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态监测快报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先进制造与新材料情报网 

 

2018 年 8 月 1 日 

第 15 期（总第 301 期） 

重 点 推 荐 

布鲁金斯学会发布全球制造业记分卡报告 

美 SemiSynBio 向未来生物基信息存储系统投资 

1200 万美元 

美 DOE 资助超快科学研究发展 

存储密度最高的固态存储器问世 

半导体晶体中发现新的准粒子 



 

 

 

 

 

 

 

 

 

 

 

 

 

 

 

《先进制造与新材料

动态监测快报》 

 

主办：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 

情报中心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小洪山西 25 号 

邮编：430071 

联系人：黄 健  李印结 

E-mail：jiance@whlib.ac.cn 

电话：027-8719 9180 

027-8719 7630 

传真：027-8719 9202 

 

 

 

领域知识资源中心与情报网 

网址：http://advmm.whlib.ac.cn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先进制造与新材料情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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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金斯学会发布全球制造业记分卡报告 

7 月 10 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题为《全球制造业记分卡：美国与其他十八

国比较》（Global manufacturing scorecard: How the US compares to 18 other nations）

的研究报告。报告设计开发了一个制造业记分卡，从以下五个层面考量全球制造业

环境：①总体政策与法规；②税收政策；③能源、运输与健康成本；④劳动力素质；

⑤基础设施与创新。报告编制了 20 个指标的数据，并以百分制的形式对包括中国、

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在内的 19 个主要国家进行了评分。 

一、综合得分情况 

研究显示，整体制造环境中排名最高的国家是英国和瑞士（均为 78 分），接下

来依次为美国（77 分）、日本（74 分）和加拿大（74 分）等。这些国家在政策、成

本、劳动力投资和基础设施等方面表现良好。排名靠后的国家是巴西（51 分）、印度

尼西亚（53 分）、墨西哥（56 分）、俄罗斯（56 分）和印度（57 分）。一般来说，这

些国家没有有利的税收政策，也没有对教育或基础设施进行充分的投资。中国得分

为 61 分，排在第 13 位。 

报告指出，中国是制造业产出最大的国家，产出超过 2.01 万亿美元，其次为美

国（1.867 万亿美元）、日本（1.063 万亿美元）、德国（0.700 万亿美元）和韩国（0.372

万亿美元）等。在过去几十年中，基于制造业产出的国家排名发生了重大变化。大

多数国家在过去 40 年中表现出相当稳定的模式，但少数国家的表现有所提高。例如

印度排名从 1990 年的第 14 位提高到 2015 年的第 6 位。相比之下，西班牙则从 2005

年的第 9 位下降到 2015 年的第 14 位。俄罗斯也是如此，排名从 1980 年的第二下滑

到现在的第 15 位。 

中国制造业在国内产出中的占比也较高，达 27%，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 20%。

这两个百分比，美国依次为 12%和 18%；日本依次为 19%和 10%。总体而言，中国、

美国和日本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 48%。 

此外，波兰是制造业就业比例最高的国家，达到了 20.2%。其次依次为：德国

（19%）、意大利（18.5%）、土耳其（18.1%）、韩国（16.9%）、中国（16.9%）和日

本（16.9%）等。 

二、部分国家推动制造业发展的举措 

报告还简要分析了排名前三的国家（英国、瑞士和美国）在推动制造业发展方

面的一些举措。 

（1）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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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制造业尽管占本国 GDP 的比重仅为 10%，然而在出口方面的比重却高达

44%。从中长期看，英国制造业将占据更大比例的海外市场。英国提供税收优惠政

策，在税收政策的各个类别中得分很高，从而促进优秀制造业的研发。处于世界一

流水平的英国汽车工业实现创纪录的增长，这与整个欧洲总体趋势出现下滑形成鲜

明对比。英国制造的航空航天产品中，90%用于出口，预计未来几年该行业发展增速

为 6.8%。报告同时指出，上述这些成就取决于开放的贸易政策，如果脱欧谈判以规

则或关税等阻碍自由贸易，行业发展则可能会经历较大波动。 

（2）瑞士 

瑞士强大的制造业得益于有效的治理政策。由于长期的国际中立，瑞士具有透

明和公平的程序，强大的司法效力以及相当大的经济和政治稳定性。瑞士进出口总

额相当于 GDP 的 114%，其适用关税税率平均为 0%。尽管生产成本和坚挺的法郎确

实带来了一些风险，但是瑞士利用劳动力优势和稳定的政治环境建立起世界上最强

大的制造业之一，是全球制药业与计算机产品巨头的所在地。 

（3）美国 

美国制造业得益于优秀的劳动力、先进技术和亲商政策。尽管美国劳动力成本

显著高于其他国家，但生产力水平弥补了这一差异，并使其成为制造业投资的洼地。

而且，生产力成本的差距正在缩小，并随着工业机器人成本的降低，这一差距还会

继续减小。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NMI，现名为 Manufacturing USA）是先进技术

开发的最大驱动因素之一。报告指出，一直以来，美国受益于开放的贸易政策。为

了继续保持制造业增长，美国应避免关税战争或过度限制贸易政策。 

三、发展建议 

报告提出了以下六点改善制造业环境的建议： 

（1）追求强调政治、经济可预测性及开放贸易政策的治理战略。制定提供进入

全球市场和促进技术传播的政策将有助于制造业。 

（2）提供适当的财政激励措施，促进创新、教育和劳动力开发。包括研发税收

抵免和设备消费税收抵免，帮助企业克服生产和分销的固定成本。此外，向国内制

造商提供补助和贷款，助力其发展和技术创新。 

（3）挖掘大数据、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工具的潜能。这些技术形式能够从最初

的商品设计到成功交付产品，对制造业进行变革。 

（4）通过技术研究和劳动力培训助力小企业发展。技术开发及其向制造业扩散，

可创造高薪工作，并培养技能更高的工人。 

（5）提倡商业实践透明度的规则有助于减少腐败及其破坏性的连锁反应。保护

举报人、加大监测能力建设投入等有利于削弱腐败根源。 

（6）资助必要的物理和数字基础设施，支持业务发展。道路、桥梁、大坝和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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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等物理基础设施是供应链连接所必需的，就像高速宽带和移动技术等数字基础设

施的部署一样。创建充足的基础设施有助于企业的高效运营和加速成长。 

（万 勇） 

 

 

项目资助 

美 SemiSynBio 向未来生物基信息存储系统投资 1200 万美元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半导体研究联盟（SRC）共同设立的半导体合成

生物学计划（Semiconductor Synthetic Biology fo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Storage 

Technologies，SemiSynBio）预计投资 1200 万美元，用于开发结合了合成生物学与

半导体技术的信息存储系统。SemiSynBio 本身旨在利用生物学、物理学、化学、计

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和工程学的跨学科知识，为未来信息存储系统奠定基础。研究

人员估计，与半导体技术相结合的生物结构可以存储的数据比现有技术高出 1000 倍，

并且可以保留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同时消耗更少的能量。例如，人类自身的 DNA 由

四个保存遗传信息的核碱基组成，DNA 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解，而且非常紧凑，

因此，它可以用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很小的空间中存储大量数据。 

这 1200 万美元将投资 8 个项目，包括利用 DNA 存储数据、遗传电路设计自动

化、生物电子学方法研究以及分子通信方法等。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基于 DNA 的电可读取内存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华盛顿大学、埃默里大学 

使用嵌合 DNA 的片上纳米级存储系统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基于纳米孔读数的高度可扩展的随机访

问 DNA 数据存储 

斯坦福大学 

核酸存储器 博伊西州立大学 

超大规模遗传电路设计自动化 麻省理工学院、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东北大学 

用于分子通信和内存的氧化还原生物电

子学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 

利用酵母细胞构建神经网络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大学、得州大学奥斯

汀分校 

用于集体计算的基于心肌细胞的耦合振

荡器网络 

圣母大学 

（姜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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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DOE 资助超快科学研究发展 

7 月 25 日，美国能源部（DOE）宣布向“超快”科学领域三年投入 3000 万美

元，用于资助 10 个研究项目。范围涵盖材料科学和化学，并将利用新的技术能力，

在数十亿分之一秒甚至更短时间内探测材料和化学过程。目标是在原子和分子尺度

上，通过更好的逐步观察和控制物质行为，加速新材料和化学过程的发现。 

虽然该研究涵盖了一系列主题，但主要关注点是为美国首屈一指的超快科学装

置【位于 SLAC 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直线加速器相干光源（Linac Coherent Light 

Source，LCLS）1】升级做准备。新项目的实施旨在了解如何构建和塑造实验过程，

以利用超快科学装置的革命性新功能。在此过程中，研究工作有望提供关于催化剂

行为、化学反应中电子的运动与交换，甚至奇异量子效应（可能最终用于量子计算、

量子信息处理和先进传感器）的详细的新见解。 

表  获资助的项目承担机构及研究主题 

领衔机构 研究主题 

阿贡国家实验室 利用超快速 XFEL 科学解释定向激发态电荷转移机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阐明多尺度驱动系统的出现 

SLAC 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多相催化中的超快反应动力学研究，以及稀有中间体的获取 

华盛顿大学 溶剂化混合价配合物超快分子内电子转移过程中，电子关联及

振动耦合的探测与控制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分子超快多维非线性 X-射线光谱分析理论与仿真 

麻省理工学院 利用超快相干 X-射线探测的新型太赫兹诱导量子态 

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 复合氧化物中磁有序和电荷有序的动力学与控制 

堪萨斯州立大学 研究几飞秒至亚飞秒时间尺度上的电荷转移和电荷迁移 

SLAC 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利用 LCLS-II 超快模态控制和理解新的物态 

康奈尔大学 用于控制量子材料中非热相性质的异质结构的工程界面与缺陷 

（万 勇） 

 

 

 

                                                 
1 作为世界上第一台硬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器（XFEL），LCLS 于 2009 年部署，目前正在升级，每秒将产生高

达 100 万个激光脉冲，从而提供更精细的时间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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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制造研究所推出增材制造定向研究项目 

7 月 18 日，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 Manufacturing USA 旗下的美国制造研究

所（America Makes）宣布将向其成员征集两个定向项目。第一个定向项目侧重于加

速大规模增材制造（acceleration of large scale additive manufacturing，ALSAM）研究，

其目的是克服选择性激光熔化增材制造的已知和明显缺点，这些缺点限制了该技术

的广泛应用。第二个定向项目侧重于推进增材制造后处理技术（advancing AM post-

processing techniques，AAPT）开发，其目的是更好地了解可用技术，以获得合格的

零件和认证过程，并降低成本。 

ALSAM 项目方面，America Makes 和空军研究实验室将为该项目的单一子项目

提供约 210 万美元资金支持，获资助团队需提供 52.5 万美元配套资金。ALSAM 项

目的技术要求须与美国制造技术路线图（America Makes Technology Roadmap）一致，

尤其是与工艺部分的温度梯度控制工艺相关，路线图中的这一领域专注于开发能够

实现多功率、多激光、多通道构建路径系统，这种系统将改进熔体/烧结和凝固过程

的时变控制。此外，ALSAM 项目也支持国防部集成增材制造路线图（Integrated 

Department of Defense AM Roadmap）的工作。ALSAM 项目将专注于寻求搭建一个

开源的多激光制造研究平台，以确定最佳实践，并量化多激光选择性激光熔化机器

生产零部件效率。此外，空军研究实验室还将搭建一个灵活的平台，用于针对多激

光方法开展可控实验，从而通过定制化的热管理方法来提高新型合金的质量。 

AAPT 项目方面，America Makes 和空军研究实验室将为该项目的两个子项目提

供约 160 万美元资助，获资助团队至少需提供 80 万美元配套资金。AAPT 项目同样

须与美国制造技术路线图一致，特别是与材料部分的增材制造技术数据包相关，路

线图中的这一领域侧重于开发在既定材料/工艺加工与后处理过程中的关键增材制

造参数，以在独立于机器、供应商和/或材料源的情况下保持增材制造产品稳定的机

械性能。通过 AAPT 项目，空军研究实验室寻求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使用选择

性激光熔化表面来构筑高温镍超合金规范结构（如薄壁、窄流道）时，对结构的机

械性能进行量化；二是量化热等静压（Hot Isostatic Pressing，HIP）在制造高温镍超

合金规范结构时的有效性。 

（姜 山） 

 

 

 

 



 

 6 

美麻省新建纺织品研究中心 

7 月 12 日，美国麻省大学洛威尔分校举行“织物发现中心”（Fabric Discovery 

Center）落成开业仪式，该中心将推动纺织品研究创新，搭建起高校与企业之间合作

研究的桥梁。麻省还将通过“麻省制造业创新计划”（Massachusetts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Initiative，M2I2）向该中心资助 100 万美元，开发可用于机器人的织物产

品。该中心的成立还标志着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 Manufacturing USA 位于麻省的三

家研究所（变革性纤维与织物制造业创新研究所 AFFOA、柔性混合电子制造业创新

研究所 NextFlex、先进机器人制造业创新研究所 ARM）的首次合作。 

另据成员所之一的 NextFlex 报道，新中心将致力于推动先进的原型设计与测试、

试制、人机交互以及教育和劳动力发展，以满足马萨诸塞州乃至全美制造商的需求。

该中心将利用麻省大学洛威尔分校的技术专长及其创新中心创业生态系统，开发新

的医用纺织品、可穿戴电子产品、光伏织物、高性能服装，以及具有各种性能（如

阻燃、湿度控制、热调节和嵌入式传感）的织物。 

（万 勇） 

韩拟投资 13.4 亿美元开发下一代半导体技术 

7 月 30 日，韩国工业部长白云揆（PaikUn-gyu）参访了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主

要半导体生产线，并宣布将在未来 10 年内投资 1.5 兆韩元（13.4 亿美元，约合 91 亿

元人民币）来强化韩国半导体的竞争力。这些投资将用于开发新的半导体材料和器

件，全力促使该国成为全球半导体枢纽。 

白云揆在视察期间表示：“为了维持韩国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经济体地位，我们将

重点实施三种战略，来支持芯片产业的发展。”这三项战略分别是开发存储器芯片、

协调 IC 设计厂与晶圆厂的互利共生，并吸引全球半导体材料和设备制造商在韩国建

立生产中心。白云揆表示，韩国的制造商在 DRAM 和 NAND 行业拥有超强的竞争

力，但已达到极限，需要开发新的材料和设备。 

韩国工业部表示，将与科学和信息通信技术部门合作，对韩国半导体产业进行

必要的投资。另外，韩国也注意到了中国方面对半导体的重视程度增加。以集成电

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已成为中国制造 2025 规划内容重点领域之一。此举引发了

韩国的担忧。此外，中国企业也积极在韩国寻找人才以获取技术知识。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希望政府提供帮助，以解决它们面临的难题，包括关键技

术保护。SK 海力士日前表示，预计到 2020 年将投资 3.5 兆韩元设厂。另外，三星

电子希望政府能在 2023 年之前在平泽附近铺设输电线路，为其在该市扩大生产线提

供必要的电力。 

（姜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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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2022 年全球微型 LED 市场将达 107 亿美元 

7 月 10 日，美国市场研究公司 n-tech 发布了一份题为《微型 LED 市场机遇：

2018-2027》（MICROLED MARKET OPPORTUNITIES: 2018-2027）的报告，报告预测

全球微型 LED 市场将从 2019 年的 27 亿美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107 亿美元，微型

LED 技术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未来几年还将会有大量的机会。 

该报告分析和预测了微型 LED 在关键应用领域的商业潜力，包括 AR/VR、提

醒显示、智能手表、手机和平板电脑、计算、大面积显示、视频墙，以及照明、光

刻、LiFi、医疗等非显示应用。报告详细预测了未来十年的微型 LED 市场，并比较

了微型 LED、LCD 和 OLED 技术的性能。报告评论了数十家公司开发和制造微型

LED 的重要技术方法，还对主要衬底材料生产商、MOCVD 表层沉积设备企业、微

型 LED 芯片制造商、传质设备开发商、量子点企业、面板制造商和原始设备制造商

等进行了介绍。 

 

图  2019 年微型 LED 市场份额 

（1）与其他先进的显示技术相比，微型 LED 具有优越的性能 

通过大量的工作原型评估证明微型 LED技术优于 LCD和 OLED。因为微型 LED

应用具有外形小、低重量、超高分辨率和超高亮度等优势，将是近眼 AR/VR 投影仪、

汽车提醒显示等应用的直接有利因素。 

（2）智能手表市场是微型 LED 另一个发展机会 

极低功耗和超强亮度的结合使微型 LED 成为可穿戴显示器的明智选择。预计这

部分份额在 2022 年将达到 16 亿美元。 

（3）超大型显示器有望实现增长 

超大型显示器主要应用于视频墙、数字影院、数字标牌和家庭影院等，它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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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 LED 技术扩展到更大的领域中获益。微型 LED 还为“巨大屏幕”提供复杂的

功能，以及与柔性透明显示设计的兼容性。 

（4）微型 LED 并非适合每个领域 

微型 LED 仍有一些应用很难渗透，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常规电视市场，

在这些市场领域 LCD 和 OLED 技术将继续表现出色。尽管低能耗可能是平板电脑

和智能手机的卖点之一，但在这些市场微型 LED 的好处并不明显。 

（冯瑞华） 

 

 

 

研究进展 

存储密度最高的固态存储器问世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Robert Wolkow 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研制出迄今为止储存

密度最高的固态存储器，与目前计算机存储设备相比，其存储能力提高了 1000 倍，

可在 25 美分硬币大小的表面存储 4500 万首歌曲。 

研究人员利用自行研发的原子级电路制造技术，快速去除或替换单个氢原子，

使得存储器可被重写，这意味着可以为计算机带来更高效的固态硬盘类型。为演示

新存储器，研究人员以 138 太字节/平方英寸的密度将整个字母表编码，大约等同于

把 35 万个字母写到一粒米上。据介绍，先前的原子级计算存储设备只能在极低温条

件下保持稳定，而新存储器在室温下也能工作。这项技术最直接的应用领域可能是

数据存档。接下来，他们将进一步提高读写速度，以实现更灵活的应用。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文章标题：Lithography for Robust 

and Editable Atomic-Scale Silicon Devices and Memories）。 

（王 轩） 

由蟹壳和树木纤维制成的柔性塑料包装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J. Carson Meredith 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发明了一种从蟹壳

和树木纤维中提炼出来的新包装材料，形成一种类似塑料包装膜的柔性薄膜，这种

材料有可能取代用来保持食物新鲜的柔性塑料包装。 

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方法，将纤维素和甲壳素纳米纤维悬浮在水中，然后以交

替的方式喷在表面，从而形成一种薄膜，充分干燥后，材料就变得柔性、强壮、透

明和可降解。研究团队多年来一直研究纤维素纳米晶，并探索改进用于轻量化复合

材料和食品包装的方法。由于甲壳素纳米纤维是带正电荷的，而纤维素纳米晶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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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电的，因为它们之间会形成良好的界面，所以它们在涂层中可以作为交替层工作。 

用来保存食物的包装需要防止氧气通过。新包装材料与传统塑料瓶透明包装用

的石油基材料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相比，透氧率降低了 67%，意味着理论上

可以使食品保持更长时间的新鲜。新材料改进传统塑料包装作为气体屏障的部分原

因是由于薄膜的结晶结构。气体分子很难穿透固体晶体，因为它必须破坏晶体结构。

另一方面，PET 含有大量的非晶态或非晶态的成分，因此有更多的途径使小气体分

子更容易通过。 

为了使新材料最终与软包装膜在成本上具有竞争力，需要开发一种最大限度地

实现规模经济的制造工艺。虽然大规模生产纤维素的工业工艺已经成熟，但生产甲

壳素的方法仍处于初级阶段。此外，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以提高材料的阻挡水

蒸气的能力。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文章标题：

Spray-Coated Multilayer Cellulose Nanocrystal – Chitin Nanofiber Films for Barrier 

Applications）。 

（冯瑞华） 

半导体晶体中发现新的准粒子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 Christian Nenstiel 率领的研究团队在高品质的半导体晶体中

发现了一种被称为 collexon 的新型准粒子，具有独特的光学特征和不寻常的物理特

性，这对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都很重要。 

在诸如固体材料等由许多不同粒子组成的微观复杂系统中，每个粒子展现出复

杂的运动，其与周围粒子各种强烈相互作用形成这些系统产物。为了更好地了解这

些系统的行为与特性，研究人员对固体材料进行了重新构想。他们将氮化镓半导体

晶体中的原子替换为元素锗原子，并在保持晶体原始结构的同时实现高浓度的原子

取代。然而，该取代改变了晶体的物理性质——提高了固体中自由电子的浓度。通

过分析对光的吸收和发射，发现在这些经过特殊处理的晶体中，随着电子气体密度

增大，collexon 的稳定性会随之提高。研究人员认为，在实现同水平的原子替代的前

提下，这或许是所有半导体的标准特性。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Communications Physics（文章标题：Electronic excitations 

stabilized by a degenerate electron gas in semiconductors）。 

（万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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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诱导的超塑性卷对卷印刷金属电子元件 

美国普渡大学 Ramses V. Martinez 研究团

队开发出一项新型制造技术，采用一种与报纸

印刷类似的工艺，塑造出更平滑更具柔性的金

属，来制造超高速电子设备。 

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许多其他

电子设备，都依赖其内部的金属回路来高速处

理信息。目前的金属制造技术倾向于通过使薄

薄的金属液滴通过电路形状的掩模（有点像墙

上的涂鸦）来制造电路。但未来的超快设备需要更小的金属部件，这些元件需要以

更高的分辨率在纳米尺寸上进行制造。 

研究团队采用传统的二氧化碳激光器，制造出平整的纳米尺寸的金属回路，从

而解决了粗糙度和低分辨率两个方面的问题。这种制造方法称为卷对卷激光诱导的

超塑性（roll-to-roll laser-induced superplasticity），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引发不同种金

属的“超塑性”行为。这种低成本的工艺，采用了大规模金属制造行业已采用的工

具，并取得了卷对卷报纸印刷的速度和精准度，扫清了更快速制造电子产品的部分

障碍。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Nano Letters（文章标题：Roll-to-Roll Nanoforming of Metals 

Using Laser-Induced Superplasticity）。 

（冯瑞华） 

2D 二硫化钒具有磁特性 

丹麦奥胡斯大学 Charlotte Sanders 博士团队成功

实现了 2D 二硫化钒的首次实验制备和结构研究。 

二硫化钒是过渡金属二硫化物中的一种，从这种

硫化物的层状晶体结构中可分离出一个原子厚度的

晶体片。单原子层晶体的电子特性在许多重要方面与

层状块状晶体的电子特性有所不同。为了制备单层二

硫化钒，研究人员在室温下将钒蒸发到干净的金表面上；然后在含硫分子存在的情

况下加热样品，从而生产二硫化钒。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2D Materials（文章标题：Epitaxial growth of single-

orientation high-quality MoS2 monolayers）。 

（冯瑞华） 

 

 
2D 二硫化钒 

 
滚动激光诱导超塑性是一种新制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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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