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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为着力推进高水平科技智库建设，深入实施技

术创新工程，进一步引导先进制造与新材料行业健

康持续发展，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学科情

报服务协调组”的整体组织和指导下，由中国科学

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牵头组建，联合中国科学院文

献情报系统以及制造与材料领域相关研究所，共同

搭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先进制造与新材料

情报网”，作为本领域情报研究资源共享及协同服务

的非营利性学科情报研究及服务团体。 

本情报网通过“协同开展情报研究服务、联合

共建情报产品体系、促进情报资源交流共享、提升

整体情报保障能力”的工作方式，创新院所协同的

情报研究和服务保障模式，更好支撑中国科学院发

展规划布局，坚实保障中国科学院各个层面（院层

面、所层面、项目团队层面乃至科研人员层面）的

重要情报需求，从而有效推动本领域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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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助 

美智能制造所重组区域中心 

美国制造业创新网络 Manufacturing USA 旗下的“清洁能源智能制造创新研究

所”（CESMII）将其区域制造中心从五个整合为三个，并建立卫星中心，以强化外

联能力，更好地利用成员网络的工业制造相关专业知识。 

自 5 月 15 日起，以前的加利福尼亚区域制造中心将升级为西部区域制造中心，

并将在西北太平洋地区设有卫星中心。西部中心及卫星中心将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领衔。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将升级为南部区域制造中心，其卫星中心位于北卡罗来

纳州立大学。南部区域制造中心将由得州农工大学领衔。北部区域制造中心只是将

东北区域制造中心做了更名，由伦斯勒理工学院领衔。CESMII 还将在各区域建立更

多的卫星中心。通过这种方式，CESMII 及其成员将通过智能制造推动业务发展。 

（万 勇） 

 

澳组建新联盟加速机器人及自动系统研发 

5 月 22 日，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组织 Data61 研究所宣布成立名为 Sixth 

Wave Alliance（SWA）的新联盟，以制定国家机器人研发战略，并利用机器人技术

创造应对澳大利亚和国际大型挑战所需的“临界质量”1。联盟成员包括相关研究机

构、政府部门和高校等，如 Data61、AlphaBeta、国防科学技术组、工业创新与科学

部、METSIgnited、国家能源资源组织、昆士兰科技大学、悉尼大学、昆士兰大学和

Woodside 等。该联盟将把重点放在一系列通过自主技术进行转型的行业上，包括国

防、农业、油气、采矿、运输和智能城市等。此外，STEM 教育、研究和培训也是联

盟的业务范围。 

（万 勇） 

 

英 1500 万英镑投向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系统 

5 月 17 日，英国创新机构（Innovate UK）宣布，将投资 1500 万英镑用于支持

机器人及人工智能技术及系统的开发。该项资助是英国机器人工业战略挑战基金的

一部分，该基金将在近海能源、核能、采矿和太空等领域投资 9300 万英镑开发机器

人及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1 译者注：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原本是描述原子反应过程的术语，用来比喻知识技术积累到一定的临界

点，新技术就会像裂变反应一样爆发，并剧烈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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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资助将分为两个阶段。首先，Innovate UK 将邀请个人代表他们的公司组成

研发团队，参加 2018 年 9 月为期 5 天的创新实验室活动。团队通过创造性思维技术

和活动，实现理解和专业知识的共享，最终形成具有创新性、商业可行的创意方案。

Innovate UK 感兴趣的领域包括：机器人结构能力；可重整结构；远程和超视距操作；

用于极端环境的电子产品、传感器和光电子产品；人工智能、自主性和情境意识；

任务规划和风险管理；系统工程（包括方法论、验证和验证工具）；安全性、可靠性；

协作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系统；机器人长续航能力；增加机器人灵敏性的模块；适用

于极端环境的运动平台等。 

第二阶段，参加创新实验室的团队将有机会为其创意方案申请高达 1500 万英镑

资助。企业将有 3 周的时间与合作伙伴合作，以进一步完成并提交他们的提案。最

终提案必须：实现物理基础设施的无人检查、维护和修理；重点关注海上能源、核

能、采矿和太空等领域的基础设施；机器人长期安全高效运行的技术，免于维护；

遵循适当的行业标准和系统工程原则。 

（黄 健） 

 

美启动机器人制造项目征集 

5 月 17 日，美国制造业创新网络 Manufacturing USA 旗下的先进机器人制造创

新研究所（ARM）发布项目征集公告。项目资助总投资 1000 万美元，聚焦于以行业

需求导向，技术成熟度（TRL）4~7 的机器人制造技术。本次征集共八大主题领域。 

（1）识别和包装。目标是开发机制、算法和系统以实现部件的高效运输和使用。

技术重点包括：改善机器人指令系统对普通用户的友好程度，并提升即时性；识别

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环境中的单个物体；提升机器人在操纵和包装不同尺寸和形状

的物体时的灵活性。 

（2）卸载和解包。目标是推动低价值、必要、耗时的工作任务自动化。技术重

点包括：机器人在半结构化环境中理解所有相关信息，并独立制定完成任务的计划；

高度灵活的机器人机械设计以适应各种货物包装（如托盘或箱子等）；开发机器人解

包算法，控制力度以保持解包对象的平衡；开发机器人卸载和解包最佳顺序的控制

算法；利用机器人关节和末端执行器的力反馈信息实现机器人操控。 

（3）穿越复杂而拥挤工厂车间的运输和交付。目标是利用低成本技术，安全高

效地使物体通过杂乱的空间。技术重点包括：改善机器人的指令系统对普通用户的

友好程度，并提升即时性；机器人安全地在复杂的动态环境下导航，并与人类直接

交互；机器人可根据人类命令对后续步骤进行规划和动态调整；利用低成本传感器

实现实时定位与导航，无需预先设定地标和其他预装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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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标准材料的检查。目标是研发工具为柔软、延展、非刚性物体的检查提

供辅助或自动检查技术。技术重点包括：非标准材料的快速扫描和视觉处理，以维

持或改善当前的吞吐率；复杂半结构化环境下的识别模式以及机器学习；非刚性物

体建模；使用操控算法，更好地定位对象以进行检查。 

（5）组件的跟踪和可追溯性。目标是使用机器人技术和视觉系统，降低自动跟

踪库存和供应链组件的成本。技术重点包括：准确识别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环境下

的单个对象；在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环境下准确识别跟踪特征（如条形码、标记标

签等）；开发机器人软件平台，与常规供应链/ERP 系统实现一定程度的集成；机器

人对目标进行快速操作，方便后期识别和跟踪。 

（6）表面处理。目标是显著降低表面处理工艺（如涂装、打磨和抛光等）成本。

技术重点包括：根据 CAD 模型规划加工路径的加工路径规划系统；加工路径控制系

统；加工表面力度反馈系统；末端执行器和加工表面之间力度调节系统。 

（7）顺应性材料的加工与操控。目标是推进机器人技术以满足产品质量和组件

符合标准的需求，以解决技术型劳动者短缺和劳动力需求日益增加的问题。技术重

点包括：面向未经过系统培训的操作员开发友好的用户界面，使其能够通过示范动

作来训练机器人；建立力学模型，综合考虑移动和放置大型柔性物体时的各向受力

情况；路径和运动规划，综合考虑加工和运输大型、扁平、柔性面板时的震荡情况；

拾取和放置柔性零件的控制算法；评估柔性物体的位置和形状的视觉系统；通过基

于感知的模型和传感器，适应柔性物体在被抓取、放置和安装时的变化；规划算法，

以实现机器人和操作员之间的高效协作；路径和运动规划之间的协调，以应对任务

执行期间的不确定性。 

（8）软件互操作性。目标是实现各种不同机器人软件框架和硬件接口之间的互

操作性。技术重点包括：解决软件互操作性脆弱、难以维护、价格昂贵等问题；通

过开源和闭源项目、商业和免费工具、软件模块、驱动程序、数据库和实用程序解

决不同机器人软件应用程序框架、运行时体系结构和应用程序之间的互操作性问题；

提升信息传输效率以及信息在不同硬件系统中的可靠性。 

（黄 健） 

 

美生物制药所启动 2.1 版项目征集 

5 月 29 日，美国制造业创新网络 Manufacturing USA 旗下的生物制药制造业创

新研究所（NIIMBL）启动了 2.1 版项目征集。本次项目征集聚焦的技术领域包括：

过程分析技术（PAT）、快速释放药物、病毒清除技术、细胞系开发和工程、细胞治

疗产品的制造平台、用于药物生产的色谱技术、生物制剂连续生产技术、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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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反应器模拟大反应器中的工艺情况以推动生物制剂工艺开发、机械模型、高

成本效益的基因载体生产、改善药物产品的稳定性、生物制造新型材料等。 

本次项目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申请者将提供项目建议简要 PPT 版，并于

6 月 25 日~26 日在马里兰大学园区举办 Project Call 2.1 会议上向 NIIMBL 一级行业

会员、联邦利益相关方和其他代表发表 5 分钟的演讲。第二阶段，NIIMBL 根据演

讲反馈意见，邀请项目申请者提交完整的提案，包括团队人员、详细预算、成本分

摊以及建议邀请书列出的其他要求。 

（黄 健） 

 

 

 

 

 

 

 

 

行业动态 

Lux Research：增强现实技术驱动力将来自企业应用 

5 月，美国市场咨询公司 Lux Research 发布题为《如何在您的企业中实施 AR》

（How to Implement AR into Your Enterprise）的分析报告。报告指出，近年来，增强

现实（AR）技术吸引了高科技企业与风投公司超过 90 亿美元的投资，并在游戏、

体育和娱乐方面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不过，Lux 认为，AR 技术未来最可能成功

和具有吸引力的领域应该在企业应用方面。Lux 确认了六项已经在企业取得成功并

带来投资回报的 AR 应用。 

以下是 AR 显示企业最具优势的六个领域： 

装配：利用 AR 技术实现用数字信息覆盖现实世界，为装配多部件组件（如线

束、汽车等）、物料收集或物料清单提供指导。AR 技术在该领域的应用将提升工作

过程的效率，它能够解放技术人员的双手，使其能在任何时刻直接看到组装和分拣

指示，以保持对任务的关注。 

质量控制：使用 AR 技术可以通过对比数字图像和实际产品来确保产品质量。

AR 技术在该领域的应用可实现更高的准确性，更快的检查速度，从而降低运营成本

并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维护：利用 AR 应用来指示损坏或需要维护的来源或位置，摆脱对技术手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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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文档的需求。AR 应用还能够解放维修人员的双手，为其如何执行维修程序提供

分步指导。 

原型设计：AR 技术以开发人员的视角，用一种视觉的方式辅助人员进行设计交

流，它免除了电子文件、电子邮件图纸和无数的共享服务器文件方式。这种沟通方

式能够帮助开发人员实现更快的迭代和更直观的设计流程，能够将团队虚拟地组织

在一起工作。 

远程专家协助：AR 能够为非专业人士（如现场技术人员、消费者）解决技术问

题提供实时的视觉辅助。 

仓储和分拣：AR 技术可以在装货和拣选过程中通过识别货物、部件和产品的正

确位置和地点，为工人提供帮助。 

企业 AR 增长的下一波浪潮 

基于 AR 在上述应用中的成功，Lux 预测 AR 技术将通过以下方式更充分地融

入企业的业务运营中： 

分拣操作扩展：目前，智能眼镜已经被用于分拣和仓储操作。未来 AR 技术将

与智能眼镜进一步整合，应用于诸如药店药方处理和机场行李处理等。由于智能眼

镜已经得到应用，预计 AR 技术在未来五年内将全面整合到分拣操作中。 

智能投递：AR 技术可用于物品配送过程中的完整性检查。AR 设备可以突出显

示需要投递的物品，在配送中心标记出最佳装载顺序（考虑重量、路线和易碎性等），

并正确将司机导航至正确地址。目前的配送系统是通过平板电脑和 GPS 来指导工作

人员。预计未来五到十年内将全面应用 AR 技术。 

附加设计：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用增强现实解决方案，位于不同位置的设计

组的物理边界将会逐渐消失。各团队几乎可以在不离开办公桌的情况下开展会议并

进行协作设计。目前，相关的技术硬件尚处于新兴阶段，视野和计算处理能力还无

法满足企业级实时协作的要求。预计未来 10~15 年内会看到相关 AR 应用技术。 

（姜 山） 

 

 

 

 

 

 

 

 

 

 



 

 6 

研究进展 

首个 3D 打印人类眼角膜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 Che Connon 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了

世界首个人工眼角膜。 

研究团队以供体干细胞、藻酸盐和胶原蛋白为原料，创造出一种特制的“生物

墨水”，并首次采用 3D 打印技术，将生物墨水成功挤压成同心圆，最终形成人眼角

膜的形状。研究团队介绍，整个打印过程不超过 10 分钟，而且干细胞可以继续发育。

不过，该研究还处于早期的概念验证阶段，想要让患者真正使用上这种 3D 打印眼

角膜还需要数年的时间发展。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Experimental Eye Research（文章标题：3D Bioprinting of 

a Corneal Stroma Equivalent）。 

（王 轩） 

 

超强纤维素纳米纤维制备新方法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Daniel Söderberg 研究团队制造出

了迄今为止最强的生物材料，强度超越了以往所知的任

何人造或天然生物材料。该超强生物材料由纤维素纳米

纤维（cellulose nanofibre，CNF）制成，纤维素纳米纤维

是木材等植物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研究人员利用新方

法成功地将具有独特力学性能的纤维素纳米纤维转化为

可用于飞机、汽车、家具等产品中的宏观轻质材料。 

研究人员先将纤维素纳米纤维进行流体力学聚集，无需胶水及其他组分，使正

确方向的纳米纤维自组装成紧密的宏观纤维线材。研究人员利用 PETRA III 的 X 射

线跟踪和优化这一过程，X 射线可使研究人员分析线材形成的细节结构，以及超强

纤维中的材料结构和层次顺序。测量结果显示该材料的拉伸刚度为 86 GPa、拉伸强

度为 1.57 GPa，强度是原纳米纤维的 8 倍，并且其强度高于天然拉索蜘蛛丝纤维。

新材料的生产成本可以与强力合成织物的生产成本相竞争，原则上可用于制造生物

降解组件。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ACS Nano（文章标题：Multiscale Control of Nanocellulose 

Assembly: Transferring Remarkable Nanoscale Fibril Mechanics to Macroscale Fibers）。 

（冯瑞华） 

 

 
纳米纤维断截面 SEM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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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化石墨烯免疫细胞的生物相容性 

石墨烯氧化物在医学领域应用中是

一种性能优良的碳基材料，尤其是作为

新的诊断和治疗工具方面。在应用之前，

科学家们需要正确理解石墨烯氧化物如

何作用于免疫细胞并保护人类身体免受

入侵。来自意大利萨萨里大学、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意大利罗马

第二大学以及欧洲其他研究中心的石墨

烯旗舰计划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实验来表征石墨烯氧化物和 15 个不同类型的人体

免疫系统细胞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包括 T 淋巴细胞、白细胞、单核细胞、NK 细

胞和树突细胞等。 

研究强调了化学修饰石墨烯材料的重要性，添加氨基等官能团使其与人类免疫

细胞更相融。研究人员采用单细胞质谱流式细胞技术进行分析检测，发现该技术对

一些免疫细胞亚群和特定蛋白质细胞的表面和内部具有非常高的精度。通过这种方

法，研究人员已经能够表征 30 多个细胞标记。研究发现氨基功能化的石墨烯更具有

生物相容性。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的转录组分析，以了解基因表达在免疫细胞中的

修饰。结果证实，氨基基团减少了石墨烯氧化物对细胞代谢的干扰，从而增加了其

生物相容性。 

研究人员认为，发现最合适的功能化石墨烯将对推进医疗应用至关重要，如诊

断工具、组织工程、遗传物质的转移，以及生物医学成像和神经科学的融合区域等。

本研究是欧洲石墨烯旗舰计划 G-IMMUNOMICS 合作项目的一部分，利用免疫和蛋

白质数据，使石墨烯在医药和其他领域的应用更安全，最小化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 

（冯瑞华） 

 

 

 
功能化石墨烯作用于免疫系统细胞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先进制造与新材料情报研究 

跟踪和研究本领域国际重大的科技战略与规划、科技计划与预算、研发热点与

应用动态以及重要科研评估分析等。近年来，公开出版发行了《材料发展报告》（科

学出版社 2014）、《材料发展报告——新型与前沿材料》（科学出版社 2014）、《纳

米》（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3）和《新材料》（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5）等著作；团队

撰写的《美欧中“材料基因组”研究计划分析及建议》《美国报告认为全球制造业

成本竞争力发生变革性转变》《韩国宣布一揽子计划推动创新经济》《美国支持创

客运动一系列举措概览》等稿件获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 

 

研  究  内  容 代  表  产  品 

战 

略 

规 

划 

研 

究 

开展科技政策与科研管

理、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

等相关服务，为科技决策

机构和管理部门提供信息

支撑。 

宁波新材料科技城产业发展战略规划（中国工程

院咨询项目） 

中国科学院稀土政策与规划战略研究 

国家能源材料发展指南（国家能源局项目） 

发达国家/地区重大研究计划调研 

领域科技战略参考 

领 

域 

态 

势 

分 

析 

开展材料、制造、化工等领

域或专题的发展动态调研

与跟踪、发展趋势研究和

分析，提供情报支撑。 

稀土功能材料   微机电系统   微纳制造 

高性能碳纤维   高性能钢铁   计算材料与工程 

仿生机器人    海洋涂料    二维半导体材料等  

国际发展态势分析（与其他工作集结公开出版历年

《国际科学技术前沿报告》） 

科

学

计

量 

研 

究 

开展材料、制造、化工等领

域专利、文献等的计量研

究，分析相关行业的现状

及发展趋势，为部门决策

与企业发展提供参考。 

服务机器人专利分析 

石墨烯知识产权态势分析 

临时键合材料专利分析 

超导材料专利分析报告 

 

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小洪山西 25 号（430071） 

联 系 人：黄 健  万 勇 

电    话：027-8719 9180 

传    真：027-8719 9202 

电子邮件：jiance@whlib.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