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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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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 

美发布增材制造标准化路线图 2.0 版 

6 月 28 日，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 Manufacturing USA 旗下的增材制造创新

研究所（America Makes）与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联合正式发布了《增材制造

标准化路线图》2.0 版。 

该路线图由 America Makes 与 ANSI 组建的增材制造标准合作项目工作组

（Additive Manufacturing Standardization Collaborative，AMSC）制定。该工作组于

2016 年 3 月正式启动，其目标是创建路线图以明确必要的标准，并协调和加速最终

可行方法的开发过程，通过制定符合利益相关方需求的行业标准和规范以促进行业

增长。AMSC 组织协调了来自 175 个公共和私营部门组织的约 320 名专家支持路线

图的开发。美国国防部为该活动提供了资助。 

增材制造标准化路线图 2.0 是对 2017 年 2 月发布的路线图 1.0 的更新。它确定

了现有的和开发中的标准、评估问题，并为需要进行额外标准化和/或预标准化研究

与开发的优先领域提出建议。路线图重点是工业增材制造市场，特别是航空航天、

国防和医疗等行业应用。路线图 2.0 在设计、工艺和材料（前体材料、工艺控制、后

处理和成品材料特性）、资格和认证、无损评估以及维护等五个主题领域共确定了 93

个问题和相应建议。其中 18 个问题/建议被确定为高优先级，51 个为中等优先级，

24 个为低优先级。 

与 1.0 版本相比，此次 2.0 版本新增了 11 个问题，包括：增材制造标准化设计

流程链、表面光洁度标准、可再生聚合物前体材料的使用、材料挤出原料（丝状和

颗粒）的表征、开放式液体原料系统取样、聚合物热处理、生物组织工程产品的灭

菌处理、聚合物和其他非金属材料的无损检测、伪劣增材制造零件的无损检测、增

材制造零件断裂极限验收标准以及基于激光的增材制造修复等。 

（黄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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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助 

英成立塑料研究与创新基金 

6 月 18 日，英国科学大臣 Sam Gyimah 宣布了一项新的价值 2000 万英镑的“塑

料与研究创新基金”（Plastics and Research Innovation Fund，PRIF），旨在探索能够改

变英国塑料制造和消费模式的新想法与创新。 

该基金由英国研究与创新机构（UKRI）管理，并通过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

会（EPSRC）、英国创新机构（Innovate UK）和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NERC）等进

行实施。该基金分为三块：①领导力和知识交流：建设英国循环塑料网络（约 200 万

英镑）；②研究：塑料“创造力”（约 800 万英镑）；③商业主导的研发：用于塑料“创

新”（约 1000 万英镑）。 

该基金将提供战略网络和研究，协调整个英国的现有知识储备；在研究与创新

领域催生新思想和快速解决方案。该基金将为聚合物、包装、零售和废弃物行业，

以及负责废弃物收集的地方政府等提供支持。 

（万 勇） 

 

英新建小分子制药中心 

英国计划在苏格兰伦弗鲁郡建立一个新的药物制造创新中心，由过程创新中心

（Centre for Process Innovation，CPI）与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制药业合作伙伴关系

计划（Medicine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artnership，MMIP）、药企阿斯利康及葛兰

素史克等共同领衔建设。该中心将推动行业界、学术界、医疗服务提供商和监管机

构共同合作，解决药品供应链中的挑战。在资金方面，将由工业战略挑战基金提供

1300 万英镑，苏格兰企业提供 1500 万英镑，药企阿斯利康和葛兰素史克各提供 700

万英镑。 

该新中心将改进小分子制药与精细化工制造的工艺和技术，旨在成为小分子制

药创新的国际标杆，让患者能够更快速地用到新药。该中心将在今年夏季开始建设，

为期三年。到 2023 年，有望创造 80 个新的研发工作岗位，并在 2028 年前吸引 8050

万英镑的研发投资。该中心还将向工业界转化 EPSRC 旗下“连续制造与先进结晶中

心”（由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领衔的联盟）的研究产出成果。 

（万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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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EPSRC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建设 

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EPSRC）“制造未来与数字经济”主题计划

向 7 个项目拨款 1140 万英镑，旨在创造新的数字工具、技术和工艺，支持将数字能

力引入制造业。 

这些项目将与众多的工业伙伴开展合作，致力于解决该领域的各种挑战，包括

改进化学和制药行业的工艺；开发方法来获取和预测引入数字技术对提高制造业绩

效的影响；整合数字物理模型中的版本控制；改进工程与制造中动态载荷分析的建

模；为中小企业开发低成本数字工具等。 

项目 1：认知化学制造（利兹大学领衔，190 万英镑） 

开发用于生成化学工艺设计的机器学习新算法，并与网络平台结合起来进行自

动化实验。这种网络物理联合系统将最大限度地减少筛选出安全、鲁棒的化学制造

过程所需的时间，并通过深入案例研究来进行验证，这些案例与项目合作伙伴当前

面临的制造挑战相关。 

项目 2：用于操作员与技术优化的数字工具包（诺丁汉大学领衔，190 万英镑） 

提供开放式数字工具套件，实现实时获取和预测影响，优化用于制造系统性能

的数字技术。通过使用新的人为因素理论和数据分析方法，该工具包将揭示数字制

造中在工作负荷、态势感知和决策等方面的人类需求。同时，还将测试传感技术的

实施，这些技术将获取和评估性能变化情况，并建立系统性能预测模型。该项目还

将了解在评估未来工作场所工作绩效时，引入数字制造工具和数字传感器工具的伦

理、组织和社会影响。 

项目 3：在原型设计过程中，通过整合版本控制和数字物理模型来改进产品开

发工艺（布里斯托大学领衔，160 万英镑） 

在物理-数字模型结对过程中，缺乏版本控制会导致出现多个近似相同的模型，

从而在流程管理、可追溯性、决策、设计重复和低效率以及设计原理获得等方面出

现问题，且几乎不可能根据数字物理工具链优化产品开发流程。该项目将从根本上

重新定义数字与物理模型的版本控制和结对过程，实现从手动、繁琐、易出错、高

价到无缝集成（数字到物理和物理到数字）、快速、可靠、知识丰富的转变。 

项目 4：面向集成 ICT 技术的制药业的人工智能（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领衔，

190 万英镑） 

寻求开发新型机器学习方法，学习过去和现在的制造数据，创造新的知识，以

帮助制定关键的制造决策，例如了解要采用的工艺和操作、要部署的传感器和测量

以优化产品交付；以及潜在的工艺异常及其对药品质量的影响。所有这些数据和人

工智能“学习”将通过定制的、个性化的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界面提供。 

项目 5：动态材料与结构的系统科学设计和制造（谢菲尔德大学领衔，160 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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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 

许多工程系统中的材料与结构经常受到动态负载的影响，这对其设计及制造提

出了具有挑战性的限制和要求。对这些系统进行建模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如何生成高

保真降阶模型，并基于该模型，对需要承受苛刻动态负载的工程材料与系统进行设

计。该项目将开发基于复杂系统科学的创新型数字制造方法，并通过三个案例研究

来论证新方法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项目 6：中小企业的数字制造（剑桥大学领衔，160 万英镑） 

由于升级工业计算和通信环境的相关资本成本，中小企业不太可能受益于数字

化制造的新发展。为解决这一共同关切的问题，该项目提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制造过

程数字化演进的方法，主要侧重于工业自动化和信息挑战的非工业解决方案。该项

目将寻求利用非常低成本的商用技术来实现移动计算、传感和人工智能，并解决将

这些技术安全集成到小规模制造环境中所带来的挑战。 

项目 7：数据驱动的循环经济智能（克兰菲尔德大学领衔，77.5 万英镑） 

循环经济中，在每项服务生命周期结束，回收和重复使用产品和材料之前，尽

可能长时间地利用资源，这可能会使英国企业每年获得高达 230 亿英镑的收益。该

项目旨在确定如何利用使用中产品的数据，为围绕循环经济战略实施的智能决策提

供信息，从而加速在英国制造业中实现资源利用的循环方法。该项目将开发新的知

识、工具和方法，使机构能够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获取数据，并根据最合适的

循环经济战略做出明智决策。 

（万 勇） 

 

汉高 1800 万欧元建立 3D 打印技术中心 

汉高爱尔兰公司计划在都柏林建设新的增材制造创新和互动中心（Innovation 

and Interaction Centre for Additive Manufacturing）。该中心是汉高公司首个新一代工

业客户中心，也将成为汉高的欧洲区域中心，为 3D 打印解决方案提供技术演示、培

训、测试以及客户服务。 

该项目得到了爱尔兰政府负责吸引外资的政府机构——投资发展局（IDA）的支

持，项目为期四年，预计最高资助额度 1800 万欧元，以提升研发、应用和产品开发

方面的能力。项目将支持一支卓越科学家和工程师团队开发用于广泛工业制造的新

型先进材料。初始阶段创新和互动中心包括 700 平方米的实验室、客户服务办公室、

会议室和 3D 打印设施。汉高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将该中心进一步扩展至 2000 平方米，

将包括 5 个新增实验室、工作站和会议空间。 

通过与全球技术领导者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汉高正在快速发展的增材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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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中推广增材制造应用，从原型制作到最终零件生产，并提供新型材料、专用设

备和各种后处理解决方案。除了汉高在爱尔兰的创新和互动中心外，还有两个区域

中心正在筹备中，一个位于北美 Rocky Hill，另一个位于上海。 

（黄 健） 

 

美光子研究所针对更长波长激光开展研究 

6 月 19 日，美国制造业创新网络 Manufacturing USA 旗下的集成光子学研究所

宣布，国防部指导的光子集成电路项目将由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领衔，Northrop 

Grumman、海军研究实验室和纽约州立大学理工学院等联合参与。项目经费 170.2 万

美元。 

当前，大部分研发工作都集中在相对较窄的波长范围内——大约 1550 nm。该

项目的目标是探索更长波长的研究机遇，包括中波红外（MWIR）激光光源（3.0 

μm<λ<5.0 μm）和长波红外（LWIR）激光光源（8.0 μm<λ<14.0 μm）。扩展的波长范

围将实现各种商业和军事应用，例如允许调节传感器检测大气痕量气体，以进行空

气质量评估或危险警报。 

（万 勇） 

 

美 NCMS 联合企业投资建设增材制造中心 

美国国家制造科学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Manufacturing Sciences，NCMS）1

计划在马里兰州建立增材制造创新中心。该中心将拥有卓越工程师和强大生产技术，

专注于开发下一代工业化增材制造技术、材料和工艺，将在冶金和塑料领域带来科

学突破，这将改变美国生产飞机、汽车、军火、医疗设备和其他产品的方式。新中

心的联合创办方包括 3D Systems 和 Applied Materials，合作伙伴包括马里兰州商务

厅等。 

该中心体现了美国政府、工业界和学术界之间的新型合作关系，将促进突破性

非传统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使美国制造商能够实现大规模增材制造、超快的零件生

产速度、新颖的设计和材料、大幅削减成本和交付时间、随时随地提供零件制造等。 

（黄 健） 

 

                                                 
1 是一个跨行业的技术开发联盟，致力于提高美国工业基础的竞争力和实力。作为一个以会员为基础的组织，

它利用其工业、政府和学术界网络，以更低的风险和更低的成本有效地开发、演示和转移创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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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启动互联与自动驾驶汽车第四批项目资助 

6 月 25 日，英国互联与自动驾驶汽车中心（CCAV）宣布，将向英国互联与自

动驾驶汽车协调中心 Meridian 提供第四批资助 2500 万英镑，用于互联与自动驾驶

汽车（connected and autonomous vehicles，CAV）大规模示范项目。 

本批示范项目总数 2~4 个，将向全球受众展示英国的能力和技术。预计示范项

目将在现实公共或半公开环境中开发并测试 CAV，进行至少为期 6 个月的公开试验。 

项目必须侧重于在运输服务环境中开发和使用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SAE）自

动驾驶 4 级或更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项目应由企业主导，需要在时间和成本方面

提高交通效率，并在未来具有很好的商业前景。 

（黄 健） 

 

 

 

 

 

 

 

行业动态 

哪些企业正在将工作岗位带回美国？ 

过去几年来，受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导向，以及特朗普总统致力于将工作岗位

留在美国的系列举措，有许多美国制造商致力于在美国增加或留住工作岗位。根据

回流倡议组织（Reshoring Initiative）的数据，自 2010 年以来，企业在美国已经设立

和准备设立的工作岗位数量增加了十倍以上。《华尔街日报》根据 Reshoring Initiative

提供的数据，统计了 2010 年至 2018 第一季度期间宣布具有最大回流计划的 16 家企

业，这 16 家企业计划将回流、增加或保留总计约 7.3 万个制造业岗位。 

企业名称 回流/新增岗位数量 所属行业 转移制造的产品 

Insulet 1500 生物技术 胰岛素输送系统 

Element Electronics 1500 消费电子产品 平板电视 

Gentex 1600 汽车零部件 汽车后视镜 

安进 1600 制药 生物制剂 

默克 1633 制药 药品包装玻璃 

SolarCity 1900 能源生产和储存 太阳能电池板 

Polaris Industries 2000 运输设备 越野汽车 

卡特彼勒 2100 建筑和农业机械 液压挖掘机、卡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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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而浦 2165 电子、电气设备 电子、电气设备 

通用电气 2656 工业机械 冰箱、洗衣机 

陶氏化学 2900 化学品 乙烯、丙烯和包装用化

学衍生物 

英特尔 4000 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 微处理器 

福特 4200 汽车及零件 汽车及零件 

波音 7725 航空航天与国防 飞机 

通用汽车 12988 汽车及零件 汽车及零件 

苹果 22200 电脑、办公设备 电脑、办公设备 

从上表可以看出，回流美国的制造企业并不集中在特定领域，而是分布在生物

医药、能源、机械、汽车、电子、航空航天、原材料等多个制造领域，其中回流岗位

最多的是电子（苹果、英特尔）、汽车（通用、福特）和航空航天企业（波音），这可

能与选择回流的企业规模较大，所属行业雇佣岗位较多有关。 

根据这些企业的回流声明，尽管近年来美国企业受到特朗普要求将工厂搬至美

国的压力，但许多企业并不一定出于政治原因这样做。制造业工作回流美国更最常

见原因包括：能够更好地利用“美国制造”标签来提高品牌价值、更靠近美国客户

群、美国拥有更熟练的劳动力，以及政府的激励措施等。 

（姜 山） 

 

Lux 发布《促进可持续材料创新的关键战略》 

对于全球企业来说，尽管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欢迎，也越来越重要，但长期

的商业成功依赖于从新方法中获取经济和环境价值。为了履行在未来几十年中增加

或全面采用可持续材料的承诺，大型企业将成为创新材料科学和可扩展可持续实践

的推动力。 

3 月，美国市场咨询公司 Lux Research 发布题为《促进可持续材料创新的关键

战略》（Key Strategies for Valorizing Sustainable Materials Innovation）的研究报告。报

告探究了可持续材料创新三个关键领域（废弃原料、性能可持续性和数字实现）的

环境可持续性、经济价值和关键机遇。那些意识到可持续材料战略即将到来的经济

优势，并努力更快地整合创新方法的企业将具有先发优势，使其更好地为未来做好

准备。为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应考虑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以确定整合关键材料的新

机会，并寻求在整个价值链中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报告对三个关键领域的分析如下： 

（1）废弃原料 

废弃原料方面的创新将有潜力减少浪费，并提供低成本的原料。关键机会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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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原料，包括废弃粮食作物或非粮食作物（如纤维素生物质），提供不与粮食相

竞争的可再生能源，以及先进的回收或“升级改造”技术将废物输入（包括塑料、

纺织品和碳纤维）转变成高质量的输出。 

（2）性能可持续性 

该领域关注提高产品性能的材料，减少材料消耗并提高效率。关键机会包括降

低材料使用和重量的高性能材料、降低材料和运输成本、提高燃料效率和减少 CO2

排放，以及选择性地将功能性材料应用到产品中以提高操作效率或延长使用寿命。 

（3）数字实现 

该领域包含数字工具，这些工具可以优化零件设计，提高生产效率，并允许新

的制造工作流。工具推动技术进步，这些工具助力设计人员生产出能有效利用材料

的部件、加速设计过程，并利用来自产品生命周期各个部分的机器学习和数据来优

化部件设计。结果可使得部件设计和开发速度更快，资源需求减少，并能够在制造

前发现部件的潜在问题。这些工具还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例如本地采购原材料、按

需生产产品、分布式生产和使用小批量或体量适当的设施，与集中式工厂相比，所

有这些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使资源的使用更有效，并减少容积浪费。 

（冯瑞华） 

 

 

 

 

 

 

 

 

 

 

 

研究进展 

美高校研制出高强度铝合金涂层 

铝合金在汽车制造商和航空航天领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人们对于这种

材料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美国普渡大学 Xinghang Zhang 教授领导的团队研究出了一

种高强度铝合金涂层，其强度不仅可与不锈钢相媲美，而且密度更低，具有不锈钢

在实际应用中不具备的很多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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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通过一种特殊方法，在铝中同时引入 9R 相和孪晶界，使得纳米孪晶和

复杂堆垛层错出现，成功提高了材料的强度、延展性，同时也增加了材料的热稳定

性。通常 9R 型的堆垛层错在铝中是很少见的，研究人员将纳米晶粒中的双边界和

9R 相引入到轻质铝合金中，这些铝合金在应力作用下表现出优异的塑性和强度。该

团队还通过将铁或钛原子引入到铝晶体结构中，开发出了一种超强合金涂层技术。

由此产生的“纳米双晶”铝-铁合金涂层，被证明是有史以来最强的铝合金之一。新

型铝合金涂层可用于制造耐磨和耐腐蚀的机械零部件，例如用于航空航天发动机或

特殊零部件的涂层等领域。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Advanced Materials （文章标题： High ‐ Strength 

Nanotwinned Al Alloys with 9R Phase）和 Scripta Materialia（文章标题：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behavior of nanotwinned AlTi alloys with 9R phase）。 

（冯瑞华） 

 

P3HB 生物材料新合成路线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Eugene Chen 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开发出细菌 P3HB（聚

-3-羟基丁酸酯）聚合物的一种化学合成新路线。在主要工业用途上，该化合物有望

成为石油塑料的替代品。 

P3HB 是一种生物材料，通常由细菌、藻类和其他微生物产生，并用于某些生物

医学应用。然而，微生物合成 P3HB 的生产成本高，且产量有限，限制了这种材料的

推广和应用。研究小组利用化学合成方法，以琥珀酸酯为原材料，这是美国能源部

列出的 12 种可用于取代石油衍生化合物的生物质衍生化合物中的最合适的一种。 

新化学合成路线生产的 P3HB 在性能上与细菌 P3HB 相似，但速率更快，为大宗

商品塑料应用提供更大规模、更经济的生产潜力。这条新路线得益于研究人员设计

并合成的一类强大的新型催化剂。该材料的合成朝着高性能、生物可再生、生物可

降解塑料的未来又迈进了一步。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文章标题：Chemical synthesis of 

perfectly isotactic and high melting bacterial poly(3-hydroxybutyrate) from bio-sourced 

racemic cyclic diolide）。 

（冯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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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合金理论与方法取得突破 

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 Lars-Gunnar Johansson 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对高温合金

做了系统研究，解释了高温合金保护层形成的原理及其抗腐蚀的原因，并为提高合

金性能提出了新的方法。研究人员首先对高温合金领域的两个经典问题做出了解释。

①高温合金中普遍存在的“活性元素”（通常为钇和锆）的影响；②关于水蒸汽在防

腐中的作用。研究人员还展示了这两种因素之间的联系，并演示了合金中的活性元

素是如何促进氧化铝保护层生长的。他们认为，正是由于这些活性元素的存在，才

导致了氧化铝防护层向内生长，从而促进了水蒸汽从周边环境向合金基底转移。活

性元素和水之间的相互作用，又促进了亚稳态“杂乱”纳米氧化铝层的形成。 

研究人员还提出了一种制备更耐蚀合金的方法。实验表明，活性元素颗粒存在

一个临界尺寸，当其超过这个尺寸时，活性元素颗粒会引起氧化膜保护层的开裂，

从而使合金基材更多的暴露于腐蚀环境中，导致腐蚀加剧。这也意味着通过控制合

金中活性元素颗粒的尺寸，可以获得一种更耐腐蚀的高温氧化膜保护层。 

该成果既可用于开发新的高温技术，也可用于提高现有合金的制备效率。例如，

提高喷气式飞机发动机中的涡轮叶片的可承受温度，将为航空工业节约大量的燃料。

或是能够生产出具有更优异性能的耐高温蒸汽管道，使生物质燃料发电厂大幅提升

燃料的产热效率。腐蚀是高温材料开发的主要障碍之一，该研究为人们提供了开发

耐高温腐蚀合金的新工具，为氧化物高温材料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Nature Materials（文章标题：Interplay of water and reactive 

elements in oxidation of alumina-forming alloys）。 

（冯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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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