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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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制造业前瞻联盟发布高熵合金制造分析报告 

编者按：9 月，美国“制造业前瞻联盟”（MForesight）与密歇根大学联合发布了

《高熵合金制造：通向工业竞争力之路》（Manufacturing High Entropy Alloys: Pathway 

to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报告。这是继 4 月“超材料制造”主题1之后，该联盟

发布的第二份“通向工业竞争力之路”系列报告。此次报告探讨了美国在高熵合金

（HEA）领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提出了实现高熵合金预期前景的可行性发展建

议，希望增强美国在高熵合金制造领域的竞争优势，确保技术领先。本期专题编译

了该报告的主要内容。 

 

高熵合金是由多种比例大致相等的金属形成的合金，具有许多卓越性能，如抗

断裂能力、抗拉强度、抗腐蚀及抗氧化特性等，为定制满足不同应用需求的材料提

供了变革机会，将“应用已有材料”范式转移到“按需设计材料”。高熵合金将凭

借卓越的材料性能，使其高性能制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高熵合金还可为制

造商提供新的选择，以生产稀有的、危险的、昂贵的、或受国际限制或具有利益冲

突影响的材料的替代品。高熵合金在多个不同领域都具有潜在优势，不仅可加速经

济增长及提升美国国内竞争优势，而且还将有助于应对紧迫的社会挑战。高熵合金

主要应用领域包括固态冷却、液化天然气处理、抗降解核材料、耐腐蚀热交换器、

高温能源效率的提升、高性能航空航天材料、超硬弹道、坚固耐腐蚀的医疗设备和

磁共振成像技术等。 

 

图  高熵钢铁与传统钢铁相比具有更强的极限抗拉强度和断裂总伸长率 

                                                 
1 详见 2018 年第 9 期《先进制造与新材料动态监测快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97%E6%8B%89%E5%BC%BA%E5%BA%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5%90%E8%9A%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7%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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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高熵合金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八个挑战 

制造商和高熵合金专家认为美国在高熵合金制造流程、测试、数据以及必要的

知识、工具和资源获取方面遇到了一些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 8 个方面： 

（1）工艺限制：从温度到杂质再到氧化，高熵合金需要面临独特的制造工艺挑

战，而传统工艺如铸造、热机械加工、连接和增材制造还没有克服这些挑战。 

（2）合金识别：为了快速经济地制造出满足需求的合金，研究人员需要用于合

金识别、建模和设计的相关工具。但是目前的工具缺乏准确性、速度和可靠性。 

（3）杂质：目前的制造方法不能生产具有所需纯度的高熵合金。 

（4）原料和原材料：元素、纳米颗粒和母合金的质量不高，或者对于研发人员

和制造商来说开发和量产高熵合金的制造成本太高。 

（5）高通量实验表征：合金的实验表征从发现到开发再到放大是至关重要的。

现有的实验设备要么不足，要么难以让研究人员对高熵合金进行表征。 

（6）建模和仿真数据：从理解微观结构到优化制造过程，数据对于建模和模拟

高熵合金是必不可少的。但目前数据尚未集中，数据之间不一致且不能随时可用。 

（7）中级规模示范：虽然高熵合金制造界在生产小型合金样品方面取得了进展，

但是制造工艺规模化所需的设备却非常缺乏。 

（8）与行业保持一致：高熵合金制造业界之间缺乏合作，使得高熵合金制造研

究与行业需求很难保持一致。资源、工具和数据不能在整个业界中实现很好地共享

和使用。 

二、提出的四项可行性建议及相关注意事项 

为确保美国高熵合金领域的科学发现带来新的经济机会和技术优势，需要进行

战略投资和协调。本报告为提高美国制造业在高熵合金中的竞争力提出了 4 条可行

的建议。 

（1）通过投资推动高熵合金制造关键技术的转化研究。主要包括合金识别、熔

化、铸造、热机械加工与连接、基于粉末线材和涂料的制造、建模等。这需要一项

多机构联邦研究计划，以集中精力推进最有前途的新兴制造技术，并解决商业化生

产和使用之间的障碍。 

①合金识别：需要更好的工具来探索高熵合金的广泛设计空间，以识别具有所

需特性的可制造合金。具体的研究主题包括：以多种复杂性和准确性链接多保真模

型和实验相关的工具。最优方案是计算密集型模型与快速、低成本的实验相结合，

以适度的时间和成本费用提供适度的准确性和确定性，这就需要研究多保真层之间

的连接优化方案同时对数据进行集成；简化工具以期发现性能优异的合金，连接和

集成原有孤立的建模工具和数据集。在考虑了制造因素的同时实现无缝、快速、有

效的基于标准的成分和微观结构空间探索；研制用于识别可制造的耐火合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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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合金独特的性能要求和制造需求。 

②熔化：高熵合金的复杂化学成分对熔化提出了独特的挑战。具体的研究主题

包括：扩展现有熔体工艺的能力，包括熔点高于 1500℃的合金技术，间质合金及具

有复杂成分的化学品的处理技术，以及可以提高电磁搅拌均匀性的相关技术；新颖

的电磁和定向能量感应，以确保熔融合金具有均匀的化学成分及对不需要的相态进

行控制；标准化、更清洁的母合金，可简化熔化过程并减少杂质；分析工具可将熔

体加工参数与杂质积累和夹杂物的形成相关联。 

③铸造：将熔融合金铸造成最终形状或铸锭，以便后续加工。具体研究主题：

应扩展热顶铸造方法，以解决高熵合金铸造的独特凝固途径和动力学；应该进行流

变铸造，在铸造中使用半固态合金，以实现铸造高熵合金的低孔隙率，低收缩率和

良好的机械性能；在大温度范围内需要高精度冷却速率控制方法，以在高熵合金铸

造和热处理过程中严格控制凝固路径，以减少孔隙率、偏析等铸造挑战。 

④热机械加工与连接：合金通常通过热处理和机械加工进行精炼，以获得所需

的合金性能。 

存在的不足：尚未全面理解杂质对高熵合金形变的影响；尚未充分研究焊接性

和整体性，使其无法为连接技术提供信息；缺乏焊接和连接高熵合金的工艺模型；

缺乏高熵合金的热机械加工策略。 

具体的研究主题：高温热轧技术和模具材料，包括允许加工高温高熵合金的润

滑剂；可增加高熵合金均匀性的热轧方法；用于高熵合金的可快速启动和停止“小

型轧机”，可快速测试小批量生产的产品质量；理解从热机械和连接过程中微观结构

的变化，包括焊接，轧制和成形对其产生的影响，以克服传统加工和连接方法的局

限性。 

⑤基于粉末、线材和涂料的制造：除了解决熔铸工艺中的挑战外，还要集中精

力研究以下主题：粉末和线材生产工艺的进一步优化，包括新型非雾化粉末制造途

径、表面钝化方法和雾化工艺，这些工艺在与高熵合金相关的粉末生产方面表现优

异。当前对耐火材料和活性颗粒的相关研究比较缺乏，但该项研究却至关重要；粉

末和涂层质量的模型化，包括制造工艺和合金性能之间关系的模拟。研究还应确定

适用于增材制造工艺的合金组合；新颖的添加工艺，包括对传统粉末添加工艺的修

改，以及高熵合金的热、冷喷涂、等离子涂层和机械合金化工艺的优化；能有效控

制沉积速率和混合剂量的多种元素溅射喷涂技术。 

⑥建模：高熵合金的复杂性需要改进现有模型并制定基准模型。具体的研究主

题为：与高熵合金相关的制造工艺模型，包括高温下合金的粘度、扩散性、焊接和

钎焊对微观结构、能量使用、成本和比例定律的影响。可靠的工艺配方，标准的制

造实践和高度的可行性可促进模型向产品过渡；关键高熵合金特性和工艺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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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相体和整体微观结构的稳定性、高温热力学、凝固路径、氧化物形成和 Hall-Petch

强化。应考虑其他结构和制造工艺，扩展现有模型；与制造、微观结构和性能相关

的模型，包括动力学和微观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所得微观结构如何改变延展性、

断裂、韧性和蠕变等机械性能。缺陷和微观结构演变（例如晶格和相稳定性）之间

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机械性能的影响也需要模型。从制造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还需要模型来评估不同的原料杂质水平对合金性能和成本的影响程度；开发和扩展

新颖的建模方法，包括改进 PHAse Diagrams 计算方法和工具在高熵合金中的应用，

提高准确性，评估不确定性和数据库响应能力。其他重要的新兴建模方法包括密度

泛函理论、特殊准随机结构方法、原子势方法、空位扩散率、从头算分子动力学、

混合蒙特卡罗/分子动力学和相干电位近似。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提供了另一条新兴

路径，它具有建模高熵合金行为和与各种建模方法集成的巨大潜力；基准模型用于

验证其他模型的准确性和范围。 

（2）建立国家测试中心，开发新型高通量测试方法，并进行合金发现和表征的

高通量测试。重要的进展将包括自动化的大规模并行机械、环境和功能测试，如纳

米压痕、自动化 X 射线表征和并行剪切冲压。该中心将与管理机构合作，制定标准

和基准，并通过国家测试合作实验室，建立和协调材料测试能力。 

从最初的合金发现到模型开发，再到制造过程的改进和验证，再到零件认证，

实验测试渗透到高熵合金制造过程的所有部分。高熵合金拓宽了材料科学的范畴，

同时也拓宽了当前可用的机械和功能测试的局限性。高熵合金独特的成分复杂性使

得难以使用诸如层析成像和 X 射线衍射这样的传统工具来评估和表征。目前还没有

用于高通量机械测试的实用的、省时且低成本的方法。 

实现机械和功能测试还存在一些挑战： 

①样品制造：高熵合金研究和制造的利益相关者一直在寻求可以消除样品测试

不确定性的合适的测试方法； 

②尺寸规模：实验方法不能提供高通量实验所需的小尺寸测量，特别是拉伸强

度和延展性等关键性能领域的测量。机械性能对长度尺度敏感，克服此挑战可以增

进对材料性能的全面理解； 

③复杂性测试：很难测试高温环境中合金的复杂载荷，与环境相互作用等性能； 

④高通量测试方法：预测相平衡阶段和相图的高通量计算能力正在迅速发展并

且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一些严重的材料缺陷仍然需要高通量实验来评估。由此

关键数据的缺失将继续阻碍建模、模拟及合金识别的相关进展。 

高通量测试领域发展存在的不足之处为：缺乏可同时测量合金强度和延展性、

蠕变、疲劳、断裂韧性、弹性模量和平行韧性转变温度（DBTT）的测量方法；还需

进一步研究径向分布函数（RDF）的有序性和合金结构，以及中等规模合金的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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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测试，优化材料的化学和微观结构；了解合金对高温、快速氧化测试及对辐射的

响应能力；改进对合金的热，电，磁和磁热等性能的测量方法。 

⑤标准化：测试和结果数据不一致，缺乏共同的分类法和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

通用的语言。此外，缺乏关于这些复杂合金的化学验证的可靠标准。 

需要注意 9 个领域的发展：薄膜的高通量测量与块体材料特性的相关性；低温

测试与高温测试的相关性，以此实现性能提升的同时降低成本；与实现批量生产性

能相关的常见测试方法的不确定性分析；用于测试的通用分类法和语言以及高熵合

金的结果数据；高熵合金的化学验证标准；用于认证和验证高熵合金的无创评估结

果的标准；建立原料（粉末和线材）的标准并明确其定义，以确定产品的关键参数；

实现自动化的标准化测量；为高熵合金制造流程建立基准。 

（3）为高熵合金数据建立中央数据库。包括合金性能、制造工艺、参数和模型

的理论和实验数据，以最大限度减少重复工作，并加速美国研究人员和制造商创新。 

建立包括合金属性，制造工艺和参数以及模型理论和实验数据的高熵合金中央

数据库。验证并组织从公共和私人利益相关者处收集得到的数据，然后将其提供给

美国研究人员。 

建立数据库的必要性或作用有以下几点：①避免重复工作：避免每个研究小组

为了解该领域的发展状况而进行冗余的文献综述；②扩展分析方法：增强使用高级

分析（如机器学习）方法来提升高熵合金设计的能力；③改进复杂分析模型：只能

从综合数据分析中发现合金的物性变化趋势，强化机械建模功能对于相图的化学和

热力学数据非常重要；④考虑不利的结果：不总是公布不利的结果，但它们对于推

进该领域发展和确保有效的资源分配至关重要；⑤促进领域发展：数据通常通过实

验和设备（例如同步加速器）以高速率生成，并且分析必须保持同步，得到的分析

结果有利于促进该领域的发展。 

建立数据库主要包括搜集数据、数据的验证、数据的组织及获取等四个部分。 

（4）通过降低先进制造方法、表征工具和计算能力相关联邦设施和专业知识的

获取门槛以加强合作。实验室之间以及工业界和学术界之间的合作将推动高熵合金

的商业化生产。此外，成立一个跨学科的工作小组加强协作，就制造技术路线图、

研究重点、标准、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等问题提供实时信息，以促进领域发展。 

建立咨询组。建立咨询组是促进高熵合金在多个领域发展和商业化的理想方法。

咨询组将协调资源分配，并提供一种机制来识别和关注共同的竞争前挑战。建议首

先组建一个行业范围的专业咨询小组，由来自行业界（大型、小型和初创公司）、学

术界、联邦实验室和相关联邦机构的成员组成。该小组的目标是在跟踪研究和开发

进展的同时，识别和确定技术挑战与市场机会。该小组的两项具体任务是制定路线

图以指导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研发工作，并根据对一系列高价值应用、生产成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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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环境的有效分析，确定商业机会的优先顺序。 

路线图。高熵合金涉及广泛的材料和应用，这使得在研究和资源分配上很难达

成共识。然而，在明确了解成功的可能性及有效途径的专家的适当参与下，指导投

资的路线图对于推动该领域的发展既可行又必不可少。路线图至少应该解决以下任

务：确定并评估最有前途和最先进（接近生产）的工艺技术，以实现不同类型高熵

合金的可扩展性和适用性；将特定的新兴制造技术解决方案与具有国家优先权（例

如国防、能源和健康）的目标应用领域相匹配；制定协调资源和加速创新的长期战

略。在制定路线图后，咨询小组将跟踪实现路线图目标的进展情况。该小组还将直

接与相关研究人员和行业参与者合作，以确定行业参与早期研究的机会，并加速向

美国公司的许可和技术转让。 

（张超星 冯瑞华） 

 

 

 

 

 

战略规划 

Manufacturing USA 发布 2017 年度报告 

9 月 26 日，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 Manufacturing USA 发布了 2017 年度报

告。报告介绍了将大学和研究实验室的成果转移转化为生产的相关工作，描述了创

新网络框架下的 14 家研究所在开发改变世界的制造技术、为美国制造业劳动力配备

所需高价值技能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1）网络成员建设快速增长 

Manufacturing USA 在 2017 年大幅增长，增加了 6 家新研究所，共计 14 家研究

所，由能源部、国防部和商务部等提供资助。与此同时，对该项目的资助承诺已达

30 多亿美元，其中包括 10 亿美元的联邦资金以及超过 20 亿美元的非联邦投资，彰

显出匹配投资的非常有效的催化作用。此外，各州也拿出了逾 4 亿美元用于资助各

研究所的发展。 

2017 年的成员总数增长了 50%，达到 1291 个。其中，65%是行业成员，而行业

成员中，65%是中小企业。此外，霍林斯制造业扩展伙伴计划（MEP）也完成了“在

每一家研究所安排一名 MEP 中心工作人员”的目标，进一步加强了小企业与其技术

领域研究所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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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家研究所概况 

技术方向 研究所 领衔资

助机构 

总部所在地 成立时间 

增材制造 America Makes 国防部 俄亥俄州扬斯敦 2012 年 8 月 

数字制造与设计 DMDII 国防部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2014 年 2 月 

轻质金属制造 LIFT 国防部 密歇根州底特律 2014 年 2 月 

宽带隙功率电子制造 PowerAmerica 能源部 北卡罗来纳州罗利 2015 年 1 月 

纤维增强聚合材料 IACMI 能源部 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 2015 年 6 月 

集成光子制造 AIM Photonics 国防部 纽约州罗契斯特、奥尔

巴尼 

2015 年 7 月 

薄型柔性电子器件与

传感器制造 

NextFlex 国防部 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 2015 年 8 月 

纤维材料与制造工艺 AFFOA 国防部 马萨诸塞州剑桥 2016 年 4 月 

智能制造 CESMII 能源部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2016 年 12 月 

生物制造 BioFabUSA 国防部 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 2016 年 12 月 

机器人制造 ARM 国防部 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 2017 年 1 月 

生物制药 NIIMBL 商务部 特拉华州纽瓦克 2017 年 3 月 

模块化化工过程强化 RAPID 能源部 纽约州纽约 2017 年 3 月 

可持续减少碳排放和

清洁能源制造 

REMADE 能源部 纽约州罗契斯特 2017 年 5 月 

（2）技术开发与转移成果丰硕 

14 家研究所开展了近 270 项在各个行业领域具有优先发展优势的应用研发项

目。例如，将零件从设计到产品制造的时间缩短了 50%，为快速发展领域的制造商

提供了竞争优势；将汽车或航空航天零部件的重量减少了 40%，直接提高了燃油效

率；将液压系统和储气用的压力罐等固定部件的重量降低了 70%，同时没有以牺牲

安全性和可靠性为代价。 

开发出能够改变工作和生活方式的产品。如柔性电子制造研究所（NextFlex）采

用低成本的柔性材料开发出一种新型“智能”绷带，可将氧气输送与医疗传感系统

相结合；先进功能织物研究所（AFFOA）开发出一种新型光基通信系统，能够保障

军事人员在秘密行动中更加有效和安全，或者在全球定位系统无法发挥作用的建筑

物中进行搜索和救援。 

通过制定增材制造标准化路线图，可强化制造业基础设施，使美国各行业受益。

由增材制造研究所（America Makes）与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国家标准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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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院（NIST）联合制定的增材制造标准化路线图，减少了先前分散的标准开发

环境中的低效率。在 Manufacturing USA 的领导下，标准制定组织正致力于开发一套

通用的增材制造标准。 

（3）重视劳动力的培养 

劳动力开发与培训是 Manufacturing USA 的一项重要任务。研究所持续在劳动

力培养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包括加强涉及多个研究所的工作以及最佳实践的分享。

在研究所主导的先进制造业、教育工作者/培训师指导，以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

学（STEM）活动方面取得了巨大增长，超过 19.1 万名工人、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参

与了 Manufacturing USA 领导的劳动力培训，2017 年人数增加了七倍。 

 

未来，Manufacturing USA 将继续致力于加强教育和劳动力开发，建立可持续的

商业模式；同时，继续推动制造技术的发展，并转移到美国工业中。 

（万 勇） 

石墨烯创新论坛探索石墨烯有望商业化的四个领域 

9 月，欧洲石墨烯旗舰计划召开了石墨烯创新论坛，论坛的一个重要工作是为

新版的石墨烯《技术与创新路线图》确立优选应用方向。2015 年，石墨烯旗舰计划

曾发布《技术与创新路线图》，旨在为石墨烯在不同应用领域的应用确立时间表，为

石墨烯的市场需求研究提供指导。本次论坛通过一系列研讨会，在最新版的石墨烯

《技术创新路线图》中特别探索了石墨烯商业化的四个有希望的领域：超级电容器、

抗腐蚀、锂离子电池和神经接口（译者注：新版路线图尚未对外发布，本团队将持

续跟踪该路线图最新状况）。 

此外，在阐述当前的路线图时，欧盟石墨烯旗舰工业化团队发现，人们对石墨

烯的工业化利用存在显著怀疑。在工业领域，无论是从主动经验出发，还是通过被

动观察，都发现石墨烯应用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缺乏质量标准。因此，石墨烯旗舰

计划的标准化努力将是石墨烯在市场上实现成功的关键。 

（姜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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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助 

美 DOE 资助计算化学研究 

9 月 19 日，美国能源部（DOE）宣布将向 10 个项目投入 2160 万美元，资助开

发用于新型化学品及化工过程设计的先进软件，这些化学品及化工过程是用于能源

生产和其他一系列潜在应用。这些项目将利用美国在高性能计算领域的领先优势，

提供强大新工具，加速化学发现，助力美国处于关键工业技术前沿。越来越多的基

于计算建模的化学过程设计正在取代传统的试错方法。这些项目将充分利用最先进

的计算机，包括部署在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的“千万亿次”计算机（如橡树岭的 Summit）。 

这些项目的执行方包括九所高校和一家国家实验室，分别如下： 

（1）犹他大学：可再生能源催化中的电子振动特性； 

（2）南达科他大学：利用多结构量子化学控制分子结构和自旋； 

（3）普林斯顿大学：溶液及界面化学； 

（4）堪萨斯大学：用于非晶态催化剂动力学建模的从头计算机器学习算法； 

（5）西弗吉尼亚大学：激发态动力学的机器学习； 

（6）加州理工学院：超越密度泛函理论的从头计算分子动力学； 

（7）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通过自适应量子力学/多体表示的化学反应性：理论

发展，软件实现和应用； 

（8）布朗大学：推动化学系统的百亿亿次计算； 

（9）佐治亚理工学院：极端尺度的量子模拟--来自第一性原理的反应动力学； 

（10）艾姆斯国家实验室：开发用于非均相和界面催化的百亿亿次软件。 

开发的软件是开源的，可供整个科学界和产业界使用。预计新软件将推动新型

催化剂、溶剂、光敏材料和一系列其他分子及化工过程的开发，应用范围涉及化石

能源生产、电能储存和太阳电池等，最终使整个美国经济中的各项技术受益。 

（万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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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 

美中联合团队研制出高性能微型铌酸锂调制器 

哈佛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组成的联合团队研制出一种微型片上铌酸锂调制器，

体积更小、运行效率更高、数据传输速度更快，而且制作成本更低。 

调制器是光电子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铌酸锂是调制器制备的最佳材料之一，

研究团队利用电子束刻蚀和 Ar+基反应离子刻蚀等先进纳米制造方法，克服传统化

学刻蚀不能形成光滑表面的弊端，改善了铌酸锂化学惰性限制。该调制器长度仅为

1~2 cm，表面积比传统电光调节器约小 100 倍，而数据带宽从 35 GHz 提高到了 100 

GHz，传输速率可高达 210 Gbit/秒。此外，该调制器能与当前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

体（CMOS）电路兼容集成，且无需用到电子放大器，为高速、低能耗通信网络及量

子光子计算铺平了道路。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Nature（文章标题：Integrated lithium niobate electro-optic 

modulators operating at CMOS-compatible voltages）。 

（王 轩） 

哥伦比亚大学开发出可给房子降温的涂料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Yuan Yang 助理教授、Nanfang Yu 副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开

发出一种新型多孔材料，不含有传统白色涂料中常见的吸收紫外线的颜料，因为这

些颜料在反射较长太阳波长方面有所欠缺。 

研究人员将由聚偏氟乙烯-六氟丙烯共聚物聚合物、溶剂和水组成的透明混合溶

液涂覆在物体表面，随着溶剂和水滴的蒸发，形成了众多的微小气孔。测试结果表

明，聚合物涂层能够反射 96%的入射阳光。此外，该材料还具有很高的热放射率，

可向天空放射约 97%的热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和孟加拉国的测试显示，周围温度

分别降低了 6℃和 3℃。 

据介绍，在该聚合物中掺入彩色染料，可使物体表面不总是一成不变的白色，

仍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其反光特性。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Science（文章标题：Hierarchically porous polymer coatings 

for highly efficient passive daytime radiative cooling）。 

（王 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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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渡大学新型钠粉推动钠电技术发展 

目前大多数电池多由稀有的锂组成。如果世界上锂资源耗尽，那么电池生产可

能会停滞不前。钠是锂离子电池的一种非常便宜和丰富的替代品，但是如果钠暴露

在水中，即使只是空气中的水，也会变成紫色并燃烧。世界范围内已经解决了钠离

子的燃烧问题，但还没有解决如何防止钠离子在最初几次充电和放电时“丢失”的

问题。美国普渡大学 Vilas Pol 领导的研究团队制造了一种钠粉，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尽管钠离子电池比锂离子重，但研究人员一直在研究钠离子电池，因为钠离子

电池以更低的成本为大型太阳能和风能设施储存能量。但在最初的充电周期中，钠

离子会附着在电池的阳极端，而不会移动到阴极端。这些离子形成了一种叫做“固

体电解质界面”的结构。通常固体电解质界面是好的，因为它保护碳颗粒不受电池

的酸性电解液的影响，而酸性电解液是导电的，但是太多的界面消耗了为电池充电

所需要的钠离子。普渡大学的研究人员建议使用钠作为粉末，为固体电解质界面提

供所需的钠以保护碳，但不会以消耗钠离子的方式堆积。 

为了制作这种粉末，研究人员利用超声波将钠块融化成乳白色的紫色液体，然

后再将液体冷却成粉末，悬浮在己烷溶液中，均匀分散粉末颗粒。在正极或负极的

制造过程中，只要滴几滴钠悬浮液到正极或负极上，钠离子电池就能以更高的稳定

性和容量进行充放电。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文章标题：Ultrasound-assisted 

synthesis of sodium powder as electrode additive to improve cycling performance of 

sodium-ion batt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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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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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