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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家研究中心”）作

为我国首批建设的 6 个国家研究中心之一，是在原沈阳材料科学

国家（联合）实验室和已形成优势学科群基础上，依托中国科学

院金属研究所，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由科技部正式批准组建。

2018 年 4 月 14 日正式通过科技部组织的组建实施方案专家论证

会。国家研究中心主管部门为中国科学院。 

定位及目标。 

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定位于创建国际一流的综合性

材料基础研究平台，并使之成为从事材料科学前沿性学科交叉以

及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的国家级科技创新中心、人才培育中心、学

科引领中心、科学知识传播和成果转移中心，为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提供源头动力，为我国材料科技和相关产业的跨越发展起

到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家研究中心将主要针对材料领域核心科学问题和共性关

键技术问题，开展基础及应用基础研究，引领材料科学发展，形

成显著国际学术影响力；促进材料技术进步和材料品质提升，催

生材料新技术，满足国家重大工程和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同时，将建立高水平开放共享研究平台及运行机制，营造学科交

叉融合创新的学术环境，凝聚和培育一批国际一流的材料科学家

和专业技术人才，打造材料研究领域人才和技术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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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研究中心计划未来通过 5 年左右时间，在纳米金属、新

型纳米功能材料等方面产生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创科研成

果；解决特种钢铁、轻金属等国家重大任务和装备制造业及新材

料等产业转型升级急需的材料共性技术难题，支撑和培育纳米炭

材料、量子材料、生物基环境友好材料等新材料产业发展。力争

将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建成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从事材

料科学前沿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以及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的国家级基

础研究创新科研平台，成为国家材料重大创新基地。 

组织结构。 

2019 年，国家研究中心根据《组建实施方案》不断丰富和完

善研究体系。依托金属研究所，完成材料计算与设计研究部组建；

依托重庆大学，组建轻金属材料研究部；并分别完成上述两研究

部的部主任聘任工作。大湾区研究部（香港城市大学）、量子材料

研究分部（上海交通大学）以及东北大学联合研究分部正式运行。

截至 2019 年底，国家研究中心现有组织结构如图 1 所示，现有研

究单元地域分布如图 2 所示。 

此外，根据科技部关于国家研究中心的相关管理要求，2019

年金属研究所党委组织召开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党员代表

大会，设立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党总支，并选举产生第一

届党总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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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家研究中心组织结构图 

 

图 2 国家研究中心研究单元地域分布 

新增研究单元的研究方向。 

1. 材料设计与计算研究部。 

本研究部将结合多尺度、高通量计算与模拟、大数据、机器



SYNL2019 年度简报 

- 4 - 
 

学习和智能设计，利用计算和数据驱动解析材料成分-结构-性能

关系，高效低耗地探索和发现高性能结构和新兴量子材料，强调

计算向导的实验验证。目标瞄准计算材料学的学科前沿，解决多

组元合金的多尺度的计算关键科学问题，推动学科发展。 

研究部规划的 5 个 PI 研究方向设置如下： 

（1）原子层次计算设计及方法研究。 

（2）大规模分子动力学方法及计算研究。 

（3）材料组织模拟及控制方法研究。 

（4）高通量计算设计及方法研究。 

（5）材料机器学习及智能设计。 

2. 轻金属材料研究部。 

开展轻金属材料的前瞻性、战略性、前沿性基础研究，瞄准

轻金属的关键基础问题，不断产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

引领领域发展、推动技术进步。瞄准国家重大需求，凝练和解决

轻金属材料技术领域的重大共性学科问题，支撑国防建设和国民

经济发展。研究方向包括相变机理与合金设计、形变机理与组织

调控、力学行为与强韧化机理、先进轻金属材料与应用和先进表

征技术。 

研究部现有 PI 及主要研究方向设置如下： 

（1）力学行为与强韧化机理。 

（2）形变机理与组织调控。 

（3）相变机理与合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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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先进轻金属材料与应用。 

（5）先进表征技术。 

3. 大湾区研究部。 

利用表面纳米化技术（SMAT）、材料纳米力学分析技术、结

构材料残余应力优化技术等，积极推进新金属及纳米结构材料在

贵金属首饰业、钢铁行业、微机系统、汽车行业、航空航天工业、

生物医学行业和大型核电设备的应用及产业化。 

研究部现有 PI 及主要研究方向设置如下： 

（1）新型结构材料设计与集成。 

（2）表面与预应力工程与先进设计。 

（3）新型多稳态板壳（“变形金刚”）研究及应用。 

（4）增材制造材料与工艺。 

（5）超纳材料与集成。 

4. 东北大学联合研究分部。 

围绕材料腐蚀与防护的核心科学与技术问题，针对远洋、深

海、深地、极地、微生物、高温等环境特征，开展的腐蚀试验设

备研制、材料腐蚀机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在耐蚀-功能性材料、

新型防护涂层、腐蚀监检测等防腐蚀技术的原理与设计、制备新

技术、性能提升及工程应用探索等方面取得突破。主要研究领域

包括：轻金属表面处理、油气工业腐蚀与防护、海洋环境腐蚀与

防护、微生物腐蚀、高温腐蚀与防护等。 

研究部现有 PI 及主要研究方向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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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轻合金表面处理。 

（2）海洋环境腐蚀与防护。 

（3）微生物腐蚀。 

（4）高温腐蚀与防护。 

5. 量子材料研究分部。 

本研究部将对超导材料、关联材料、拓扑材料、低维材料等

前沿量子材料体系涉及到的一系列的基础科学问题进行系统深入

地研究，研制新型量子材料原型器件。重点发展新型量子材料的

合成制备、纳米结构可控加工、基本物性研究、异质结构的构筑、

以及异质结构中新现象探索。同时开发新型实验技术与设备，在

更低温度、更小空间尺度、更短时间尺度上研究低维材料中电子

的基本物理规律。重点关注量子材料在信息光电子器件、超导器

件、显示器件、化学催化、电池、载药等领域的应用。 

人员队伍结构。 

截至 2019 年底，SYNL 现有固定人员 326 人，在读研究生

661 人，同比分别增加 20%和 59%；客座研究人员 55 人。固定人

员中，科研人员 279 人（其中研究员/教授 109 人，副研究员/副教

授/高级工程师/高级实验师 113 人），专业技术人员 43 人，管理人

员 9 人；具有博士学位人员 269 人（占人员总数 77.3%）。 



SYNL2019 年度简报   

- 7 - 

 

 

图 3 国家研究中心本部现有人员队伍结构 

 

图 4 国家研究中心本部人员队伍年龄结构 

运行经费使用。 

1. 整体使用情况。 

2019 年，国家研究中心运行经费合计 12000 万元，其中科技

固定人员

28%

项目聘用

11%
研究生

56%

客座人员

5%

固定人员 项目聘用 研究生 客座人员

30岁以下

4%

31-45岁

63%

46-60岁

31%

60岁以上

2%

30岁以下 31-45岁 46-60岁 60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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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支持 8000 万元，中国科学院支持 2000 万元，金属研究所支持

2000 万元。 

根据《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财教〔2008〕531

号），以及中国科学院和金属研究所相关经费使用管理规定，国家

研究中心运行经费主要用于支持开放运行、基本科研、开放合作

和仪器设备购置等内容，SYNL2019 年运行经费主要分配如下： 

开放运行费 2900 万元。主要用于维持公共技术平台的日常

运行以及整体日常运转，具体包括：分析测试平台运行、基础设

施改造，日常管理，组织协调等内容。 

基本科研费 45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各 PI 团队围绕研究方

向开展持续深入系统性研究和探索性自主选题研究发生的费用，

SYNL 本部新引进 PI 团队启动经费，以及年度优秀成果奖励等。 

开放合作经费 1400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 SYNL 本部以外的

研究团队日常运行，各类型开放课题以及对外科技合作经费。 

仪器设备费 3200 万元。主要用于购置透射电镜、复杂环境样

品台等科研必需的各类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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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国家研究中心 2019年度运行经费分配 

2. 自主研究课题部署情况。 

2019 年，SYNL 共启动三类自主部署项目，包括：（1）基础

前沿及共性关键技术项目，主要支持开展长线系统性学科和前沿

探索性研究，和针对国家需求或行业发展技术瓶颈开展的共性关

键技术深层次科学问题研究；（2）青年人才项目，主要支持 38 周

岁以下优秀青年研究人员进行科学探索及自由选题等研究，着重

培养青年优秀学术骨干；（3）仪器设备研制项目，用于鼓励和培

育具有原创性、探索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三类项目分别部署 45

项、50 项和 5 项，累计投入经费合计 2990 万元。各类项目均通

过项目申请、组织评审、项目公示等项目组织管理流程稳步实施。

目前各类项目经费已下达，项目已正式启动实施。 

3. 开放课题设置部署情况。 

日常运行

24%

基本科研

37%

开放合作

12%

仪器设备

27%

日常运行 基本科研 开放合作 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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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国家研究中心与科研院校及地方政府的合作

交流，SYNL 根据自身学科发展需求及特点，通过建立联合基金

方式部署开放课题，进一步凝聚各方资源，推动学科建设发展。

2019 年度，SYNL 与辽宁省科技厅联合设立“辽宁省-沈阳材料科

学国家研究中心联合基金”，辽宁省科技厅每年出资 600 万元，

SYNL 每年出资 200 万元。与兰州理工大学省部共建有色金属先

进加工与再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设立“材料可持续发展联合

基金”，SYNL 每年出资约 200 万元。 

2019 年，共布设“辽宁省-SYNL 联合基金”合计 40 项，涉

及辽宁省内 19 高校及科研机构；布设“材料可持续发展联合基

金”合计 5 项。各类项目均按照相关项目管理要求完成申报、评

审、公示、合同签署等程序，并正式组织实施。 

固定资产。 

2019 年，国家研究中心仪器设备平台建设出具规模，形成了

设备先进、科研环境优良的研究支撑平台。截至 2019 年底，国家

研究中心总建筑面积为 2.81 万平米，仪器设备总价值 5.55 亿元。 

表 1 国家研究中心固定资产情况 

年度 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设备总值（亿元） 

2018 2.65 5.22 

2019 2.81 5.55 

表 2 国家研究中心 30 万元以上设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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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设备

台数 

设备总价值 

（亿元） 

平均每台仪器 

研究工作机时

（小时） 

平均每台仪器 

服务工作总机时

（小时） 

机时率 

（%） 

数值 323 5.32 1394 141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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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运行情况 

承担科研任务。 

2019 年，SYNL 承担各类竞争性研究项目近 560 项，到位经

费总额 27700 余万元，其中省部级以上项目 403 项（占总数的

73.3%），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47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

计划 7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 1 项、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3 项、国际合作项目 14 项、国内

大型企业合作项目 115 项。 

表 3 国家研究中心 2019 年度在研课题构成情况 

项目来源 MOST NSFC CAS 国防需求 其他 

课题（项） 54 163 79 37 226 

经费（万元） 6791 3762 3716 5578 7855 

 

科研产出。 

2019 年，SYNL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及会议上发表学术论

文 470 篇，其中被 SCI 检索收录论文 449 篇。发表论文中，在

Science 上独立发表论文 1 篇，Nature 发表 2 篇；在 Science 及

Nature 子刊独立发表 2 篇，非独立发表 11 篇。截止 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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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SYNL 发表论文 6265 篇，总被引频次 219502。 

2019 年，SYNL 共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64 项，获得授权发明

专利 104 项。 

荣誉及奖励。 

2019 年，研究人员荣获各类学术奖励及荣誉 35 项，其中，

卢柯院士荣获材料科学与工程终身成就奖（Acta Materialia Gold 

Medal）；李依依院士荣获辽宁省科学技术最高奖；马秀良研究员

当选亚太材料科学院院士；王京阳研究员当选美国陶瓷学会会士 

(Fellow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李昺研究员荣获日本中

子学会青年研究奖。 

科研成果方面，马宗义团队的“金属材料的搅拌摩擦焊接与

加工基础研究”荣获辽宁省 2019 年度自然科学一等奖；贾金锋教

授（上海交通大学）的“拓扑量子材料制备与量子特性的实验研

究”以及王敬丰教授（重庆大学）的“镁基功能材料的功能特性

与力学性能协同调控的基础研究”均荣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2019 年，国家研究中心有 36 人在 127 个国际学术组织和学

术期刊任职，包括担任 Science 周刊的评审编辑，担任 Acta 

Materialia, Scripta Materialia, Carbon, Metallugical and Materials 

Transactions A期刊的编辑以及Energy Storage Materials, Graphene 

Technology, Corrosion Communications, Nano Materials Science 期

刊的主编和执行副主编。 

2019 年，SYNL 共培养的研究生 73 人获得博士学位，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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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硕士学位，同比分别增长 38%、147%。其中，2 人的学位论

文入选“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另有 2 人学位论文入选

“中国科技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3 人获“中国科学院院长奖

学金特别奖”，1 人获“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优秀奖”。 

学术交流与开放共享。 

SYNL 坚持对外开放、鼓励高水平的合作研究。现有博士后、

联合培养研究生等各类流动研究人员合计 131 人；2019 年共接待

国内外来访和短期工作的专家学者 97 人次，接待国内外来访专

家学者 97 人次，接待国内外各界来宾参观 1582 人。通过“李薰

讲座奖”、“来访学者报告”等方式，邀请国内外高水平的学者来

SYNL 讲学、进行学术交流，共做学术报告 72 人次。 

2019 年，SYNL 承担了与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国际合作项目 14 项。主办 /承办了“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ergy Storage Materials (ICEnSM 2019)”等 26 次

国际和国内会议。SYNL 研究人员共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480

人次，其中国际会议 215 人次，受邀做国际会议报告 140 人次，

受邀国内会议报告 175 人次。 

为更好的吸引国内外的优秀青年学者，SYNL 在 2019 年正式

推出“SYNL 青年论坛”这一举措。青年论坛是 SYNL 在沈阳定

期（暂定一年两次）举办的非营利性的学术论坛，主要邀请海内

外材料领域或与材料交叉融合密切学科领域中的杰出青年学者进

行学术交流，有效地宣传国家研究中心的软硬件实力，创造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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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首届青年论坛于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在沈阳召开首届青

年论坛。首届青年论坛围绕“热电材料与器件”以及“介观电子

器件与量子输运”两个方向，共邀请到国内 30 余家科研院校共 47

位青年学者，奉献 40 多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并进行深入广泛的学

术交流。同时也吸引来自辽宁省内 10 余家高校及科研院所共 100

多位老师和学生参加，同时还有来自企业界的代表参会，共聚一

堂，共谋发展。 

 

图 6 国家研究中心首届青年论坛与会者合影 

对外科技合作。 

为更好衔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构建完整的研发-应用链条，

我们与国家重点行业的核心企业共建联合研发中心，协同攻关国

家重大任务与行业重大共性关键技术难题；与行业特色企业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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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企联合实验室，加快原创技术快速转移转化。 

2019 年，在省、市有关部门的组织和协调下，国家研究中心

已分别与本溪钢铁集团、辽阳市政府就共建联合研发中心正式签

署协议。分别与辽阳石化机械、重庆介观、沈阳中钛装备共建 3

个部企联合实验室。除上述行业企业以外，国家研究中心还与中

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航天科技集团、沈阳鼓风机、沈

阳机床、忠旺集团、三三工业、沈阳壮龙无人机等企业开展技术

对接服务，就共同开展联合攻关达成意向，并与部分企业开展实

质合作。 

公众开放与科学传播。 

“公众科学日”是品牌科普活动，通过这个平台既向社会公

众传播了科学知识，弘扬了科学精神，也展示了最新的科研成果，

增进了公众对国家研究中心的了解。 

2019 年 5 月 18 日至 19 日，在为期两天的公众开放日活动

中，共接待包括东北育才、沈阳市第二中学、沈阳市十七中学、

沈阳外国语学校、东北大学的学生，以及社会公众 1500 余人。 

“公众科学日”是品牌科普活动，通过这个平台既向社会公

众传播了科学知识，弘扬了科学精神，也展示了最新的科研成果，

增进了公众对 SYNL 的了解。活动期间，SYNL 所属各研究部及

公共技术服务等同时向社会公众开放。参观者都十分珍惜近距离

与国家级研究中心亲密接触的机会，他们兴致勃勃地与志愿者们

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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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外展示区，“材料学认知”、“神奇的新材料”、“材料与美

丽中国”、“材料是人类文明进步阶梯”等展区不仅介绍了材料科

普知识，也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展示了新型净水材料、

先进炭材料、磁性材料、陶瓷材料、热电材料、仿生材料、光催

化材料、涂层材料等科研成果。 

   

   

图 7 国家研究中心 2019 年度公众开放日 

SYNL 重视科学传播工作，重点对外宣传所取得的研究进展

及科学成果，展示建设成果。纳米金属机械稳定性的反常晶粒尺

寸效应、不锈钢环形大锻件等成果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科

技日报、中国科学报、新华网等主要媒体刊载；SYNL 成果不断

得到材料领域新媒体关注，累计报道 50 余次；辽宁日报等地方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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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持续关注 SYNL 建设进展，累计报道近 20 次。此外，还不断

地对外开展科普工作，韩拯研究员“纳米积木，一百万种可能”

在 SELF 格致论道讲坛做主讲展示；依托自有公众号持续科普，

累计刊发科普文章合计 30 余篇。 

 

图 8 奥氏体不锈钢 16 米锻环入选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 

 

图 9 韩拯研究员 SELF 格致论道讲坛 

大型仪器开放共享。 

2019 年，SYNL 在平台建设规划，管理运行，理化分析能力

拓展以及与大科学装置联合，新分析测试中心基础设施布局等多

方面均取得了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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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测试平台的建设规划重点面向材料高端微分析技术能

力的提升。继续强化原子级分辨谱学分析技术，纳尺度晶体及缺

陷表征，拓展微纳加工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加强性能测试装备

研制等技术方向的年轻高级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同时联合大

科学装置，促进满足高端应用需求的射线技术方向与技能人才的

成长。 

在先期分析测试中心仪器装备规划与布局的同时，分期分批

采购设备。2019 年度投入超过 3500 万元购置包括球差和高分辨

透射电镜， X 射线微聚焦荧光谱仪用于微结构与成分分析；添置

了热机械性能、微动疲劳等材料服役性能试验机；以及热分析、

激光热导仪和液相色质联用谱仪等理化测试分析关键设备。完善

改进自主研制的高温洛氏硬度仪测试装备拟通过标准组织认证；

发展与国研中心研究目标相适应的相关配套装备和技术方法，扩

展研究工具与手段，形成具有特色的新技术能力。 

目前，SYNL 公共平台所有分析测试设备已全部纳入网上共

享管理系统，实现设备预约、机时记录的一致性。管理数据的统

计与分析更加更加准确便捷。为适应新的管理规范，开发了内部

经费使用申请与审批微信小程序；结合技术岗位提出的要求，对

共享管理系统进行了更新升级。 

2019 年，SYNL 公共平台提供研究与服务机时达 15 万小时，

年培训学生与科研人员 1432 人次，用于样品制备的关键设备、透

射电镜、扫描电镜、X 射线衍射仪和性能测试的大型设备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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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达到 10 万小时，电镜类设备年度平均机时达 2559 小时，为

标准负荷 1800 小时的 142%，保持了高负荷运行状态。部分电镜

用于科研机时超过 4500 小时，接近饱和。设备运行效率保持在高

水平，设备机时资源真正实现共享管理。服务于 SYNL 科研工作

的同时，为航天、交通、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地方高科技企业等

外部用户提供了及时准确的分析测试与咨询服务。 

园区建设 

在辽宁省、沈阳市及浑南区的强力推进下，新园区建设快速

有序推进。截至 12 月份，一期一标段材料教育基地以及研究生宿

舍两栋建筑已封顶。一期二标段已完成地下工程施工。预计 2020

年 8 月底完成一期所有建筑的砌筑工程。此外，本年度还完成楼

宇智能化设计，内部装修已开始设计。外装饰工程、消防工程、

暖通机电工程、园区市政以及精装修工程等各项后续工作时间节

点已制定完毕，预计 2021 年上半年具备入驻条件。 

  

图 10 创新路园区施工现场（2019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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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果选编 

本年度，国家研究中心持续取得了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

性成果，在解决国家需求的共性科技难题及为国家重要行业

提供技术服务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和重要进展。 

（一）瞄准国际材料科学前沿重大科学难题，开展持续、

系统地基础性研究，不断产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

成果。主要亮点工作如下： 

研究亮点一：材料素化 

材料特别是大宗结构材料发展长期依赖合金化，带来资

源依赖、成本攀升、回收利用困难等问题。国研中心纳米金

属科学家工作室基于前期纳米金属结构稳定性的研究结果，

创新性地提出利用跨尺度调控材料中的稳定界面替代合金

化，实现材料素化。 

材料素化旨在利用缺陷调控替代合金化，实现材料性能

提升。调控缺陷的一个瓶颈问题是材料中缺陷的稳定性往往

低于合金元素，在材料加载或加热等条件下各类缺陷聚集、

合并、并相互转化，导致材料性能退化。大幅增加材料中晶

界数量至纳米尺度，晶界的稳定性显著下降。利用晶界替代

合金化需要提高晶界的稳定性。塑性变形的纳米金属在临界

尺寸下表现出的很高的热和机械稳定性为跨尺度调控界面

奠定了基础。调控界面替代合金化还依赖材料强化方式的转

变，传统材料的强化无论是固溶强化、弥散强化还是细晶强

化，都是通过增加合金中位错滑移的障碍而实现，位错滑移



SYNL2019 年度简报 

- 22 - 
 

的阻力越大，强化效果越明显。而临界晶粒尺寸下大量界面

的引入，由于位错在晶内的弓出变出困难，使得位错增殖也

被抑制。材料的强化方式从抑制位错滑移转变为抑制位错增

值。界面的高稳定性和强化机制的改变使得不采用合金元素

而通过跨尺度构筑与稳定界面调控，大幅度提升材料强度成

为可能。代表性论文发表于 Science, 364（2019）6442。 

 

图 11 材料素化原理示意图 

研究亮点二：发现并命名庞压卡效应 

制冷技术在当今社会工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等多个领域

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制冷主要依赖传统的气体压

缩制冷技术，普遍使用具有强烈温室效应的制冷剂，直接贡

献了社会总碳排放量的 7.8%；而联合国统计数据表明全球每

年 25-30%的电力被用于制冷应用，这则意味着巨大的能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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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因此，要在制冷领域落实中央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就

必须培育颠覆性技术，从源头上解决高能耗高排放的难题。

特别地，当前我国高端制冷压缩机技术仍然欠缺，探索新的

制冷技术方案则有望从根源上解决该技术领域的“卡脖子”

问题。 

研究人员在塑晶（plastic crystals）材料里发现了固体庞

压卡效应（colossal barocaloric effect），基于该物理效应有望

发展出高效、环保、无碳排放的固态制冷新技术。塑晶是一

类高度无序的固体材料，其有机分子或者无机结构单元的取

向完全无序，但是质心位置却构成了长程有序的晶格。选择

新戊二醇（英文名：neopentylglycol，缩写为 NPG；分子式：

C5H12O2；IUPAC 名称为 2,2-Dimethylpropane-1,3-diol）为模

型材料，运用高压热测量技术、高压中子散射技术、高压同

步辐射 X 射线衍射技术等，揭示了塑晶材料出现庞压卡效应

的深层次物理机制。代表性塑晶材料的等温熵变（描述制冷

材料的关键物理量）已经接近甚至超过目前商业使用的液体

制冷剂，且所需驱动压力极低，材料十分廉价，具有十分诱

人的应用前景。该项研究发表于 Nature, 567(2019)506。该杂

志同期还刊登了评述性短文“Refrigeration based on plastic 

crystals”来阐述该项工作的内涵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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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固体庞压卡效应 

研究亮点三：梯度材料的断裂韧性 

研究表明梯度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材料“强度和塑性”

的倒置关系，获得优异的强塑性结合。但是作为工程结构材

料，须显示出可接受的断裂韧性。但是一般而言：强度和塑

性是由材料的整体变形控制的全局机械响应，而断裂韧性是

裂纹尖端“局部”微观结构变形的机械响应结果，断裂韧性

裂纹尖端参与的变形区域比拉伸整体变形体积小多个数量

级。因此，尽管通过构建梯度结构可以实现材料强度和塑性

的优异组合，是否保证其断裂韧性同样优越，是一个亟待解

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因此，揭示梯度结构中微观结构的不均

匀性对裂纹的启裂和扩展阻力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研究人员评估了梯度结构 Ni 的变形和断裂行为。发现

（1）梯度结构 Ni 具有高断裂韧性，显示出强度和韧性的最

佳组合。梯度材料在拉伸至断裂的过程中消耗的塑性功明显

高于纯粗晶和纯纳米晶材料。（2）梯度材料的断裂韧性和变

形行为与梯度方向有关。粗晶到纳米晶梯度方向上的起始断

裂韧性（KJIc）比纳米晶到粗晶梯度方向的起始断裂韧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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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 R 曲线与纯粗晶 Ni 类似，显示出强度和韧性的最佳

组合。裂纹扩展初期在粗晶区域会发生钝化，表现为韧性断

裂。在裂纹扩展后期，在纳米晶区域诱发脆性裂纹，发生不

稳定的脆性断裂。由于裂纹扩展过程是韧性断裂向脆性断裂

的转变过程，因此在安全应用上需要慎重考量。另一方面，

当裂纹沿纳米晶到粗晶梯度方向扩展时，也表现出优于纯纳

米晶 Ni 的起始断裂韧性（KJIc）和 R 曲线，并且裂纹尖端的

韧性是不断增加。此外，当裂纹的扩展到达粗晶区域时，裂

纹尖端发生钝化。表明纳米晶到粗晶的梯度方向，是脆性断

裂向韧性断裂的转变过程，具有优异安全应用前景。我们的

研究成果为梯度材料的实际应用提供理论基础。相关研究成

果见 Mater. Today (10.101/j.mattod.2019.09.023), 2019。 

 

图 13 粗晶、纳米晶、粗晶→纳米晶梯度结构，以及纳米晶→粗晶梯度结构金

属 Ni 的力学性能。 

https://doi.org/10.1016/j.mattod.2019.0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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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亮点四：发现金属铍中拓扑狄拉克节线量子态诱发

表面电声耦合反常增强现象 

电声耦合效应作为材料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物理现象，

对材料在有限温度下的电子结构及输运性质都具有着重要

的影响，一直是凝聚态物理和材料学研究的最为关注的课题

之一。上世纪 90年代，有学者在金属铍表面观测到了反常巨

大的电声耦合效应，高达 0.85-1.25,比起体相电声耦合效应

高出了 5 倍。这一发现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但对其机理

未明，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成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谜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前期率先发现拓扑狄拉克节线量

子态的基础上，通过高精度的第一原理计算方法，修正了之

前研究中的伊利艾伯格函数计算误差。为了进一步突破之前

的研究结果，科研人员还发展了算法，将该函数的分布与积

分变换到动量空间中，以观测每个电子及声子动量对电声耦

合的影响，探索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结合电子拓扑量子态

在表面的分布情况，揭示了拓扑量子态对其表面电声耦合的

贡献占比超过了 80%。这表明这一现象是由体材料中的拓扑

狄拉克节线量子态引起的。其物理根源在于通过拓扑节线量

子态形成的鼓膜状表面态在费米能级处局域，产生了很高的

电子态密度，进而诱发了巨大的表面电声耦合效应增强。 

这一发现澄清了长期以来广受争议的金属铍表面电声

耦合反常增强的机理，同时也揭示了其它拓扑材料中存在相

似的效应。审稿专家评价该工作的意义认为：“这些研究者

正在刷新寻找改进量子计算和模拟并具有量子相干性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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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科学（包括物理）”和“我认为这些新结果难以置信的

引人入胜”。 

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 Phys. Rev. Lett. 123(2019)136802, 

并入选(PRL Editor’s suggestion)，做为亮点文章

(highlighted article)在 PRL网站推荐。 

 

图 14 金属 Be（0001）表面上拓扑非平庸表面态引发的各向异性反常电声耦合

局域增强峰。 

研究亮点五：具有零泊松比的电极化超薄铁电体 

生长在[001]这类低指数取向衬底上的钙钛矿氧化物薄

膜已有了系统的研究。相比之下，高指数取向（如[111]取向）

单晶衬底面外对称性较低，对钙钛矿氧化物薄膜的应变及对

称性调控具有更多的灵活性，能够在更深程度打破界面及薄

膜的对称性，诱导引入新的界面结构及新的物理性能。然而，

高指数取向钙钛矿氧化物其表面具有强的极性、严重的表面

重构、以及高的表面能，这些因素限制了高指数取向钙钛矿

功能氧化物薄膜的制备及新结构与性能关系探索。 

利用精密脉冲激光沉积技术，精确调节激光能量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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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生长参数，成功地在 SrTiO3(111)单晶衬底上制备出全共格

[111]PbTiO3高指数铁电薄膜。X 射线衍射和原子尺度像差校

正透射电子显微学研究表明薄膜的共格外延性和强铁电极

化特性，揭示出[111]PbTiO3薄膜具有异常的弹性响应特性和

相组成。该铁电薄膜面内受到衬底约为 2%的压应变而面外

[111]取向晶格却几乎没有弹性形变，薄膜单胞体积和块体值

相比被压缩 4%以上，导致了一种具有铁电自发极化值大于

50 μCcm-2 的单斜[111]PbTiO3 铁电相的产生，且表现出零泊

松比的特性。这一结果对探索新型高指数取向钙钛矿氧化物

薄膜及其建立结构与性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对设计新型抗

压抗剪切薄膜材料具有重要价值。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Adv. 

Fun. Mater.期刊上（2019）。 

 

图 15 SrTiO3(111)单晶衬底上制备出全共格[111]PbTiO3 高指数铁电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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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亮点六：FeSe 薄膜原位抗磁测量 

近期国际研究发现，在 FeSe 薄膜表面吸附上适量的 K

原子，可以改变 FeSe 薄膜的超导能隙的大小。这是因为 K

原子的电负性非常小，很容易转移一部分电子给 FeSe 薄膜。

因此，控制 K 原子的吸附量，即是控制了 FeSe 薄膜所能获

取的电子数量，从而有望达到对 FeSe 超导特性的调控。不

过，仅仅是确定了能隙大小的改变对于超导的研究是不够的。

对一个材料具有超导特性的判断依据是要测量到它的零电

阻和迈斯纳效应（完全抗磁性）。然而，对于表面吸附了 K 原

子的 FeSe 薄膜而言，这种物性测量是很困难的。其原因在于

K 原子具有非常强的化学活性，使得该薄膜样品无法脱离超

高真空环境，也就无法接受传统实验技术手段的物性测量。

上海交通大学量子材料联合研究部刘灿华教授和贾金锋教

授研究团队将普通的 STM 的核心部件进行改造，使其具有

普通 STM 的一切基本功能之外，还能对样品进行双线圈交

流互感的原位测量。 

实验中，对同一块高质量的双层 FeSe 薄膜样品表面进

行了不同覆盖度 K 原子的吸附，并对每个 K 覆盖度下的 FeSe

薄膜采集了多种实验数据，从而得到了一系列实验结果：超

导转变温度 Tc 随着 K 原子覆盖量的增加呈现先升后降的

Dome 型变化，这虽然与众多非常规超导材料很相似，但却

是在 FeSe 衍生超导材料当中首次观察到如此完整而连续的

相变行为；超导能隙与超导转变温度的比值随着 K 覆盖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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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并不是一个恒定的值，这意味着超导配对势无法决定超

导转变温度的高低；超导转变温度与超流密度呈现线性的变

化关系，这意味着相刚度是决定转变温度高低的主要因素。

这一系列实验测量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和调控铁基超导电性。

该成果发表在 Phys. Rev. Lett. 123(2019)257001。 

 

图 16 双原子层 FeSe 掺 K 原位抗磁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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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针对国家重大需求和行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开展深

层次研究，不断产生推动行业技术进步的关键共性技术和新材料。

主要亮点工作如下： 

研究亮点一：百吨级不锈钢环构筑成形 

2019 年 3 月 12 日，世界最大无焊缝奥氏体不锈钢整体环形

锻件在济南成功轧制。该环件直径达 15.6 米，重达 150 吨，首次

实现了百吨级金属坯分级构筑成形，这也是目前世界上直径最大、

重量最大的整锻式不锈钢环形件。 

该巨型环件的特点是整体无焊缝，均质化程度高，组织均匀

性好，将应用于我国第四代核电机组，其成功研制将有力地保障

我国核工业领域重大装备的建设。作为我国第四代核电机组核心

部件的支承环，不但是压力容器边界、安全屏障，而且结构上承

受 7000 吨重量，是整个堆容器的“脊梁”。以往此类巨型锻件国外

均采用多段小坯组焊方式制造，不仅加工周期长、成本高，而且

焊缝位置的材料组织性能薄弱，给核电机组运行埋下安全隐患。

历经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研发了原创的金属构筑成形技术并揭示

了构筑界面的愈合机制和组织演化机理，突破了大锻件“以大制大”

思路的局限，开发出表面活化、真空封装、多向锻造、分级构筑、

整体轧环等系列关键技术，彻底消除了多层金属间的界面，使支

承环锻件构筑界面位置与基体金属在成分、组织、性能上完全一

致，实现了“以小制大”的新型加工制造，大幅提升品质的同时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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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制造成本。该技术被评价为大构件制造领域的一项变革性创

新，已在水电、风电、核电等领域应用，对于推动我国高端装备

的快速发展，保障重大装备核心材料的自主可控发挥了重要作用。

研究成果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科技日报》等媒体上报道，

并入选“壮丽 70 年”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 

 

图 17 无焊缝奥氏体不锈钢整体环形锻件 

研究亮点二：金属硫族化合物碳纳米管复合柔性热电薄膜材

料与器件 

利用亚纳米尺度的碳管束沟槽限制扩散和诱导有序形核以

及薄膜材料的温度选择性晶面生长机理，研究人员首次制备出具

有高度有序显微特征的金属硫族化合物/SWCNT 复合自支撑热电

薄膜材料。该复合材料具有纳米孔隙结构，金属硫化物具有高度

薄膜面织构，相邻纳米晶粒间为小角度取向倾转晶界。高度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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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微结构能降低其对于载流子的散射作用，提高电导率，多尺

度缺陷起到散射声子降低热导率的作用，从而协同提高材料热电

性能。高度有序的微观结构，赋予复合材料良好的热电性能。实

验证明，这种利用 SWCNTs 管束沟槽诱导纳米晶体有序生长机制

同样适用于其他半导体和金属材料体系，这种有序结构对于材料

的物理化学性能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揭示

了利用弱键合原子面间的相对位移是提高材料柔性性能的普适性

机制。基于该复合材料成功制备了柔性微型热电薄膜器件原型件，

实现了平面结构热电器件微纳区域精准控温和毫瓦级环境能量收

集的技术突破。同时，该项研究成果在柔性半导体材料和器件领

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相关结果发表于 Nat. Mater. 18(2019)62，

并被 Web of Science 列入高被引论文。 

 

图 18 金属硫化物-碳纳米管复合柔性热电薄膜材料和微型热电器件结构与性能测试 



SYNL2019 年度简报 

- 34 - 
 

研究亮点三：基于纤维素基元晶体的高性能 Pd 单原子催化

剂 

Suzuki 偶联反应是一种在有机合成工业中的重要反应，并在

制药工业中扮演重要角色。Pd 催化剂是 suzuki 反应的核心，然而

现有商用 Pd 催化剂中过高的 Pd 使用量，不仅造成了过高的使用

成本，同时从催化剂中流失的 Pd 也会造成产物的污染。已有文献

报道指出，只有将催化剂的钯载量降低至低于 100ppm 的水平，

这些反应才能变得更具经济吸引力和安全性。为此，我们选择了

自主开发的纤维素基元晶体（CECs）作为 Pd 催化剂的载体，将

接近 0 价的 Pd 原子以低配位数原位固定在特定的晶面上，获得

了一种兼具高活性和高稳定性的 Pd-CECs 单原子催化剂。利用 X

射线吸收谱，确定了 Pd 的配位方式及价态信息。通过研究 Pd-

CECs 与反应物的中间体信息，确定了该催化剂可以作为 Suzuki

反应发生的催化平台。通过 EXAFS 对氧化加成中间体的表征可

以确定，对卤代烃的活化可以在 Pd-CECs 上原位发生，避免了 Pd

在反应过程中的流失。同时，CECs 作为载体可以使苯硼酸类中间

体活化，进一步提高反应的转化率。该催化剂可以适用于多个种

类的反应物，并可以实现公斤级的催化反应应用，在 20L 的小试

级反应体系下，可以获得超过 15000000 的转化数和超过 300000 

h-1的反应速度。 



SYNL2019 年度简报   

- 35 - 

 

 

图 19 高性能 Pd 单原子催化剂结构、形貌及相关性能 

研究亮点四：多功能热障/环境障涂层的成分和结构设计与

先进制备技术 

系统研究了稀土硅酸盐材料受高温水蒸气和熔融氧化物

(CMAS)腐蚀的典型行为，建立了腐蚀性能变化规律与稀土元素

的密切关联，提出了高温水氧和 CMAS 腐蚀下稀土硅酸盐内禀惰

性新机理。研究结果用于构建目前已知的最全面稀土硅酸盐抗腐

蚀性能数据库，可指导航空发动机用先进环境障涂层的稀土元素

优选及性能精准调控。为了实现本研究部在国际上创新提出的多

功能热障/环境障一体化涂层设计思路，研究工作突破了适用于不

同等离子喷涂工艺的稀土硅酸盐粉料制备技术，解决了国外粉体

制造公司对国内的“卡脖子”禁卖限制；随后采用 PS-PVD 喷涂

技术，成功获得了具有典型热障涂层柱状晶微观结构的稀土硅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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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涂层，相关工作尚未见文献报道；另外，采用大气等离子喷涂

技术，获得了具有典型环境障涂层致密微观结构的稀土硅酸盐涂

层。创新结合这二种涂层的微观形貌与性能特点，将支撑航空发

动机用多功能热障/环境障一体化涂层的技术突破，发展出具有优

异热学和化学匹配性的新型耐高温涂层并在国际本领域处于领跑

地位。相关结果本年度在 Corrosion Sci.、Scripta Mater.、Sci. Rep.、

J. Am. Ceram. Soc.、J. Eur. Ceram. Soc.、JMST 和《中国材料进展》

等发表论文 9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 项。 

 

图 20 多功能热障/环境障图层的设计及工艺技术 

研究亮点五：硅-石墨烯-锗高速晶体管 

1947 年，第一个双极结型晶体管（BJT）诞生于贝尔实验室，

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技术的新时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提高 BJT 的工作频率一直是人们不懈的追求，异质结双极型晶体

管（HBT）和热电子晶体管（HET）等高速器件相继被研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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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难以进一步提高。石墨烯是一种性能优异的二维材料，人们提

出使用石墨烯作为基区材料制备晶体管，其原子级厚度将消除基

区渡越时间的限制，同时其超高的载流子迁移率也有助于实现高

质量的低阻基区。已报道的石墨烯基区晶体管普遍采用隧穿发射

结，然而隧穿发射结的势垒高度严重限制了该晶体管作为高速电

子器件的发展前景。 

研究人员采用半导体薄膜和石墨烯转移工艺，首次提出了以

肖特基结作为发射结的垂直结构的硅-石墨烯-锗晶体管。与已报

道的隧穿发射结相比，硅-石墨烯肖特基结表现出目前最大的开态

电流（692 A cm-2 @ 5V）和最小的发射结电容（41 nF cm-2），从

而得到最短的发射结充电时间（118 ps），使器件总延迟时间缩短

了 1000 倍以上（128 ps），可将器件的截止频率由约 1.0 MHz 提

升至 1.2 GHz。通过使用掺杂较重的锗衬底（0.1 Ω cm），可实现

共基极增益接近于 1 且功率增益大于 1 的晶体管。基于实验数据

的建模预示该器件具备了工作于太赫兹领域的潜力。该项研究工

作极大地提升了石墨烯基区晶体管的性能，为未来最终实现超高

速晶体管奠定了基础，相关研究结果发表于 Nat. Comm., 10 (2019) 

4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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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高速晶体管的设计与制备 

研究亮点六：油气环境下金属材料的 E-pH图及腐蚀预测 

我国西部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面临着世界范围内都极为

罕见的高温、高压、高盐分、高浓度H2S/CO2气体、应力与流体协

同作用的苛刻油气环境的挑战。这是中国特有的腐蚀环境，国外

没有相关研究报道。由于无法预测油管的腐蚀寿命，给设计、管

理和决策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材料腐蚀问题极其严重，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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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十亿计。相图是预测合金显微组织和力学性能最重要的工具，

是金属材料研究中最基础的内容之一。E-pH图是金属腐蚀的电化

学相图，对于腐蚀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建立苛刻油气环境下

的E-pH图，必须考虑高温、高压、腐蚀气体以及Cl-、CO3
2-离子等

多因素耦合的影响，其复杂程度远超出常规E-pH图所考虑的范围。

在国际上，苛刻油气环境下材料的E-pH图一直处于空白状态，对

于材料发生腐蚀的可能性都无法判断。为此，通过校正高温高压

条件下的热力学参数（焓、熵、自由能、热容、离子活度），综合

考虑合金各组元与H2O、Cl-、CO3
2-的共同作用，建立了系列性的

“Fe-Cr-Cl--CO2-H2O”五元E-pH图。在E-pH图的基础上，将原本相

互分散、割裂的Sridhar模型、开路电位模型、点缺陷模型、“花边

-内切”成长模型、Gutman模型有机地整合起来，建立了“压力-温

度-流体-应力”四自由度的腐蚀寿命预测模型。从热力学和动力学

角度，实现对苛刻油气环境下材料腐蚀的预测。这些工作系统回

答了“材料在苛刻油气环境下会不会腐蚀？多久会发生腐蚀？”，

这两个长期困扰我国西部油气资源开发过程中的腐蚀问题。目前

已被中石化西北局用于指导顺北超深油井的选材，相关工作发表

在Electrochim. Acta 293 (2019) 116，J. Electrochem. Soc., 166 (2019) 

C53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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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HP-13Cr 不锈钢 E-pH 图及腐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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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大事记 

2019 年 3 月 28 日，首届建设运行管理委员会、学术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2019年 4 月 26日，成立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党总支。 

2019 年 5 月 6 日，材料设计与计算研究部成立。 

2019 年 6 月 25 日，轻金属材料研究部成立。 

2019 年 12 月 31 日，李依依院士荣获 2019 年度辽宁省科学

技术最高奖；“金属材料的搅拌摩擦焊接与加工基础研究”获辽宁

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