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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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财年关注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 

7 月 31 日，就 2020 财年研发预算编制重点研发领域，美国白宫管理与预算办

公室、科技政策办公室向各联邦机构负责人发送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指出，各机

构应重点投资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quantum information science，QIS）、5G 宽

带和国家安全技术，并继续保持对太空探索、先进制造、清洁能源、医疗保健和农

业等的投资。 

其中，在“先进制造”领域，备忘录强调，下一代制造技术将确保美国本土生

产并扩大就业机会，强化国家制造业的基础。各联邦机构加大投资的优先技术领域

包括智能与数字制造以及先进工业机器人，特别是由工业物联网、机器学习和人工

智能推动的系统。此外，还包括先进材料和相关加工技术的开发（如高性能材料、

关键材料和增材制造）。备忘录指出，各机构应投资于低成本的分布式制造和连续制

造方法的研发，如投资生物制造以确保国内民众获取所需药物。为维持美国半导体

设计与制造的领先地位，包括确保获得先进的微电子技术，各机构应通力合作，并

在适当的时候与工业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新的设计工具、材料、设备、

互连解决方案，以及未来计算和存储模式所需的架构。 

此外，在其他一些相关领域，也涉及到了先进制造与新材料。如在“空间探索

及商业化”领域中，备忘录建议各机构推进先进材料、增材制造、光通信和机器学

习等在空间及地球上具有广泛应用潜力的技术研发。 

（万 勇 编译） 

 

 

 

 

 

项目资助 

美 NextFlex 推动柔性混合电子应用 

7 月 17 日，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 Manufacturing USA 旗下的柔性混合电子

研究所（NextFlex）宣布，将向 7 个项目投资 1200 万美元（其中 700 万美元来自参

与方），展示了政产研界对于实现轻型、低成本、灵活和可穿戴设备的实际应用的持

续动力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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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衔机构 研究内容 

波音 开发印刷无源元件，用于评估印刷材料的几何和化学行为，为电阻器、

电容器和电感器提供长期稳定性 

波音 开发大面积传感器网络，可监测并传达工业系统和基础设施中的温度、

应变、湿度、压力和其他参数 

Epicore Biosystems 开发薄型柔性系统，用于病人和运动员的一次性“皮肤状”健康监测 

通用电气、宾厄姆

顿大学 

开发一次性临床级生命体征监测设备，提高患者安全性并缩短住院时间 

洛克希德马丁 开发用于军事、航空电子和微波通信的附加印刷天线和微波元件数据库 

洛克希德马丁、佐

治亚理工学院 

开发用于机器人外骨骼膝关节控制的表皮传感器，用于士兵和产业工人

的实时伤害管理与康复 

MicroConnex 开发低成本柔性电路制造工艺，采用卷对卷印刷进行大批量生产 

（万 勇 编译） 

英先进动力中心启动新一轮资助 

8 月 6 日，英国先进动力中心（Advanced Propulsion Centre，APC）开放了第十

一轮项目征集。本次征集预计总投资 2000 万英镑，聚焦于零排放车辆设计、制造能

力和供应链建设。具体技术领域包括替代动力系统、电机和功率电子器件、能量储

存和能源管理、轻型车辆和动力总成结构、热动力系统等。 

项目申请者需满足以下要求：①拥有经过验证的技术理论，在项目结束时技术

上可行且可规模化生产；②展示明确的商用化途径，以及实现这一路径的合作伙伴

关系；③展示项目的经济效益，如新的就业机会、新的业务活动或产品和服务扩展

等；④证明该项目主要针对汽车行业，并且大多数技术已在代表性环境中得到验证；

⑤展示该项目将如何支持技能提升和知识共享；⑥证明该项目产生的影响超出了常

规商业影响；⑦论证如果资金不到位项目会怎么样，以及需要的资金数目细节；⑧

展示先进动力中心将如何从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中受益。 

项目申请方应具备如下条件：展示申请方高级管理层对项目和合作的承诺；确

保项目申请提交时联合申请各方已达成合作协议；加速颠覆性技术进入市场；与作

为供应链重要组成部分但通常不参与研发的组织保持联系和合作；专注于替代推进

系统，包括混合动力系统；考虑将技术从其他部门转移到汽车行业的可能性；专注

于英国汽车工业研究协会路线图中确定的技术领域；致力于电动车供应链的持续增

长等。 

（黄 健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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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十亿英镑资助创新 

8 月 10 日，英国财政大臣 Philip Hammond 宣布将向未来新技术开发追加投入

7.8 亿英镑，加上上个月的 1.8 亿英镑，总额接近 10 亿英镑，将支持英国在高技术

实验室、前沿工厂和先进培训中心等的工作。 

Hammond 透露，作为英国现代工业战略的一部分，“技术创新中心”（Catapult 

Centres）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并将扩大规模。据英国创新机构（Innovate UK）

代主任 Ian Campbell 介绍，在最初五年里，这些技术创新中心已支持了约 3000 家小

型企业开发新技术。这些中心拥有价值超过 8.5 亿英镑的世界级设施，并培训了数

百名学徒和博士生，例如高价值制造技术创新中心，仅去年就有 900 名学徒通过现

代制造业的前沿技术获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地区 资助额度/

亿英镑 

项目 

西米德兰兹

郡 

2.709 考文垂制造技术中心和华威制造集团（均为高价值制造中心的一

部分）、能源系统技术创新中心 

约克郡、亨伯

河 

1.267 先进制造研究中心、核先进制造研究中心（均为高价值制造中心

的一部分） 

东北 1.803 海上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中心、工艺创新中心 

大伦敦 0.706 细胞与基因疗法技术创新中心 

西南 0.654 国家复合材料中心（高价值制造中心的一部分） 

东南 0.683 卫星应用技术创新中心 

威尔士 0.513 化合物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 

苏格兰 0.096 先进成型研究中心（高价值制造中心的一部分） 

（万 勇 编译） 

美 PowerAmerica 向宽带隙半导体项目投入 2000 万美元 

8 月，美国制造业创新网络 Manufacturing USA 旗下的功率电子制造业创新研究

所（PowerAmerica）宣布，将为六个项目提供 2000 万美元资助，以推动美国的宽带

隙半导体技术研发及应用。本次资助包含四个研究开发项目和两个教育及劳动力开

发项目。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说明 

碳化硅和氮化镓制成

的先进宽带隙功率模

块的设计与制造 

通用电气航

空系统公司、

国家可再生

项目将设计并制造采用碳化硅和氮化镓制成的先进宽

带隙功率模块。该项目的目标是实现发动机冷却液温

度级设备，以支持下一代国防系统、商业运输、风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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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实验室 太阳能系统，同时降低整体系统成本。 

用于直流 48 伏至低

于 1 伏的非隔离式

DC/DC转换器模块的

双电感混合转换器 

科罗拉多大

学博尔德分

校 

项目将设计开发基于 GaN 的新型转换器，结构简单成

本更低，其密度是目前市场上转换器的 10 倍，功耗降

低三倍。可用于向数据中心、蜂窝基站、便携式应用和

国防系统供电。 

中压电路固态电路断

路装置 

北卡罗来纳

大学夏洛特

分校 

项目将测试中压（3.3 kv）SiC 固态断路器的功能原型。

实现微秒级快速关断能力，并且具有优异的效率。 

600V 氮化镓双向开

关 

英飞凌 充分利用 GaN 高电子移动率电晶体技术（HEMT）的

独特双向特性，开发低成本 600 V 双向开关。该项目

将验证双栅极概念和衬底电压稳定解决方案，并将使

GaN 开关较目前常用标准硅器件更具经济吸引力。 

宽带隙半导体功率器

件实验室 

北卡罗来纳

州立大学 

项目将建立一个完全专注于宽带隙功率器件设计、制

造和表征的研究生实验课程，并面向成员所推广。 

宽带隙开关和电路的

电力电子教学实验室 

北卡罗来纳

大学夏洛特

分校 

项目将开发具有即插即用功能的模块化、多功能、高

频功率教学电路板。新电路板将适用于不同的电子实

验课程，本科生将通过宽带隙功率电子器件实践经验

和实践知识的学习，培训成为宽带隙功率电子工程师。 

（黄 健 编译） 

美 PowerAmerica 启动新一轮信息征集 

8 月，美国制造业创新网络 Manufacturing USA 旗下的功率电子制造业创新研究

所（PowerAmerica）启动了新一轮信息征集，主要集中在管理与运营；代工和设备

开发；封装和功率电子组件集成、测试和可靠性分析；宽带隙半导体功率电子应用

集成；教育及劳动力开发等五大重点领域。 

重点领域 信息征集主题 

管理与运营  

代工和设备

开发 

•代工基础设施开发，利用现有的大容量 150 mm 或 200 mm 硅或 GaN 射频器件

制造技术，解决阻碍大批量生产 GaN 功率器件的知识差距。 

•代工基础设施开发，利用现有的大容量 150 毫米或 200 毫米硅器件制造，解决

阻止大量制造 SiC 功率器件的知识差距。 

•将 GaN 功率器件和工艺集成到 GaN 代工厂，在美国实现大批量生产。 

•将 SiC 功率器件和工艺集成到 SiC 代工厂，在美国实现大批量生产。 

封装和功率

电子组件集

成、测试和

可靠性分析 

•SiC 功率器件模块封装、总线或电路板以及栅极驱动研究，使工业界能够使用

SiC 器件开发和制造产品。 

•GaN 功率器件高频封装、电路板或功率集成电路以及栅极驱动研究，使工业界

能够使用 GaN 器件开发和制造产品。 

•可靠性、测试和故障分析方法，使工业可以使商业化 SiC 器件。高压 SiC 器件

可靠性和寿命均匀性研究。 

•可靠性、测试和故障分析方法，推动 GaN 器件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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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 和 GaN 晶体管的雪崩耐量和短路能力。 

宽带隙半导

体功率电子

应用集成 

•运输和能源受限的运输系统（宽带隙逆变器，适用于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轨

道交通、重型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车辆充电器、车载充电器、汽车直流-直流

转换器、电动飞机、电动船、MV 电机驱动逆变器等）。 

•可再生和清洁能源电网集成（无变压器中压中央光伏逆变器、200~500 kW/MW

逆变器或用于风能应用的逆变器模块、用于风能应用的中压直流-直流转换器、

并网能量存储、天然气热电联产等）。 

•电力输送网络和微电网，以及它们与稳定、高功率质量、故障保护、柔性不间

断的中压异步微电网功率调节系统的集成（如微电网储能逆变器、柔性副变压

器相角调节器等）。 

•用于能源勘探的中压电机驱动器、工业电机驱动器和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设

备、数据中心/电信（用于数据中心应用的 480 V 交流至 400 V 直流前端整流器、

48V 前端交流/直流等）、电源、通信能源效率、数字系统和数据中心等。 

•消费类电源（家用电器、笔记本电脑适配器、微型笔记本电脑适配器、充电器、

LED 驱动器、D 类音频放大器等）。 

•无线电源（移动充电器、电动及混动汽车充电器、医疗设备充电器等）、用于

射频通信系统的高带宽电源等。 

•高功率医疗设备。 

•工业烹饪、加热和焊接。 

•可编程 WBG 电源的开源设计。 

•中等电压交流电转换为 400 V 直流电的交流-直流整流器。 

劳动力教育  

（黄 健 编译） 

行业动态 

德勤发布 2018 中国智能制造报告 

7 月，德勤发布了《中国智造，行稳致远——2018 中国智能制造报告》。在该报

告中，德勤共调研了 153 家中国大中型企业，评估了智能制造在中国工业企业中的

部署及特点，对智能制造落地前景进行了预测，并帮助相关企业迎接关键转型挑战。

该报告的核心观点/主要成果如下： 

（1）智能制造发展进入高速成长期，主要体现在：中国工业企业数字化能力素

质提升，为未来制造系统的分析预测和自适应奠定基础；财务效益方面，智能制造

对企业的利润贡献率明显提升；典型应用方面，中国已成为工业机器人第一大消费

国，需求增长强劲。 

（2）中国企业智能制造五大部署重点：数字化工厂（63%受访企业）、设备及用

户价值深挖（62%）、工业物联网（48%）、重构商业模式（36%）、人工智能（21%）。 

（3）数字化工厂是首要任务。智能制造是以制造环节的智能化为核心，以端到

端数据流为基础，以数字作为核心驱动力，因此数字化工厂被企业列为智能制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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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的首要任务。目前企业数字化工厂部署以打通生产到执行的数据流为主要任务，

而产品数据流和供应链数据流提升空间巨大。 

（4）设备和用户价值深度挖掘。制造业面临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日益透明的

产品定价，不得不寻找新的价值来源。设备和用户价值深度挖掘是企业智能制造部

署第二重点领域。62%的受访企业正积极部署设备和用户价值深度挖掘。 

（5）中国制造企业云部署积极性不高。53%受访企业尚未部署工业云，47%的

企业正在进行工业云部署，其中部署私有云、公有云、和混合云的企业分别为 27%、

14%和 6%部署。 

（6）重构未来商业模式。智能制造不仅能够帮助制造型企业实现降本增效，也

赋予企业重新思考价值定位和重构商业模式的契机。30%的受访企业未来商业模式

以平台为核心，26%的企业走规模化定制，24%以“产品+服务”为核心向解决方案

商转型，12%以知识产权为核心。 

（7）人工智能对制造业的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在制造和管理流程中运

用人工智能提高质量和效率；二是对现有产品与服务的彻底颠覆。 

（8）三大任务，跨越能力鸿沟。重构商业模式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要达成

这项任务，企业需先加强商业模式优化、创新管理以及云部署三大关键能力。 

（姜 山 摘编） 

 

 

研究进展 

铜酸盐超导材料新电流传输方式 

铜酸盐是高温超导体，可以在比传统低温超导体更高的温度下传输电流而不会

损失任何能量。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国家高磁场实验室 Arkady Shekhter 领导的研究团

队对一种特殊的铜酸镧锶氧化铜（LSCO）进行研究时发现，与铜或涂层硅不同，电

流实际上不能经由传统的准粒子传播。研究团队发现，在正常的导电状态下，LSCO

的电阻率随温度呈线性变化，也即就是说随着温度的升高，LSCO 对电流的电阻按

比例增大，这在传统金属中是不存在的。研究团队又利用磁场而非温度作为参数测

试 LSCO 的电阻率。在高达 80 T 的磁场中测量其电阻率，发现随着磁场强度的增加

LSCO 的电阻率成比例增加。这一发现表明，电子在穿过材料时似乎是协同作用的，

LSCO 在其正常导电状态下也可能以其他方式携带电流。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Science（文章标题：Scale-invariant magnetoresistance in a 

cuprate superconductor）。 

（冯瑞华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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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钛矿型 TiO2有望成为光学读出材料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 Majed Chergui 团队与 Max-Planck 实验室 Angel Rubio 团

队和 Le Mans 大学 Pascal Ruello 团队合作，发现了一种廉价而丰富的锐钛矿型 TiO2

具有新的特性，这一特性使TiO2有望成为室温纳米传感器机械应力的光学读出材料，

是开发纳米级室温应变传感器最有前景的候选材料。 

研究人员在室温条件下向 TiO2 纳米粒子中发射了机械应力波，并在材料主吸收

带附近监测了它们的光学响应。研究发现，在施加机械应力下，纳米 TiO2 的光响应

强度发生了变化。这种简单的响应与所有目前已知材料的行为不一致，后者对机械

应力的光响应是复杂且不可预测的。这些新发现为基于单个激光频率调谐激子共振

的光学读出传感器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有望在纳米尺度上产生新一代的机械应力光

学传感器。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Nano Letters（文章表题：Phonon-Driven Selective 

Modulation of Exciton Oscillator Strengths in Anatase TiO2 Nanoparticles）。 

（冯瑞华 编译） 

比高强度钢耐用 100 倍的耐磨合金 

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 Nicolas Argibay 领导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由 90%铂金

和 10%黄金组成的耐磨新材料，堪称目前最耐磨的金属合金，比高强度钢耐用 100

倍，与自然界中的钻石以及蓝宝石等材料的耐磨度处于同一级别。如果一辆汽车的

轮胎涂层由这种材料制成，那么在磨损到胎面之前，其可以绕地球 500 圈。 

传统合金往往是通过减小颗粒尺寸来增加材料的强度，但在极端压力和高温条

件下，许多合金会变粗或变软，特别在金属疲劳状态下尤为如此。新开发的铂金合

金的机械应力和热稳定性都非常好，在摩擦期间，合金的微观结构在长时间的周期

应力下没有很大的变化。 

为了证实新合金的耐热性和耐摩性，研究团队进行了严格的循环退火测试。在

超高真空中，合金在 500℃的高温下暴露一整天，然后再应用于各种摩擦和磨损实

验。测试证明合金微小的单个颗粒并没有发生变形。研究团队还提出了一种新理论，

认为磨损不但与金属的硬度相关，而且与金属的热反应关系更大。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Advanced Materials（文章标题：Achieving Ultralow Wear 

with Stable Nanocrystalline Metals）。 

（冯瑞华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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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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