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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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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美 MForsight 报告建议重构制造业实力 

编者按：6 月，美国制造业联盟 MForsight 发布题为《制造业繁荣：国家财富与

安全的果断战略》（MANUFACTURING PROSPERITY: A Bold Strategy for National 

Wealth and Security）的报告。报告指出，美国先进制造业的海外生产已经到了“本

土发明、海外制造”逐渐演变为“海外发明、海外制造”的关键时期。美国必须采

取果断措施来阻止这一趋势，并以国家财富和安全为着眼点，利用转型技术重构国

内制造业实力。报告认为，制造业对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在科学发现和工程

发明方面成为世界第一诚然很重要，但不足以确保国家繁荣；制造业与创新之间是

错综复杂的联系。要想获得快速技术进步的全部回报，国家必须制造当今先进的技

术产品，以便创新下一代产品。由于经济和技术力量的汇合，美国现在有机会重建

其制造业基地并恢复其全球竞争力。与目标的规模和重要性相匹配的果断措施是绝

对必要的。本期专题对其中的准备工作、主要挑战、应对措施建议等做了简要编译。 

 

美国制造业既面临艰巨的挑战，也面临转型机遇。近几十年来，随着生产转移

到海外，制造商也已逐步将研发活动转移到海外，并靠近产品和工艺工程技术所在

的工厂。这些转变带来了严重后果：美国制造新型先进技术产品的能力有所下降。

为确保美国国家安全、保持国家创新优势、维系就业机会、维持全球制造业领导地

位，需要有前瞻的、熟练的跨部门思维以及重大的投资。 

一、准备工作 

2018 年初，MForesight 与美国近 10 座城市的制造专家、商业领袖和决策者进

行了一系列圆桌会议。其目标是从多个地区收集观点，产业集群涉及电子、生物技

术和新材料等先进技术领域，以及汽车、建筑装备和食品加工等仍属先进领域的大

型传统领域。圆桌讨论侧重于几个关键问题： 

（1）重获美国的产业共享。美国重获全球领导地位并确保国防供应链优势，哪

些基础能力是至关重要的？美国该如何加强关键部门制造专业知识和生产能力的生

态系统？ 

（2）有效利用国家层面的研发投资。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美国获得从其庞

大的国家研发支出中涌现的新产品和新流程所产生的财富？美国如何在研究密集型

先进技术产品中取得先发优势？ 

（3）确保为硬件初创和规模扩大企业提供融资。哪些政策和计划会增加制造业

初创企业茁壮成长、规模化运营和扎根美国开展生产的机会？ 

这些问题是美国制造业面临的巨大挑战的核心。要求圆桌会议参与者提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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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建议，以应对这些挑战。 

二、美国制造业面临的重大挑战 

必须解决的、实现未来繁荣的重大挑战包括： 

（1）重构产业共享 

美国在许多行业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生产技能和能力，即产业共享。这意味着随

着时间的推移，整个产业部门将遭受损失，并对国家创新体系产生显著影响。生产

可以提供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对于开创下一代技术及满足关键国防生产所需的专

门技能而言，维系国内制造能力至关重要。 

（2）将国家研发转化为国家财富与安全 

尽管美国的研发投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这并不足以确保繁荣。美国本土

发明的技术正在被许可、出售或赠与到海外制造，这实际上是在为其他国家的研发

提供补贴。研发结果应该从战略高度进行培育，创造包括国防关键技术产品在内的

新产品，并在美国以商业规模进行生产，以创造财富、就业和出口。 

（3）引领新兴产业 

为确保未来的经济实力和国防优势，美国必须在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多材

料增材制造、生物制造、储能、先进材料和量子计算等新兴行业中占据领导地位。

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会造成国防漏洞和严重的长期成本。 

需要采取果断措施来确保快速、积极地应对这些挑战。仅凭市场力量本身不可

能实现所需的变化。通过持续的战略投资，美国可以实现：重获基本的制造能力；

确保在研发方面的联邦投资回报；充分利用广泛影响制造业的技术变革；树立新兴

行业的领导地位；恢复对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基础广泛的供应商网络。 

恢复美国制造业领导地位，或许更重要的是，恢复国家从具有强大制造业基础

的国家创新体系中获取财富的能力，这对私营和公共部门都是一个挑战。在短期财

政激励的驱动下，制造商主要关注应用研究和增量产品开发，而不是将基础研究成

果商业化以捕捉“下一个重大事件”所需的转化研究。只有政府才能够克服这一市

场失效，确保美国保持全球竞争力。 

三、关键应对措施 

应对制造业的这些重大挑战需要国家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共同努力。关键的实施

步骤包括： 

（1）向可转化的研究和制造创新进行投资 

将研发成果——新发明和新发现——转化为成功的商业化产品的创新循环可能

在软件中运行良好，但在硬件制造方面存在严重故障。一般难以获得向开发操作原

型、证明可制造性、确定可行市场所需的可转化研究提供的资助。有前景的技术在

实验室中无法施展，需要资金和专业知识来填补这一空白。有效的投资可以产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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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原型和示范产品，从而降低技术和市场风险，推动商业化和生产。 

（2）鼓励生产试点和规模扩大 

为了恢复新兴产业的国内生产和整体领导地位，美国需要投资于推进制造技术、

增加生产试点，并扩大到可行的商业体量。在某些情况下，新的生产技术为美国工

业重拾领导地位创造了机会（半导体封装和制药业就是例子）。在其他情况下，通过

确保长期资本可用且需求充足，可实现商业规模生产。利用政府采购是一个有效的

工具。 

（3）助力中小制造商 

虽然中小制造商是工业供应链的骨干，但他们在采用新技术方面行动缓慢。迫

切需要有加速使用智能制造技术的机制，增加他们获得必要专业知识的机会，并在

生产能力的市场需求与这些制造商的生产能力供给之间建立更好的联系。还需要一

些机制来提高小企业将研究成果商业化的能力，如易操作的许可协议，鼓励从大学

进行技术转让等。 

（4）培养国内工程与技术人才 

为了重建产业共享，通过激励措施组合可以增加制造业学徒计划的数量，培养

具有应用工程技能的工程技术人员，并吸引有才能的国内毕业生攻读高等学位，以

摆脱美国在重要科学和工程领域对外国学生的依赖。 

美国需要通过广泛的国家对话来确定实现这些目标的必要措施。在 MForesight

的圆桌会议上，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想法，包括在联邦政府建

立一个重点办公室，利用不同机构的优势和成果来培育技术成熟度，利用制造研究

来培育制造成熟度，以便新兴技术可以在国内实现商业规模生产。其他想法还包括：

建立大学附属的转化研究中心，开展专注于制造挑战的专门竞赛，设立行业奖学金

以利用退休制造专家的专业知识，并建立专项资金，增加对硬件初创企业和规模企

业的投资等。 

（万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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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 

英发布《国家计量战略实施计划》 

6 月 1 日，英国政府发布了 2017~2020 年《国家计量战略实施计划》（National 

measurement strategy: delivery plan）。该计划是在 2017 年 3 月发布的英国国家计量

战略（NMS）的基础上制定的，英国商业、能源与产业战略部负责每年约 6500 万英

镑的英国计量战略投资，主要覆盖领域包括先进制造、数字化、能源环境与安全、

生命科学与健康以及交叉行业等，2017~2018 年各领域投资占比分别为 19%、20%、

22%、27%和 12%，该比例将每年进行动态调整。计划提出了以下五大目标及其相应

举措及评价方式。 

（1）投资建设全球领先的计量基础设施。 

英国政府将采取有效措施推动英国计量实验室的高效投资，促进英国计量能力

的发展。政府将与科学研发机构以及企业合作，提供世界领先的计量基础设施，并

有机嵌入全球计量技术体系。主要举措包括：①在未来五年内打造新的世界领先的

计量中心，以满足量子技术，核酸计量、多相流研究和医用物理学等新兴领域的需

求；②确保科学家和工程师有机会通过同行网络及同行评议成长为计量领域专家，

建立网络，推动英国计量能力合作；③通过设施访问、测试和校准服务以及培训等

方式，确保英国依赖的核心计量能力能够被广泛、高效地使用；④在目前计量能力

无法满足用户需求的领域（如 DNA 计量和燃料电池诊断等）开发新的校准和测试设

施；⑤在国家重大需求领域，利用计量战略投资带动英国社会联合资助。 

主要评价方式包括：①计量战略科学质量，包括出版物/引文、国际比较和评论、

外部奖励和职位等；②英国国家计量战略投资的知识和设施的使用情况，包括这些

知识和设施与广泛的联合研究工作的相关情况以及合作项目带来的收入情况等。 

（2）确保良好的政策、标准和法规。 

主要举措包括：①在计量科学、数据和信息基础上，为政府和相关组织提供合

理的科学政策建议，实现基于证据的政策决策，以此提振消费者信心；②召集法律

和科学计量团体，使计量基础设施与标准和监管机构保持一致，实现对于企业更加

友好、便利的业务流程，计量战略还将采用基于风险的方法来实现全球领导力，积

极影响新的国际法规以支持英国脱欧；③提升质量、认证和技术标准的重要性，通

过国家计量实验室，英国标准协会（BSI）和英国认证服务机构（UKAS）提高英国

工业的竞争力，促进英国技术的采用；④明确开发新技术标准（包括生物技术、液

化天然气与多相流、石墨烯和量子技术等）的计量需求，为英国技术带来竞争优势

并提高英国市场领导地位。 

主要评价方式包括：①对已公布的标准和法规的贡献；②邀请代表对政府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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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和类似活动次数；③解决争议法律案件；④计量服务收入等。 

（3）与终端用户建立更好的联系以扩大影响。 

主要举措包括：①增加与终端用户关系的深度和广度，更好地捕获用户需求；

②扩大计量战略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如利用详尽实践指南为企业提供直接建议和支

持，并通过适当渠道提供更容易的访问入口；③通过与当地学术界、临床、工业和

企业合作伙伴的合作，创建区域计量中心，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提高计量服务的可用

性。这些中心将作为卓越计量中心，通过针对当地特定终端用户群体的研讨会和其

他活动等方式，提高其对计量产品、服务以及最佳计量实践的认识；④与英国研究

与创新机构（UKRI）等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扩大计量战略的影响范围，确保计

量知识扩散至新的计划和社区。 

主要评价方式包括：①与合作伙伴开展联合活动和知识交流；②用户利用知识

和设施的深度和广度；③开发推出的新产品和服务可否满足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等。 

（4）提高所有行业的计量技能，加速新技术应用，充分发挥高科技经济的效益。 

主要举措包括：①与终端用户合作建立国家培训计划，推动学生计量技能培训

以及劳动者职业教育，维护和发展计量战略在计量技能方面的领导地位；②促进其

他研究机构、行业和国家计量实验室之间的人员流动，确保技能转移以推动知识分

享，并提供研究金以援助和促进合作伙伴关系；③维护、开发有效且高效的用户驱

动的培训计划。 

主要评价方式包括：①劳动者计量技能的提升效果；②计量技能课程数量和培

训的学生数量等。 

（5）政府将整合涉及数据科学多元化团体需求，建立开发与应用框架，高效、

智能地使用分析数据。 

主要举措包括：①明确和理解打造数据计量和标准等新计量能力所需的计量需

求；②明确未来数据管理和互操作的机遇，以及关于数据使用的监管结构所需标准；

③启动有关数据计量和标准的新计划。 

主要评价方式包括：①新数据计划的出版物/引文的数量、外部奖励和排位情况；

②计量战略投资的知识和设施的使用情况，包括这些知识和设施与广泛的联合研究

工作的相关情况，以及合作项目带来的收入情况等。 

（黄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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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线欧洲”实施方案提案发布 

6 月 7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 2021~2027 年科研资助框架——“地平线欧洲”

（Horizon Europe）的实施方案提案。作为“地平线 2020”的接续，该计划的临时预

算约 1000 亿欧元，再创新高。 

提案提出，“地平线欧洲”包括三大核心部分：开放科学、全球挑战与产业竞争

力，以及开放创新。其中，全球挑战与产业竞争力部分下设 5 个主题：健康（77 亿

欧元）；包容、安全的社会（28 亿欧元）；数字与工业（150 亿欧元）；气候、能源与

流动性（150 亿欧元）；食物与自然资源（100 亿欧元）。 

在“数字与工业”部分，涉及九大领域1，制造技术与先进材料分别位列第一和

第三，相关的领域包括循环工业（第七）等，关注的重点有： 

制造技术  通过欧盟产业导向的基础设施网络促进增材制造、工业机器人、人

力集成制造系统等突破性制造技术的发展；在整个价值链中使用不同的使能技术（如

融合技术、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工业机器人、生物制造、先进电池技术）实现突

破性创新；打造完全适应新技术的技能和工作场所，符合欧洲社会价值观；开发灵

活、高精度、零缺陷和零浪费的认知工厂和满足客户需求的智能制造系统；探索建

筑工地技术、实现现场装配和预制构件的全自动化的技术突破性创新。 

先进材料  开展具有新的特性和功能的材料设计（包括塑料、生物材料、纳米

材料、二维材料、智能材料和多材料），并符合法规要求（不会导致生产、使用或报

废期间的环境压力增加）；实现一体化的材料加工和生产，遵循以消费者为导向、道

德的方法；促进材料表征、建模、试验和规模化的发展；建立欧盟技术基础设施创

新生态系统，为成员国提供服务，以加速欧盟工业的技术转型和采用；分析先进材

料和其他关键使能技术的未来和新兴趋势；开发基于设计、架构和一般性创意的解

决方案，具有强大的用户导向，为工业部门和创意产业增加价值。 

循环工业  部门和城市社区的工厂之间资源流动的工业共生；运输、转化、再

利用和储存资源的工艺和材料，结合副产品、废物和 CO2 的价值；使用新的替代原

料、资源控制、材料跟踪和分类，对材料和产品流进行生命周期评估；研发具有更

强生命周期性能、耐用性、可升级性和易于维修、拆卸及回收的产品；回收行业要

最大限度地提高二次材料的潜力和安全性，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质量下降及处理

后的数量丢失；消除生产和报废阶段所关注的物质；原材料的可持续供应或替代。 

（黄龙光） 

 

 

                                                 
1 分别为：制造技术、关键数字技术、先进材料、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下一代互联网、先进计算与大数据、循

环工业、低碳清洁工业和空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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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助 

美资助最强生物材料研发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合成生物学家利

用植物制造孢粉素，并利用为特定功能而设计的

基因部件（如基因电路）控制其属性。研究人员

的目标是生产出保护船只、桥梁等基础设施的涂

料。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将为该项目研究

资助 170 万美元，如果项目方法被证明是成功的，

还有可能获得额外两年 210 万美元的资助。该项目负责人是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生

物学特别助理教授 Mauricio Antunes。 

商业上成功制备大量的孢粉素对于科学家来说还没有攻克。孢粉素这种聚合物

在天然界中最坚硬，抗降解能力非常强，以至于科学家们很难将其分解，并确定聚

合物是如何形成的。研究人员称该聚合物的生物合成途径非常复杂，为了复制它，

研究人员需要精确的协调植物组织中某些基因的表达，而这些基因本身并不会产生

这种聚合物。 

（冯瑞华） 

 

英 3000 万英镑投向互联与自动驾驶汽车测试 

英国互联与自动驾驶汽车中心将与英国创新机构（Innovate UK）合作，向互联

与自动驾驶汽车（connected and autonomous vehicles，CAV）协调中心 Meridian 提供

第二批及第三批资助，合计 3000 万英镑，用于 CAV 测试。其中，500 万英镑用于打

造互联汽车数据交换平台，2500 万英镑用于乡村道路或高速公路自动驾驶和自动停

车测试设施。 

互联汽车数据交换平台应适应不断增加的数据数量和类型，促进数据交换、测

试、开发、演示和开拓 CAV 商业机遇。平台应着力于：①为用户提供合理收费的数

据收集、访问、处理和共享服务；②开发可持续的业务流程和模型，改善基础设施

和互联汽车数据的可访问性和可用性；③保护隐私、质量及知识产权。具体要求包

括：展示商业可行性和可持续商业模式；展示数据道德、安全和隐私方面的最佳实

践，如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适用于英国和其他 CAV 市场；演示区块链等尖端技术

的使用；生成和/或使用现实世界数据；有合适的硬件来开发和演示支持 CAV 的平

台和服务；向道路所有者和经营者提供咨询和规划；为 CAV 数据工作组提供支撑，

为政策和标准提供信息并形成影响；促进整个英国 CAV 生态系统的整合与协作。服

 
花粉粒子的扫描电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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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对象包括：希望优化运输服务的政府和运输部门、物流公司、CAV 制造商、挖掘

数据以获取商业价值的保险和电信公司、测试新商业模式的移动服务公司、对 CAV

技术创意进行测试的中小企业、网络安全公司、数据分析公司、虚拟安全测试和验

证系统开发机构等。 

测试设施项目方面，最多支持 6 个项目用于研究设施的建设或升级。项目应着

力于：①在日益严峻的环境中测试自动驾驶汽车；②车联网连接功能和方法测试；

③可能与 CAV 相互作用的设备（如道路基础设施）测试。服务对象包括 CAV 制造

商、验证新通信硬件的电信公司、测试新商业模式的移动服务公司、进行自动驾驶

支撑技术测试的中小企业等。项目应提供面向未来的核心框架，可支持模块化测试

单元。项目还应包含商业模式支持的测试方案，并证明该方案能用于尽可能多的场

景（理想情况下适用于任何场景）。 

（黄 健） 

 

美 ARMI 发布项目与技术征集 

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 Manufacturing USA 旗下的先进再生制造研究所

（Advanced Regenerative Manufacturing Institute，ARMI）的使命是实现工程生物组

织和组织相关技术的大规模生产，使现有行业受益并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为了实

现这一使命，ARMI 设立了美国生物制造计划（BioFabUSA），其目标之一是研发切

实可行的端到端自动生物加工生产线，结合过程分析技术（process analytical 

technologies，PAT），通过测量对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至关重要的参数来帮助设计、

分析和控制生物制造过程。 

6 月 13 日，为推动端到端自动生物加工生产线的研制，ARMI 发布了 2018 春季

技术项目征集和生物组织代工技术征集，推动包括可用于任何组织的生物反应器、

用于实时监测样品的非侵入式传感器等一系列技术的研发与推广。 

2018 春季技术项目征集包括：①测量技术和②数据采集、存储和管理两大重点

领域。测量技术方面，ARMI 希望通过非侵入式测量技术实现细胞和组织的实时监

测和分析。目前使用的传统技术需要侵入式的手动采样，这不仅对无菌处理带来风

险，处理和分析也不一致，并且破坏了批量商业制造的连续性。非侵入式传感器需

要监控和分析制造工艺，并且能够集成到一次性系统的生产流或样本路径中，或者

可安装在生产系统上。非侵入式实时监控将允许通过对过程控制和自动化系统的反

馈，在制造、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对过程进行精确、敏锐控制。项目建议书应包括确

保技术实现高质量测量和高水平产能的方法。 

数据采集、存储和管理方面，ARMI 希望设计和实施模块化和可扩展的制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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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获取、存储、管理和集成来自不同来源的大量数据。技术的早期开发将需要整

合不同来源的各种数据集，这也是医学领域共享的挑战。在扩大制造规模和生命周

期管理期间获取数据需要可扩展的数字化平台，允许同时从多个输入采样（可能以

不同的频率采样），并将数据发送到安全服务器以供检索。 

ARMI 生物组织代工技术征集的长期目标是生物组织建立模块化、灵活、符合

GMP 标准的封闭式全自动生产线，集中于识别和收集现有的原型和现成的技术，这

些技术可能集成到用于工程组织的原型模块化生产系统中。该生产线设计有 5 个模

块，重点是种子库培养、细胞收集和清晰、支架制造、支架接种和培养以及产品包

装。该生产线将成为符合 GMP 标准的生产线，用于工艺验证和早期临床制造，并将

成为技术转移活动的基础。 

（黄 健） 

 

 

 

研究进展 

二维人造类铁电金属 

美国罗格斯大学 Jak Chakhalian 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制备出一种新型二维金属

材料，在室温下具有类似铁电材料的性质，证实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Philip W. 

Anderson 等人在 1965 年提出的“铁电金属”理论，即在金属状态下实现与铁电转变

完全相同的结构相变。 

铁电材料是一种介电材料，通常不导电，广泛应用于手机及其他天线、计算机

存储器、医疗设备、高精度电机、超敏感传感器和声呐设备等电子产品中。 

据介绍，当一种材料变成铁电材料时，其原子会永久移动，他们试图为铁电晶

体增加金属导电性。研究团队利用脉冲激光沉积薄膜，制备出 BaTiO3/SrTiO3/LaTiO3

（钛酸钡/钛酸锶/钛酸镧）复合薄膜结构，在钛酸锶/钛酸镧界面处形成二维电子气

实现金属导电，同时借助钛酸钡极性结构实现铁电结构相变，从而制造出了一种类

似铁电材料的金属。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文章标题：Artificial two-

dimensional polar metal at room temperature）。 

（王 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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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低功耗晶体管 

减少功耗是当前集成电路发展的主要趋势，其中最有效途径即为降低工作电压。

现有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omplementary metal-oxide semiconductor，CMOS）集

成电路（14/10 nm 技术节点）的工作电压已降至 0.7 V，而金属氧化物半导体（metal-

oxide-semiconductor，MOS）晶体管受到亚阈值摆幅（subthreshold swing，SS）的热

激发限制（60 mV/DEC），使得集成电路工作电压维系在 0.64 V 以上。当前能突破该

热激发限制的晶体管主要有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和负电容场效应晶体管，然而存在着

速度低或稳定性差、不宜集成等缺陷，实用价值有限。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张志勇教授、彭练矛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研制出一

种新型低功耗场效应晶体管，达到了国际半导体发展路线图对相关器件实用化的标

准要求，有望将集成电路工作电压降到 0.5 V 甚至更低，为 3 nm 技术节点提供解决

方案。 

研究人员将具有特定掺杂的石墨烯作为“冷”电子源，碳纳米管作为有源沟道，

构建出狄拉克源场效应晶体管，将室温条件下“亚阈值摆幅”这一参数的热激发限

制降低至约 40 mV/DEC，而且还具有较好的可缩减性。该晶体管的驱动电流与金属

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相当，远高于隧穿晶体管；其器件结构不依赖半导体材

料，可应用于传统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晶体管和二维材料场效应晶体管，具有普

适性。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Science（文章标题：Dirac-source field-effect transistors as 

energy-efficient, high-performance electronic switches）。 

（王 轩） 

利用磁场控制 DNA 机器人快速移动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Carlos Castro 副教授、Ratnasingham Sooryakumar 教授率领

的联合研究团队设计出一套磁控制系统，可使基于 DNA 的小型机器人按需移动，将

原型纳米机器人部件的响应时间从几分钟缩短到不到一秒。该研究不仅在速度上有

显著的提高，而且与最近的另一项研究2预示着首次直接实时控制基于 DNA 的分子

机器。这一发现有望使纳米机器人可以像全尺寸机器人一样快速可靠地制造药物输

送装置等物件。 

研究团队通过 DNA 折纸技术构建了杆、转子和铰链，利用 DNA 杆将纳米组件

连接到由含有磁性材料的聚苯乙烯制成的微珠。通过调整磁场，可以让粒子来回摆

动或旋转组件。这些组件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执行了指示动作。例如，通过旋转磁

                                                 
2 Enzo Kopperger, Jonathan List, Sushi Madhira, et al. A self-assembled nanoscale robotic arm controlled by electric 

fields. Science, 2018, 359 (6373): 296-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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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驱动连续运动，纳米转子在约 1 秒内完全旋转 360 度；纳米铰链在 0.4 秒内关闭

或打开，或以 8 度的精度保持特定角度。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文章标题：Real-time magnetic 

actuation of DNA nanodevices via modular integration with stiff micro-levers）。 

（万 勇） 

 

蛛丝关键形成机制 

蛛丝以其独特的韧性和弹性著称，强度是钢的几倍，蛛丝中的 β 折叠是使蛛丝

具有特殊强度的关键。但蛛丝一开始是作为可溶性蛋白产生的，很快结晶成固体状，

科学家们很难捕捉到蛛丝的可溶性形式进行分析，无法了解 β 折叠是如何形成，很

难制造出蛛丝的人工类似物。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 Keiji Numata 率领的研究团队通过研究蛛丝的可溶性前体，

发现聚脯氨酸 II 型螺旋是蛛丝蛋白质形成 β 折叠的关键。研究人员利用基因改造的

细菌产生了金色圆网蜘蛛 Nephila clavipes 的蛛丝蛋白，然后对这种可溶性蛋白质进

行复杂的分析。结果发现蛛丝的重复结构域由两种构象组成：无规卷曲和聚脯氨酸

II 型螺旋，且第二种结构对产生高强度的蛛丝至关重要。聚脯氨酸 II 型螺旋可以形

成一种刚性结构，很快地转化为β折叠，从而使蛛丝快速地编织起来。而且，最初

被认为对于蛋白质 N 端和 C 端结构域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要的 pH 并不影响重复结构

的折叠，而是排除水分，并作为蛛丝前体穿过腺体的动力。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Nat. Commun.（文章标题：Conformation and dynamics of 

soluble repetitive domain elucidates the initial β-sheet formation of spider silk）。 

（冯瑞华） 

 

不需要电力的沙漠采水设备 

美国伯克利大学 Omar Yaghi 率领的团队研发

出一种不需要电力，在沙漠的干燥空气中也能采水

的设备。采水设备利用的材料就是一种金属有机框

架（MOF），该材料具有吸附作用，可以收集储存

水分子。科研团队制作的采水设备，每一面大约有

两英尺长，MOF 位于箱体内部，顶部有铝箔包裹，

用于保持外部箱体足够冷，以冷凝 MOF 收集到的

水蒸气。夜间气温下降、湿度上升，水被困在 MOF 里。早晨太阳的热量把水从 M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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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带走，随后冷凝在盒子两边，盒子里有特殊材质来促成低温冷凝。在去年的一个

小型公开实验中，该团队展示了初步成果，一昼夜收集了 3 盎司水。 

为了捕获更多的水分子，团队对试验设备进行了改造。采用新的氧化铝 MOF 进

行了测试，设备成本将降低 99%，并且获取更多的水，每天能从一公斤氧化铝 MOF

中生产超过 400 毫升水。相应的商业产品也正在开发中，团队计划将进行更多的机

械改进测试，包括对新的氧化铝 MOF 材料的测试。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Science Advances（文章标题：Practical water production from 

desert air）。 

（冯瑞华） 

 

可重复利用的 MOF 从大气中分离 NO2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Martin Schröder 教授率领的国际科研团队开发出一种金属有

机框架材料（MOF），可在大气环境条件下从中去除 NO2 气体，并且具有选择性、

完全可逆性和可重复使用的特点。这种新材料可能促成能够有效捕获和转化大量目

标气体的空气过滤技术，包括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从而有利于对这些气体进

行长期封存，进而帮助减缓空气污染和全球变暖。 

这种被称为 MFM-300(Al)的材料首次展现了在在水分、SO2 和 CO2 存在的情况

下，可在环境压力和温度中（低浓度下），过程可逆地、有选择性地对 NO2 气体进行

捕集。这种材料被证明性能非常稳定，尽管 NO2 具有高度反应性，但该材料具有完

全再生/脱气和多次使用的能力，且不损失自身的结晶性和多孔性。 

此外，作为研究的一部分，科学家们还利用能源部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中子

散射技术，确定和精确描述了 MFM-300(Al)是如何捕获 NO2 分子的。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Nature Materials（文章标题：Reversible adsorption of 

nitrogen dioxide within a robust porous metal–organic framework）。 

（姜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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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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