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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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创新绿皮书提出 15 条措施推动创新 

12 月，美国商务部会同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发布了《追求投资回报，

释放美国创新》（Return on Investment Initiative for Unleashing American Innovation）

绿皮书。 

绿皮书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创新、研究和技术发展方面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但领导力正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挑战。特别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

机器人技术等未来行业，美国领导地位面临诸多风险。随着技术大量、快速进步，

创新对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空前重要。 

1980 年颁布的《拜杜法案》和《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案》在过去 40 年

对创新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美国仍在不断失去竞争优势。随着全球范围内创新步伐

不断加速，美国所处的竞争环境发生了变化，如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颠覆性的商

业模式、新的合作战略以及全球化的研发和供应链等，而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数字、通信、生物、材料和量子技术革命性进步的推动。 

为了更好地推动美国创新活动，绿皮书提出如下五类共 15 点建议： 

一、明确联邦技术转让相关政策和实践中存在的行政监管障碍，确定行政改进

措施 

主要措施包括：（1）确定“政府使用许可证”的使用范围；（2）确定政府可以

行使法规规定的介入权的情形；（3）保护并加强法定要求，即体现或使用联邦政府

资助项目产出的发明产品必须在美国境内大规模生产；（4）为联邦政府研发的软件

产品建立著作权保护；（5）为保护与联邦政府实验室开展研发合作的公司所持有的

商业秘密，建立清晰一致的定义和所需权限；（6）促进联邦实验室的技术转让；（7）

向联邦政府提供政府雇员发明权转让现状，并为政府雇员发明提供简化的权利确定

程序。 

二、加强与私营部门技术开发专家和投资者的交流与合作 

主要措施包括：（8）简化合作机制，推动包括许可和赔偿条款在内的合作关系

透明化；（9）新建和扩展合作机制，建立符合商业发展速度的合作协议，以吸引私

营部门对研发成果转化、促进技术成熟和商业化的投资；（10）允许有限度地使用政

府补助、合同、技术转让合作协议提供的研发资金。 

三、打造更具创业精神的研发人员队伍 

主要措施包括：（11）要求联邦研发机构规划技术创业项目；（12）管理各种利

益冲突，包括涉及非联邦政府研发资助的利益冲突、联邦政府雇员参与企业创新活

动带来的利益冲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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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化和支持有助于技术转移的创新工具和服务 

主要措施包括：（13）建立现代化安全可靠、可互操作的数据平台，用于发布由

联邦政府资助而产生的知识产权相关数据；（14）通过建立易于公众访问、使用和分

析的门户网站，降低公众获取联邦政府研发资源的获取难度。 

五、认真研究全球科学技术水平及趋势 

主要措施包括：（15）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更好地获取、评估和改进研发成果和

影响以及支持技术转让的运营流程。 

（黄 健） 

 

 

英发布面向 2030 年的生物经济战略 

12 月 5 日，英国政府发布了《生物经济战略 2018-2030》。战略提出了雄心勃勃

的愿景：到 2030 年，英国成为开发、生产、使用和出口生物基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

者。英国将成为充满活力的生物经济投资和经营场所以支持创新和刺激经济增长，

并使英国走向低碳未来。战略提出四大目标：利用世界一流的研发和创新基础来发

展生物经济；最大限度地提高现有英国生物经济资产的生产力和潜力；为英国经济

带来实实在在的可衡量的收益；创造适宜的社会和市场环境，使创新的生物基产品

和服务蓬勃发展。 

生物科学的发展蕴含着巨大经济潜力，2014 年英国的生物经济产出超过 2200

亿英镑，支持了 520 万个就业岗位1。未来生物经济的前景更加广阔，生物科学和生

物技术有可能创造出经济和环境可持续，高资源效率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将

有助于应对全球挑战，并在农业食品、化学品、材料、能源和燃料生产、健康和环

境中拥有巨大潜力。如创造清洁能源和通往高价值工业化学品的新途径；生产更智

能、更便宜的材料，如生物基塑料和日常用品复合材料等；减少塑料废物和通过开

发新一代先进和环境可持续的塑料材料来实现污染控制，例如生物基和可生物降解

的包装和袋子（同时避免微塑料污染）等；为所有人提供可持续、健康、低成本和

营养丰富的食品；提高农业和林业生产力、可持续性和复原力；制造未来的药物并

使现有药物更具效率等。 

（黄 健） 

 

 

                                                 
1 Evidencing the Bioeconomy.http://www.bbsrc.ac.uk/documents/1607-evidencing-the-bioeconomy-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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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发布《航空行业协议》 

12 月 6 日，在 2017 年 11 月制定的英国工业战略框架下，英国政府发布了与航

空产业部门合作制定的“航空行业协议”（Aerospace Sector Deal）。同以往其他行业

协议一样，该协议包括了创意、商业环境、基础设施、区域发展、人员等五个部分。 

其中，在创意部分，政府将于 2019 年 4 月启动未来飞行挑战赛（Future Flight 

challenge），通过工业战略挑战基金（Industrial Strategy Challenge Fund）向航空等行

业制造商提供高达 1.25 亿英镑的资金（产业部门将提供匹配资金）。这将支持电动

和自动驾驶飞机的发展，并改变城市地区的交通运输的未来以缓解拥堵。挑战赛最

初将专注于小型飞机和无人机，以确保新技术的适用性，然后再向大型客机推广。

预计到 2026 年，政府和工业界将在英国航空领域共同投资超过 40 亿英镑。未来飞

行挑战赛将利用英国在电动及混合动力系统、功率电子、飞机结构和系统集成等领

域的技术优势，在无人机及城市飞行器的开发中占据领先地位。自动驾驶方面，部

门协议预期成果包括模拟未来的空域模型，优化现有的基础设施和多式联运。这也

将导致其他行业受益，例如国防、核能、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汽车等行业。 

该行业协议还提出，成立包括克兰菲尔德大学、诺丁汉大学、曼彻斯特大学、

谢菲尔德大学和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等在内的英国航空研究联盟（UK Aerospace 

Research Consortium），协调和支持航空飞行器设计、航空结构、动力系统、先进系

统、机翼以及设计和测试基础设施。此外，联盟还将与其他行业一道，共同推动自

动驾驶、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相关领域的技术及产业发展。联盟将与英国航

空增长伙伴关系计划（Aerospace Growth Partnership）、航空技术研究所（Aerospace 

Technology Institute）之间建立协调和合作机制，制定积极的研究议程以应对英国航

空业面临的技术和能力挑战。这将提高投资效率，创造更明确的从基础科学到商业

应用的开发路径，推动英国航空业向混合动力和自动化未来迈进。 

（黄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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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助 

美 DOE 斥资 1 亿美元建立能源-海水淡化中心 

12 月 13 日，美国能源部（DOE）宣布拨款 1 亿美元建立能源-海水淡化中心，

旨在研发低能耗低成本海水淡化处理技术，实现对来源丰富的非常规水资源（如海

水、微咸水、工业卤水）的高效经济淡化处理，以应对水资源缺乏挑战，满足美国

对安全、经济水资源的可持续需求。能源和水是相互关联的系统。一方面，提取、

处理和输送水资源需要能量。另一方面，水用于能源生产和发电的多个阶段，从为

生物燃料作物灌溉到为热电发电厂提供冷却水。在全球范围内，淡水和能源短缺是

一个重大的人文和经济挑战，并影响到社会所有部门。因此需要开发相关技术实现

高效经济海水淡化。该中心着重关注以下四大技术主题： 

（1）材料研发    包括：高性能海水淡化反渗透膜、抗污染的改良膜，用于管

道、储罐和泵的无腐蚀、能够承受更高压力并提供更低摩擦系数的新材料；开发下

一代低成本的热交换器材料，以及能够减少热交换器表面化学结垢的新材料；立体

卷对卷加工、智能制造、电镀技术、3D 制造等技术来开发更轻、更坚固、更持久材

料，减少腐蚀和结垢的产生等。 

（2）新工艺研发    包括：从分子水平了解非传统水源的结构和组分的复杂性，

为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过程处理非传统水源提供理论依据；净水系统中使用的传

感器和控制器所需的先进技术，实现对净化处理过程的污染物水平和类型、温度、

压力和其他操作参数进行实时监测收集等。 

（3）建模和仿真工具    包括：开发用于模拟淡化处理过程的多尺度模型来预

测处理技术的性能并提出优化技术方法；开发多尺度水淡化处理系统模型，获得相

关海水淡化处理系统的模拟实验参数，用以理解和描述复杂处理系统的特性和行为，

为下一步的系统优化提供指导等。 

（4）综合数据和分析    包括：开发必要的实验数据信息收集、研究和分析工

具；通过数据分析跟踪技术性能指标（能效、水淡化效率、成本等），并识别分析新

材料、新技术存在的性能差距，指导下一步的研发等。 

（于小燕 郭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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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工程创新中心在曼大揭牌 

12 月 10 日，英国约克公爵为位于曼彻斯特大学总投资 6000 万英镑的“石墨烯

工程创新中心”（Graphene Engineering Innovation Centre，GEIC）新实验室揭牌。该

中心将利用新实验室加速推动石墨烯走向市场，并助力实现对其他众多行业的变革。 

该中心早在 2014 年通过“英国研究合作伙伴投资基金”（UK Research Partnership 

Investment Fund，UKRPIF）获得了 1500 万英镑的资助，并从英国创新机构（Innovate 

UK）获得了 500 万英镑的资助。此外，可再生能源公司 Masdar、欧洲区域发展基金

和英国地方增长基金分别提供了 3000 万、500 万和 500 万英镑的资助金额。 

除了学术和技术人员外，该中心还致力于与众多工程师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合作。

该中心通过专注于多方面行业主导的应用开发，对国家石墨烯研究院（National 

Graphene Institute，NGI）的国际化研究形成补充。 

当天，约克公爵还参观了最新的石墨烯产品和原型展览，包括：开创性的用于

水过滤的石墨烯氧化物膜、石墨烯复合电池板、采用石墨烯增强碳纤维制造的创新

型无人机，以及车身采用石墨烯增强复合材料的改进版 BAC Mono 跑车等。 

（万 勇） 

澳新战略推动锂电池价值链拓展 

12 月 11 日，澳大利亚贸易、旅游与投资部长 Simon Birmingham 宣布启动澳大

利亚贸易委员会“锂离子电池价值链：澳大利亚的新经济机遇”（Lithium-Ion Battery 

Value Chain: New Economy Opportunities for Australia）战略，并表示，澳大利亚有能

力成为这个成长中市场的世界领先者。 

锂离子电池技术变革了移动设备，推动了能源存储解决方案的创新与全球转变。

尽管当前澳大利亚生产的锂约占世界的一半，但是加工和电池制造等创造价值的活

动却都发生在海外。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战略将推动锂电池价值链各环节上的投资，

帮助澳大利亚成为锂离子电池的主要加工、制造和贸易中心。当下，澳大利亚贸易

委员会正在加强海外活动以吸引投资，并突出其重要比较优势，如强大的经济环境、

熟练的劳动力以及完善的资源基础设施网络等。 

资源与北澳事务部部长 Matthew Canavan 表示，澳大利亚发展正在蓬勃兴起的

锂工业，现在正当时。自 2010 年以来，锂价格已经翻了三倍，预计未来 10 年全球

电池消费量将增长五倍，这主要得益于为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全球一些市场开始

重视电动汽车以及离网储能。 

（万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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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 

Lux 发布最具变革性技术榜单 

美国 Lux 研究咨询公司通过独特的数据分析和来自领域专家的见解，确定了最

有潜力改变世界的 19 项技术，并发布了《2019 年 19 项变革性技术》（19 for 2019）

报告，使客户能够更快地做出更好的决策。根据 Lux 智能引擎的创新兴趣评分，以

及 Lux 主要分析师的意见，对 19 项将重塑世界的技术进行了识别和排名。 

2019 年最值得关注的五大变革性技术： 

（1）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该技术可以从零售、运输、医药等领域的海量数据

集中迅速得出结论，2018 年人工智能领域申请了 1 万多项专利。 

（2）可穿戴电子产品。可穿戴电子设备正在超越智能手机，成为个性化的互联

传感器。过去五年，风险投资总额已达 20 亿美元。 

（3）3D 打印。长期以来，这种数字化控制的制造方式被用于原型制造，目前

正被用于模具和零部件生产。自 2014 年以来，专利申请量飙升了 60%。 

（4）基因组编辑。使用 CRISPR 和其他工具可以提供个性化定制，其应用范围

涵盖了农业、消费品和医疗等多个领域，知识产品活动是 5 年前的 7 倍。 

（5）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企业对 AR 和 VR 的使用在培训、质

量、生产率等方面都在上升，而且随着每年超过 20 亿美元风投资金的涌入，这一数

字还在上升。 

排在第 6~19 位的突破性技术分别为快充电池、微生物组（Microbiome）、物联

网网络安全、石墨烯与 2D 材料、无人驾驶飞机、固态电池、精密医学、5G 网络、

材料信息、钙钛矿太阳能、自然语言处理、生成式设计、最后一公里运输和区块链。 

对于每项技术，该报告都提供了创新数据得分、关键数据点、未来影响评论以

及客户应该做什么等。Lux 技术页面的链接还提供了额外的数据、策划分析、案例

研究、关键参与者等。Lux 还研究了哪些公司是这些技术的创新领导者，并比较分

析了它们的“愿景”（有多少家公司 2019 年 19 项技术中处于领先地位）和“活动”

（过去 10 年所有创新的总专利活动）。 

关注重点的赢家，如谷歌、西门子、高通和英特尔，这些公司的总体活动没有

其他公司那么多，但专注于正确的创新，有很强的眼光。保守的巨人，如丰田、松

下、LG 电子和华为等，由于专注于核心业务的创新，行动活跃但得分较低。最后，

只有三星电子和 IBM 两家公司在所有 19 项技术上都有创新，它们的大量活动和愿

景得分反映了他们在许多领域的领导力。 

（冯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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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 

电子显微学研究发现固态物质新结构类型 

固态物质按其微观结构的对称性可分为三大类：晶体、准晶体和非晶体。中国

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陈春林研究员与日本东京大学 Yuichi Ikuhara 教授、重庆大学尹德

强副教授等人合作，在陶瓷材料中发现了区别于晶体、准晶体和非晶体的固态物质

新结构：一维有序结构（或称为一维有序晶体），更新了人们对固态物质结构的认识。 

研究人员利用扫描透射电子显微术与第一性原理理论计算相结合的方法，在

MgO 和 Nd2O3 薄膜材料中发现了一维有序晶体。该结构仅在一个方向上保留了晶体

的平移对称性和周期性，在其他方向上其原子呈现无序排列，形成了具有一维平移

周期性的长程有序结构。构成一维有序晶体的结构单元的原子排列与重位点阵倾转

晶界的结构单元非常类似。研究表明，尽管 MgO 晶体是能隙为 7.4 eV 的绝缘体，

MgO 一维有序晶体则是能隙为 3.2 eV 的宽带隙半导体。一维有序晶体的发现表明，

固态物质结构的种类比人们的已有认知更加丰富，并且新结构的物理性质与相应常

见结构类型具有显著差异。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Nature Materials（文章标题：Ceramic phases with one-

dimensional long-range order）。 

（金属所） 

美匹兹堡大学开发金属纳米团簇新理论 

由于纳米材料独特的光、电和化学性能，常被用于从

化学产品到医药以及发光装置等各种应用中。但在纳米结

构中掺杂金属时，研究人员不确定金属将占据哪个位置以

及它将如何影响纳米团簇的整体稳定性，从而增加了实验

时间和成本。 

美国匹兹堡大学 Giannis Mpourmpakis 助理教授率领

的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新理论，可更好地预测掺杂金属纳

米团簇的性能。设计纳米团簇的大小、形状和组成是控制

纳米团簇性能的一种方法。金属掺杂的纳米团簇尺寸大小已经得到精确控制。该研

究的目的是更好地预测双金属对的形成方式，这将使研究人员能够更容易地预测纳

米团簇的结构，而无需在实验室进行过多的反复试验。研究人员计算预测了掺杂金

纳米团簇中的确切掺杂剂位置和浓度。新理论不仅解释了实验合成的金纳米团簇的

确切大小，还适用于双金属纳米团簇。该计算理论可用于加速纳米材料的发现，并

更好地指导实验工作，而且通过对双金属纳米团簇的测试，未来有可能开发出具有

 
掺杂的金属纳米团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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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特性的材料。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J. Phys. Chem. Lett.（文章标题：Rethinking Heterometal 

Doping in Ligand-Protected Metal Nanoclusters）。 

（冯瑞华） 

 

从锂离子到氟离子电池能量密度提升 10 倍 

本田研究所、加州理工学院和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组成的研

究团队开发出新一代氟离子电池，能量密度比锂离子电池高 10 倍，温度更稳定，未

来很可能取代锂电池成为电动汽车的专用电池。 

多年前关于氟离子电池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氟离子电池主要有两种结构，一

种采用固态电解质的全固态结构，这种电池需要在高温下进行工作，另外一种采用

液态电解液，这种电池可以在常温下进行工作。此次研究团队开发出的电池比以往

的研究更加稳定。在以往的研究中，固态氟离子电池一般需要在 150℃的高温以上

工作，否则就很有可能不会具有导电性。而液态氟离子电池虽然在常温下能够工作，

但是由于负极钝化等原因，很难进行充电放电循环。此次研究则克服了温度的限制，

使氟离子电池在室温下也能工作，是一项明显的突破。与众所周知的挥发性锂离子

电池不同，氟离子电池更加安全，没有过热的风险。此外，氟离子电池原材料对环

境的影响比较小，因而更加能保护环境。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Science（文章标题：Room-temperature cycling of metal 

fluoride electrodes: Liquid electrolytes for high-energy fluoride ion cells）。 

（冯瑞华） 

美开发出量子材料元器件  或颠覆当前 CMOS 技术 

英特尔公司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

人员提出了一种新型的量子材料元器件，有可能颠

覆当前的晶体管技术。这种器件是基于多铁性和拓

扑材料制备的，其能量利用率是目前 CMOS 微处理

器的 10~100 倍，逻辑运算速度也比 CMOS 高出 5

倍。该器件相关研究将有潜力继续支撑摩尔定律在

芯片领域的适用性，并帮助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

等智能技术的发展，帮助它们在低能耗的前提下实现强大的计算能力。 

这种名为磁电自旋轨道（magneto-electric spin-orbit，MESO）的新型器件是基于

一种多铁性材料制备的，它利用多铁性材料中电子的上下磁自旋来存储二进制信息

 

BiFeO3 多铁材料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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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逻辑运算。 

多铁性材料是指一种材料具有铁电性/反铁电性、铁磁性/反铁磁性、铁弹性等多

种联合属性。此次研究提出的 MESO 器件基于 BiFeO3 构成的多铁性材料制造，这

种材料同时具有铁磁性和铁电性。由于这种材料中磁性和铁电这两种状态是相互联

系或耦合的，改变其中一种会影响另一种，通过操纵电场，可以改变磁场状态，使

得用电场（E）翻转偶极子也会使磁矩翻转。研究表明，采用 BiFeO3 的电压控制磁

开关，而材料原子的磁自旋状态可用于表示二进制比特。研究人员表示，在跨越

CMOS 时代的研究中，MESO 以低压互连和低压磁电为基础，将量子材料的创新带

入计算领域。目前研究已将多铁电磁电开关所需的电压从 3 伏降低到 500 毫伏，并

预测应该可以将其降低到 100 毫伏，相当于目前使用的 CMOS 晶体管所需电压的

1/5~1/10，而较低的电压意味着更少的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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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