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3 月 15 日 

 



 

 
 

目 录 

概况 ........................................................................................................ - 1 - 

定位及目标。 .............................................................................. - 1 - 

组织结构。 .................................................................................. - 2 - 

新增研究单元的研究方向。 ...................................................... - 4 - 

人员队伍结构。 .......................................................................... - 4 - 

运行经费使用。 .......................................................................... - 6 - 

固定资产。 .................................................................................. - 8 - 

总体运行情况 ..................................................................................... - 10 - 

承担科研任务。 ........................................................................ - 10 - 

科研产出。 ................................................................................ - 10 - 

荣誉及奖励。 ............................................................................ - 11 - 

学术交流与开放共享。 ............................................................ - 12 - 

对外科技合作。 ........................................................................ - 13 - 

公众开放与科学传播。 ............................................................ - 14 - 

大型仪器开放共享。 ................................................................ - 16 - 

园区建设 ............................................................................................. - 17 - 

重要成果选编 ..................................................................................... - 19 - 

年度大事记 ......................................................................................... - 47 - 

 

 



SYNL2020 年度简报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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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体系方面，本年度国家研究中心拥有 12 个研究部，2 个

研究分部。各研究（分）部均依照设定的学科方向，独立开展研

究工作。国家研究中心设立技术支撑部，统筹管理公共分析测试

平台运行；设立科技管理办公室，负责各类型科研项目的运行与

管理；设立办公室，负责其他综合性业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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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国家研究中心的学科体系，2020 年度正

式启动材料力学行为研究部的组建工作，同时启动“第三代半导

体材料”研究分部建设。此外，还进一步创新机制，引进“耐蚀

材料的电化学设计与腐蚀监检测”以及“非晶材料计算”两个研

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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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0年度国家研究中心组织结构图 

 
图 2 2020年度国家研究中心研究单元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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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受金属研究所研究版块调整影响，非晶合金及其复

合材料、金属基复合材料两个研究方向从国家研究中心研究体系

中剥离。 

截止 2020 年底，国家研究中心依托金属研究所拥有 42 个 PI

团队，在香港城市大学、重庆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北大学等

金属研究所以外单位设立 15 个 PI 团队。 

拟新增研究单元的研究方向。 

1. 材料力学行为研究部。 

重点关注材料的力学行为、使役性能及变形失效机理。探索

相关领域国际研究前沿，通过微观组织设计调控，结合实验观察

和计算模拟，揭示材料力学行为本征及其机理。开发具有优异力

学性能的新材料，推动材料科学技术发展。 

2.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研究分部。 

研究分部主要开展大尺寸、高质量氮化镓单晶材料生长与衬

底制备技术开发，极低缺陷密度氮化镓单晶衬底制备过程关键科

学问题研究，氮化镓材料掺杂与电学性能调控机理研究，探索氮

化物材料生长新技术与制备工艺，同质外延共性技术开发与器件

验证，大尺寸、高质量氮化铝单晶生长与装备技术等方向研究。 

人员队伍结构。 

截至 2020 年底，SYNL 现有固定人员 312 人（其中本部 238

人），在读研究生 727 人。固定人员同比减少 10.4%，研究生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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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14.6%；客座研究人员 65。固定人员中科研人员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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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人），专业技术人员 14 人，管理人员 11 人；具有博士学位 242

人（占总人数 77.8%）。学术带头人中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3 人、

2 位美国工程院院士、1 名法国科学院院士。 

SYNL 固定人员年龄结构如图 3 所示。SYNL 本部人员队伍

结构如图 4 所示。 

 

图 3 国家研究中心固定人员队伍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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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国家研究中心本部现有人员队伍结构 

运行经费使用。 

1. 整体使用情况。 

国家研究中心本年度运行经费合计 9600 万元，同比下降 20%；

其中科技部支持 5600 万元，同比下降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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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L2020 年运行经费主要分配如下： 

开放运行费 2145 万元，同比下降 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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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人员

28%

项目聘用

8%

客座人员

6%

研究生

58%

固定人员 项目聘用 客座人员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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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科研费 5200 万元，同比增长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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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用于支持自主研究课题经费 4200 万元，同

比增长近 40%。 

开放合作经费 560 万元，同比下降 60%。主要用于支持 SYNL

本部以外的研究团队日常运行。 

仪器设备费 1695 万元，同比下降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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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国家研究中心 2020年度运行经费分配 

2. 自主研究课题部署情况。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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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运行

22%

开放合作

6%

基本科研

54%

仪器设备

18%

日常运行 开放合作 基本科研 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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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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项、62（50）项和 16（5）项，重点支持青年人才以及仪器设备研

制类项目，累计投入经费合计 4180 万元，较 2019 年度增长近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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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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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底，国家

研究中心总建筑面积为 2.03 万平米，仪器设备总价值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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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2.81 6.76 

2020 2.03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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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家研究中心 30 万元以上设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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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5.1 1189 56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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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运行情况 

承担科研任务。 

2020 年，SYNL 承担各类竞争性研究项目 563 项，其中省部

级以上项目 371 项（占总数的 66%），年度到位经费总额 43588.94

万元。承担的竞争性项目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56 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7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创新研究群体 2 项、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39 项、

国际合作 8 项、国内大型企业合作项目 130 项。 

表 3 国家研究中心 2020 年度在研课题构成情况 

项目来源 MOST NSFC CAS 其他 

课题（项） 59 141 84 280 

经费（万元） 5391.97 2574.01 19627.24 15995.72 

 

科研产出。 

2020 年，SYNL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及会议上发表学术论

文 473 篇，其中被 SCI 检索收录论文 458 篇。发表论文中，在

Science 上发表论文 4 篇，Nature 发表 2 篇；在 Science 及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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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刊独立发表 2 篇，非独立发表 18 篇。截止 2021 年 3 月 10 日，

SYNL 发表论文 6802 篇，总被引频次 260033。 

2020 年，SYNL 共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89 项，获得授权发明

专利 72 项。 

荣誉及奖励。 

2020 年，研究人员荣获各类学术奖励及荣誉 23 项，其中，

“光催化材料的能带与微观结构调控”通过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评

审；“基于铁电极化的量子材料构筑及其亚埃尺度结构特性”通过

辽宁省自然科学一等奖评审；1 人荣获 2020 年度未来科学大奖-

物质科学奖；1 人当选美国金属学会会士；1 人荣获陈嘉庚青年科

学奖；1 人荣获 2020 年辽宁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2020 年，SYNL 有 39 人在 112 个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期刊

任职；53 人在 134 个国内学术组织和学术期刊任职，包括担任

Science 评审编辑，Nature, Acta Materialia 评审，以及 Corrosion 

Communications，Energy Storage Materials，Carbon，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Scripta Materialia 等期刊主编、副主

编、编辑等。 

2020 年，SYNL 共培养的研究生 67 人获得博士学位，40 人

获得硕士学位。其中，3 人的学位论文荣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另有 1 人学位论文入选“中国科技大学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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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与开放共享。 

SYNL 现有博士后、联合培养研究生等各类流动研究人员合

计 157 人。受新冠疫情影响，本年度学术来访人员规模相比往年

大幅缩减。通过“来访学者报告”、“网络学术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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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人次。2020 年共接待国内外来访和短期工作的专家学者

160 人次，公众科学日线上参观 5.4 万人。 

2020 年，SYNL 承担了与法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合

作项目 11 项。主办/承办了“第四届中科院电镜技术联盟交流讲

座”等 6 次国际和国内会议。SYNL 研究人员共参加国际、国内

学术会议 145 人次，其中，受邀做国际会议报告 35 人次，受邀国

内会议报告 110 人次。 

本年度，继续推进“SYNL 青年论坛”实施。2020 年 10 月

15 日至 10 月 16 日，组织召开“金属腐蚀与防护”青年论坛。此

次青年论坛共邀请到来自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学、中山大学、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八研究院等单位的 12 位青年学者，分别就

“数据驱动材料环境失效研究”、“几种铝合金的局部腐蚀问题浅

谈”、“酸比理论在腐蚀与防护研究中的应用”等主题进行深入广

泛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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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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SYNL持续推进和深化与国家重点行业企业的合作，

进一步扩大联合研发中心以及部企联合实验室的规模，提升联合

效能。国家研究中心与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共建联合

研发中心；与辽宁顺通高端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共建高端装备及金

属新材料部企联合实验室。截止年底，国家研究中心现已拥有 3

个联合研发中心，4 个部企联合实验室，对外科技合作体系持续

丰富。 

除上述行业企业以外，国家研究中心还与航天科技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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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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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企业开展实质合作。 

公众开放与科学传播。 

受疫情影响，每年一度的“公众科学日”活动改由线上进行，

今日头条和抖音平台的 5.4 万观众共同参与了此次云上科学日活

动。 

先进钢铁材料研究部介绍了了世界上直径最大、重量最大的

无焊缝整体不锈钢环形锻件；先进炭材料研究部介绍了石墨烯的

原理以及对当前及未来生活的影响。净水材料研究组的科普课程

《净水的奥秘》，以生动直观的实验和幽默风趣的语言对净水材料

进行了介绍，让大众对生命之源的循环利用有了深入的认识。 

通过在线互动的形式拉近了公众与科学的距离，既向社会公

众弘扬了科学精神，传播了科学知识，也展示了我国家研究中心

的科研成果，增进公众对国家研究中心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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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国家研究中心 2020 年度线上公众开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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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细多晶体铜中发现一种新型亚

稳结构—受限晶体结构”、“发现二维层状 MoSi2N4 材料家族”、

“首次在块体非晶态材料中实现加工硬化”等成果在科技日报、

中国科学报、中国青年报、科学网等主要媒体刊载。同时，SYNL

科研成果不断得到材料领域新媒体关注，全年累计报道近 30 次。 

在做好研究成果宣介的同时，SYNL 还不断地对外开展科普

工作以及公众开放接待活动。与沈阳文艺二校教育集团、东北大

学材料学院卓越班等建立对接联系。深入挖掘自身宣传内容，新

增对外接待地点 5 处。全年累计接待外部各类参观人员合计 100

多人次。此外，SYNL 还依托自有公众号持续科普，累计刊发科

普文章 20 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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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系列对外科普与接待参观活动。 

 

图 9 李毅研究员接受辽宁电视台采访 

大型仪器开放共享。 

本年度 SYNL 公共技术平台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全年累计

提供研究与服务机时达 11 万小时，同比下降 28%；年培训学生与

科研人员 1421 人次，与 2019 年基本相当。电镜类设备年度平均

机时达 2136 小时，同比下降 16.5%，但仍为标准负荷 1800 小时

的 120%，依然保持了高负荷运行状态。 

公共技术平台积极落实防控措施，努力克服疫情影响，为科

研工作保持常态提供有效保障，技术平台建设与支撑服务工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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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原子级化学分析像差校正电镜稳定高效运

行，优质成果陆续产出。引入高分辨场发射扫描电镜提高了 EBSD

的分析能力与效率。安装配备氙离子枪的新型聚焦离子束系统扩

展微束加工的能力。添置高温载台附件实现晶粒取向演化的高温

原位分析。配备了用于高温热导率测试的激光热导仪，以及高温

和小载荷疲劳试验机。通过技术创新项目支持，实现了原位加载

的 X 射线衍射表征。射线三维成像技术则发展了断裂缺陷提取和

迭代重构等新方法。新安装的液相色谱质谱联用谱仪以及微米聚

焦 X 射线荧光谱仪将为液相和固相的组成成分分析提供先进有

效的技术手段。 

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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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投入 1695 万元购置包括球差和高

分辨透射电镜， 场发射透射电镜、场发射扫描电镜、固体核磁共

振谱仪以及综合物性测量系统，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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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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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规划建设的所有建筑已全部实现封

顶；各建筑内部二次结构砌筑已近完工；楼宇外装饰工程、暖通

工程、消防工程、弱电工程以及园区市政都已按计划节点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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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内部精装修设计以及园区景观设计同步进行。预计 2021 年

下半年具备入驻条件。 

  

图 10 创新路园区施工现场（2020 年 1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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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亮点工作如下： 

1.新型高强高稳定性亚稳态固体结构—受限晶体 

金属通常以多晶体形式存在，内部包含大量晶界面；由于晶界区原子

往往呈杂乱无序的排列，使多晶体的稳定性远低于完整晶体（单晶体）。晶

粒尺寸越小晶界原子比越大，多晶体的稳定性就越低。对于某些金属合金，

当晶粒尺寸减小到足够小时（通常为几纳米），整个多晶体结构失稳，形成

一种亚稳的非晶态固体。但通常非晶固态只在有限的合金成分范围内才能

形成，所以材料科学和凝聚态物理领域长期以来存在一个重要的基础性问

题：在多晶体晶粒尺寸不断减小接近某极限值（如原子尺寸）前是否还存

在别的亚稳态结构？ 

本工作利用大量精细实验并结合模拟计算发现，当晶粒尺寸降低到几

纳米时，纯金属铜多晶体会形成一种新型亚稳结构——Schwarz crystal（受

限晶体）结构。采用两步低温塑性变形技术，成功将纯铜晶粒尺寸降低至

10 nm 以下；结合实验观察和分子动力学模拟，发现这种极细晶粒之间的

界面具有一种极小界面结构特征，被称为 Schwarz-D 界面，其平均曲率为

零，结构稳定性很强。同时，晶粒中大量低能孪晶界又进一步约束了这种

极小界面，使其稳定性更高。因此，这种具有孪晶限制的极小界面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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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晶体（简称为“受限晶体”）能够表现出极高的热稳定性和力学稳定性。  

受限晶体结构的发现为探索固态物质结构基本特征及其新性能开辟了

一个全新空间，也为研发高稳定性金属材料及制造工艺提供了新的机遇与

挑战。相关论文发表于 Science, 370 (2020) 831。 

 
图 11. (a) 受限晶体 Cu 形貌图；(b) 分子动力学模拟受限晶体结构图；(c) 呈现截角八面体特征的极

小尺寸晶粒形貌及模拟对应结构；(d) 纯 Cu 晶粒粗化温度与强度随晶粒尺寸的变化，受限晶体呈现

出接近熔点的超高稳定性和接近理想强度的高强度。 

2.块体非晶合金的加工硬化行为 

加工硬化，即材料随变形量的增加而增强的力学行为，它反映材料在

均匀塑性变形区抵抗进一步变形的能力，是工程材料力学行为最重要的现

象，也是金属作为结构材料广泛应用的重要依据。非晶合金，也称金属玻

璃，在最近的几十年中一直是先进金属材料领域的研究重点。尽管非晶合

金具有许多优异的机械性能（高屈服应力，高韧性和破纪录的“损伤容忍

度”），但其致命弱点却是缺乏加工硬化。与传统晶体材料不同，它们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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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一直认为是剪切带主导的非均匀变形，应变软化而非加工硬化一直被认

为是它们的本征变形机制。这直接导致了其形变的高度局域化和室温脆性，

成为非晶合金的致命弱点和瓶颈问题。 

 

图 12. (a) 利用三维压应力的方法使块体非晶合金产生大范围、高程度的回春，获得高能态的块体

非晶合金；(b) 回春态块体非晶合金在单轴压缩时的加载-卸载-再加载曲线和真实应力-应变曲线

（插图）。 

我们首先通过三维压应力的方法使块体非晶合金产生大范围、高程度

的回春，开发出最高能量状态可堪比冷速为 1010 K/s 的新型非晶合金（Nat. 

Commun. 2018）。基于该回春态非晶合金，首次实现了块体非晶合金在单轴

拉伸/压缩时的加工硬化（图 12）。非晶合金的硬化速率远高于任何常见的

晶体金属体系。在加工硬化阶段，试样表面观察不到任何剪切带，表明此

阶段是均匀流变过程，这完全不同于传统非晶合金依靠剪切带的变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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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回春态和传统铸态块体非晶合金在变形前后的结构和能量状态变化时

发现，回春态非晶合金在加工硬化过程中硬度和能量显著降低，并伴随着

结构的有序化，与传统铸态非晶合金形变软化和能量升高的变形过程完全

相反。这一研究结果不仅打破了对非晶态材料形变软化的固有认识，也为

自 1934 以来 G.I. Taylor 提出的材料形变理论增添了新内容。该研究结果发

表在 2020 年 Nature 上。 

3.发现二维层状 MoSi2N4材料家族 

以石墨烯为代表的二维范德华层状材料具有独特的电学、光学、力学、

热学等性质，在电子、光电子、能源、环境、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目前广泛研究的二维层状材料，如石墨烯、氮化硼、过渡金属

硫族化合物、黑磷烯等，均存在已知的三维母体材料。探索不存在已知三

维母体材料的二维层状材料，可极大拓展二维材料的物性和应用，具有重

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 

先进炭材料研究部石墨烯等二维材料研究团队发现，在化学气相沉积

生长非层状二维氮化钼的过程中，引入硅元素可以钝化其表面悬键，从而

制备出一种不存在已知母体材料的、全新的二维范德华层状材料 MoSi2N4，

并获得了厘米级单层薄膜。单层 MoSi2N4包含 N-Si-N-Mo-N-Si-N 7 个原子

层，由两个 Si-N 层夹持单层 MoN（N-Mo-N）构成。他们进一步与陈星秋

和孙东明研究组合作，发现该材料具有半导体性质（带隙约 1.94 eV）和优

于 MoS2的理论载流子迁移率，还表现出优于 MoS2等单层半导体材料的力

学强度和稳定性；并通过理论计算预测出了十多种与单层 MoSi2N4 具有相

同结构的二维范德华层状材料，包含不同带隙半导体、金属和磁性半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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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作不仅开拓了全新的二维层状 MoSi2N4 材料家族，拓展了二维材

料的物性和应用，而且开辟了制备全新二维范德华层状材料的研究方向，

为获得更多新型二维材料提供了新思路。 

该工作于 2020 年 8 月 7 日发表在《科学》（Science, 369 (2020)  670）

上，被石墨烯发现者、诺贝尔奖获得者 KS Novoselov 教授评价为“二维材

料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图 13. 二维层状 MoSi2N4材料及其性质。 

4.发现空位诱导的二维材料薄膜超快离子传输化 

纳米孔道中的离子传输对能量存储和转换应用至关重要，如质子和锂

离子传导膜分别是燃料电池和锂离子电池的关键材料。杜邦公司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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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fion 膜是目前最常用的商业质子传导膜，它以磺酸基为质子供体中心，

质子通过在纳米孔道中形成的水分子网络来进行传导，质子传导率可达 0.2 

S/cm。然而，在高温（>80 ºC）和/或低湿条件下，由于含水量的降低，其

性能会发生严重衰减。近年来，人们又发展了多种质子传导膜，包括基于

MOF、生物材料和氧化石墨烯的膜材料。这些膜材料也均以官能团（如磷

酸基、羧基、羟基等）作为质子供体中心，但其性能较 Nafion 膜仍有很大

差距。 

我们制备出一类由二维过渡金属磷硫化物（MPX3，其中 M = Cd、Mn、

Fe、Co、Ni、Zn、Cr 等，X = S 或 Se）纳米片组装而成的膜，发现过渡

金属空位使该类薄膜具有超快的离子传输性能。例如，Cd0.85PS3Li0.15H0.15薄

膜为质子传输占主导的离子导体，在 90 ℃和 98 %相对湿度条件下的传导

率高达 0.95 S/cm，是目前已报道的水相质子传输材料的性能最高值，并且

在低温、低湿条件下仍保持了很高的质子传导率。进一步研究发现，Cd 空

位不仅提供了大量的质子供体中心，而且使该薄膜具有优异的水合性质，

且质子在水分子的存在下易于从空位处脱附，从而使薄膜表现出优异的质

子传导特性。此外，我们还发现 Cd0.85PS3Li0.3和 Mn0.77PS3Li0.46薄膜具有超

快的锂离子传导特性，证明了空位诱导离子快速传输的普适性。 

空位诱导离子快速传输为设计与开发高性能离子传导膜提供了一种新

思路。该工作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发表在《科学》 （Science, 370 (2020) 

596）上，《Science》同期配发了 Perspective，以“Speeding protons with metal 

vacancies”为题对该工作进行了评述和展望。 



SYNL2020 年度简报   

- 25 - 
 

 
图 14. Cd0.85PS3Li0.15H0.15纳米片组装膜及其离子传输性能（98%相对湿度） 

5.铁电材料中发现周期性半子晶格 

拓扑畴结构具有拓扑保护性，可使数据得以长时间保存，在非易失性

存储器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然而，铁电材料中的拓扑畴一般都包含本

体对称性不允许的连续极化旋转。如何突破铁电极化与晶格应变的相互制

约，实现极化旋转与晶格应变的有效调控，获得有望用于超高密度信息存

储的结构单元，是当今铁电材料领域面临的一个基础性科学难题。 

半子是拓扑荷为±1/2 的非平面型拓扑畴结构。本课题组在前期应变调

控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像差校正电子显微成像并结合相场模拟，在外延生

长在 SmScO3衬底上的超薄 PbTiO3薄膜 (5 nm) 中不仅发现面内汇聚型和

面内发散型半子，而且发现反半子结构，以及半子与反半子组合后发生湮

灭所形成的拓扑荷为零的畴结构。通过对像差校正显微图像中离子位移的

定量分析，发现半子和反半子按照一定的规律形成晶格 (会聚型半子形成

8 nm×8 nm 的二维周期性正方晶格)。相场模拟表明形成半子晶格有利于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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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体系的弹性能，从而使得包含半子晶格的模型比随机分布的半子模型能

量更低。 

该项工作进一步完善了通过失配应变调控铁电材料拓扑畴结构的重要

性和有效性，对探索基于铁电材料的高密度非易失性存储器件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新型铁电拓扑畴得以在实空间以直观的形式呈现，这表明具有

亚埃尺度分辨能力的像差校正电子显微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量分析是科

学家认识物质结构和自然规律的有力手段 (Nat. Mater., 19 (2020) 881)。 

 
图 15. (a) 根据 TEM 实验结果构造的极性半子阵列的概略图；(b) 一个极性半子的截面图，从中可

以看出汇聚向上的极化构型；(c) 半子阵列的平面图，其中用圆圈标出了汇聚型半子的位置；(d) 一

个汇聚型半子的平面图；(e) 半子阵列的示意图；(F-I)相场模拟得到的汇聚型 (f)、发散型 (g) 半子

和极化向上型 (h)、极化向下型 (i) 反半子的三维极化构型 (j-m) 半子和反半子的拓扑密度分布图，

对应于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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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快速升温大幅提高 Cu纳米晶热稳定性 

纳米金属由于引入了大量的晶界而导致稳定性差。一般而言，纳米晶

的晶粒长大温度远低于粗晶的再结晶温度，一些纳米晶纯金属甚至在室温

下即发生长大。稳定性差已经成为限制纳米金属制备和应用的主要瓶颈。

传统的稳定纳米晶方法主要是通过合金化来降低界面能或对晶界迁移形成

拖曳作用。  

前期研究发现在塑性变形制备的纳米晶热稳定性存在反常晶粒尺寸效

应，即小于某一临界尺寸时，随着晶粒尺寸减小，纳米晶的稳定性不降反

升，其原因是制备过程中材料的变形机制由全位错主导转变为不全位错主

导，使晶界发生了机械变形诱导的弛豫机制（Science, 360 (2018) 526）； 然

而，机械诱导晶界弛豫只发生在较小尺寸纳米晶（铜中小于 70nm）。本工

作发现，利用快速升温可以在纳米晶铜中引入孪晶，实现纳米晶晶界的“热

弛豫”，提高纳米晶热稳定性。依据 Kissinger 效应，增加升温速率，能够

提升晶粒长大温度，而不显著影响退火孪生温度。因此采取快速升温可能

既避免晶粒长大，又产生生长孪晶。实验中晶粒尺寸 80 nm 左右的纯 Cu，

以 160 K/min 的速率快速升温至 523 K 再冷却，材料晶粒尺寸没有明显变

化，而孪晶数量明显增加。与变形孪晶一样，这些生长孪晶也可以弛豫晶

界，增强纳米晶的热稳定性。热驰豫后纳米晶的明显长大温度从原来的低

于 393 K 升高至 773 K 以上。  

快速升温提高纳米晶稳定性的热弛豫方法可以用于提高一般严重塑性

变形所获得的亚微米和纳米晶的稳定性，对于发展高稳定纳米材料和推动

纳米金属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该项工作发表于 Sci. Adv., 6 (2020) eaaz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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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a)梯度纳米结构 Cu 制备态、1K/min 退火态、160K/min 退火态样品截面形貌；(b, c)制备态及

160K/min 升温速率退火态样品中~80nm 晶粒的晶界特征分布；(d, e)纯 Cu 晶粒显著粗化温度与晶粒

尺寸的关系，T-GBR：热诱导晶界弛豫，M-GBR：机械诱导晶界弛豫。，快速升温热处理终了温度均

为 523 K。 

7.复杂陶瓷材料“多层级”热输运机制的理论研究及方法探索 

复杂结构晶体材料热输运机制的基础理论研究及热导率预测方法的探

索对于隔热材料（例如航空发动机热障涂层、热电材料、保温材料等）设

计和隔热性能优化至关重要。当前固体材料热输运研究领域通常采用经典

玻尔兹曼输运方程（Boltzmann transport equation, BTE）描述材料的晶格热

导率（κL），然而该理论无法准确描述晶体结构和化学成分复杂的晶体材料

中 κL随温度升高逐渐趋于平缓（κL∝T-n, n<1）的典型特征。 

本工作发现，基于 BTE 理论将严重低估复杂结构晶体材料（例如锆酸

盐、硅酸盐等）在高温阶段的晶格热导率数值，其根本原因在于材料中一

些平均自由程（MFP）小于晶格常数或原子间距的特殊晶格振动模式的热

输运行为不能再用经典 BTE 理论来描述。研究创新地提出“双声子热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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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将材料热输运描述为 MFP 较大的“常规声子”形成的平面波特征

传热通道以及 MFP 较小的“扩散型声子”形成的扩散特征传热通道的叠

加。该模型可以合理描述材料的本征 κL∝T-n（n<1）趋势，以及不同类型

晶格振动模式对材料 κL的差异化贡献，并揭示了扩散传热通道对这类材料

高温热导率的重要贡献。 

本工作的研究意义和创新点在于：（1）揭示了经典 BTE 理论对于预测

复杂结构晶体材料热输运行为的局限性及物理根源；（2）提出的“双声子热

输运模型”阐明了复杂结构晶体材料热输运存在多层级特征，加深了晶体材

料热输运理论的认识，为复杂陶瓷材料热输运行为的准确描述和晶格热导

率的准确预测提供了基础理论和方法创新。 

研究结果发表于 Nat. Commun., 11 (2020) 2554 和 Scripta Mater., 194 

(2021) 113704。 

 
图 17. 典型复杂结构热障/环境障涂层材料 Yb2Si2O7的多层级热输运机制。（左）“常规声子”与“扩

散型声子”的热扩散系数；（右）采用“双声子热输运模型”定量揭示常规声子主导材料的低温热传

导，而扩散型声子对于高温热传导具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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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层状晶体 CuP2的反常热传导现象 

热传导是自然界中最基本的物理现象之一。高热导率的材料在电子元

器件热管理、制冷系统散热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低热导率的材料则通

常用来构筑绝热环境。晶格作为固体中最基本的导热载体之一，其热导率

可由公式𝜅𝑙𝑎𝑡 =
1

3
𝐶𝜈2𝜏描述，其中 C 为固体比热、v 为声子速度、τ为声

子寿命。显然，声速越高的材料热导率越高。 

研究发现层状晶体 CuP2具有与 GaAs 相仿的声速，但其晶格热导率较

GaAs 低一个数量级，室温下只有约 4 W m-1 K-1，见图 18b。针对这一反常

现象，功能材料与器件研究部研究人员利用非弹性中子散射技术系统地研

究了该晶体的晶格动力学，从原子尺度揭示了其物理起源。利用美国橡树

岭国家实验室散裂源（SNS）的衍射仪 POWGEN，研究了材料晶体结构。

如图 18a 所示，CuP2是由 P 原子的网络层与 Cu 原子层交替堆叠而成，Cu

原子在体系内以孤立原子对形式存在。利用日本高能同步辐射装置 SPring-

8 的 BL04B2 谱仪，获得了材料的对分布函数，证明该材料不存在原子无

序，排除了无序对声子的散射。综合利用澳大利亚核科技组织（ANSTO）

的飞行时间谱仪 Pelican 和三轴谱仪 Taipan 选定（200）、（022）和（111），

研究了材料的晶格动力学，实验与理论计算得到的色散关系完全吻合。研

究表明，Cu 原子对在 bc 面内呈现 rattling 振动模式，低温下约为 11 meV，

随温度的升高急剧软化，具有强烈的非简谐性，见图 18c。同时也表现出所

谓的“anti-crossing”特征，表明该 rattling 模式强烈地散射声学声子，抑制

其晶格热传导。 

本研究完整呈现了材料的晶格动力学图像，揭示了该材料出现反常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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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导的根本原因， 同时 CuP2 晶体兼具高声速和低热导率，有望用于构建

具有良好刚性要求的绝热环境。这一结果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以“Dimer 

rattling mode induced low thermal conductivity in an excellent acoustic 

conductor”为题发表于 Nat. Commun., (2020) 115197。 

 
图 18. a. CuP2的晶体结构 b. CuP2的晶格热导率. c. CuP2的声子色散关系。 

9.凝固形核控制生长阶段的发现 

晶粒生长是凝固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经典凝固理论认为晶粒的生

长有两阶段，稳态自由生长和碰撞生长（图 19a）。然而，由于形核发生的

时间短（-ns），尺度小（-nm），致使从形核至稳态自由生长之间跨越尺度

大，实验研究极为困难，至今，形核与稳态生长之间尚存在理论空白。通

过 Al-4wt.%Cu 合金 3D 大尺度形核与生长的统一化定量相场模拟，我们发

现，不同形核过冷度下，晶粒早期的生长速率都出现了随着过冷度的增加

先快速增加又减小的反常现象，与经典稳态自由生长理论完全不同，而后

又逐渐增加逼近并与经典理论预测重合。因此，在稳态自由生长之前还存

在着形核控制的生长阶段，而且该阶段被不同原位观察实验中不同晶粒的

生长动力学所证实。基于此，我们建立了从临界晶核至生长结束的整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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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动力学理论（图 19b），填补了形核后晶粒生长理论空缺。在形核控制

生长阶段我们还发现存在着与形核过冷度有关的指纹特征信息（t4 时刻极

小特征值），并且该特征信息无论在时间（-10s）还是空间(-100μm)尺度上

都易于被实验观测。依据这种特征信息与形核过冷度的关系，我们提出了

测定形核过冷度的动力学新方法。这种方法将为形核理论自 19 世纪末提出

以来，临界形核过冷度不能精确测定的难题提供一种新的潜在解决方案。

采用这种新方法，我们得到了实验中每个晶粒的形核过冷度，首次实现了

原位观察实验的 3D 全尺寸定量相场模拟，进一步验证了所发现的晶粒生

长动力学三阶段过程，以及所测定的形核过冷度准确性。 

 

图 19. 合金凝固晶粒生长动力学示意图。（a）经典凝固生长动力学；（b）新发现的晶粒生长三阶段

动力学过程。t1至 t6 是生长动力学和晶粒形貌的特征转变点。 



SYNL2020 年度简报   

- 33 - 
 

10.金属的高压细晶强化 

研究背景：金属材料的强度往往伴随晶粒尺寸的减小而增加，然而当

晶粒尺寸小于某临界尺寸（~10-15 纳米）时，纳米金属由于大量晶界的存

在会出现软化现象。一般认为这一软化过程是由于塑性变形机制由位错主

导向晶界滑动主导转变所致。然而，利用传统拉伸或硬度测试方法通常很

难准确测量晶粒尺寸小于 15 纳米材料的机械性能，因而对于晶粒尺寸更细

的纳米金属而言，其强度是否遵循反 Hall-Petch 关系仍缺乏最直接和有效

的证据。 

研究结果与创新点：（1）揭示了晶粒尺寸从 200 nm 到 3 nm 的纳米纯

镍中持续存在的高压强化现象。（2）在晶粒尺寸 3 纳米纯镍样品中获得了

4.2 GPa 的超高屈服强度，比常规商业纯镍强度提高了 10 倍，同时实现了

最大流变应力 10.2 GPa。（3）高压细晶强化效果来源于高压引起的全位错

和不全位错的强化、以及晶界塑性变形的抑制。 

研究意义：刷新了人们对纳米材料强化中临界晶粒尺寸现象的认识，

重新激发通过调控材料的晶粒尺寸和微观结构获得超强金属的探索。 

 
图 20. (a) 高压变形条件下纯镍样品强度随着晶粒尺寸减小而持续提高；(b) 高分辨电镜照片显示平

均晶粒尺寸 3 纳米纯镍样品的变形组织与位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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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冷变形 Fe42Mn38Co10Cr10高熵合金中的复杂层错及层错构型的原子尺

度研究 

研究背景：具有低层错能的面心立方材料的塑性变形过程与层错密切

相关。因此，对层错及层错参与反应后形成的层错构型进行研究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文献已经报道了在具有低层错能的材料中全位错倾向于分解

成两端连接不全位错的内禀层错。当位于不同滑移面的层错相遇发生反应

会形成不可动层错构型，阻碍了其他位错的移动。目前的研究工作已经报

导了 2 种内禀层错，1 种外禀层错，2 种由内禀层错反应形成的 V 形层错

构型，以及 1 种由内禀和外禀层错反应的 V 形层错构型。然而，现有研究

缺乏在原子尺度下系统地表征这些层错及其构型，在近年来新兴的高熵合

金中更是鲜有报道。与只含有一种主要元素的传统金属及合金相比，新兴

的高熵合金含有多种主要元素，参与其变形过程的层错及层错构型亟待理

解。本研究针对具有低层错能的面心立方 Fe42Mn38Co10Cr10 (at.%)高熵合金，

采用原子分辨率的 HAADF-STEM 成像技术，在原子尺度揭示了该高熵合

金中的层错及层错构型的结构。本研究报道了冷变形后的组织包含至少 4

种内禀层错，2 种外禀层错以及 17 种层错构型（V, Z, U, T, X 形），从而大

大促进了对高熵合金中的复杂层错及层错构型的认识。 

研究结果与创新点：（1）首次报道了 2 种新型层错及 13 种新型层错构

型。（2）通过在原子尺度系统地表征层错及层错构型，证实了两相接层错

由压杆位错相连和两相交层错由压杆位错偶极子相连的猜想。（3）柏氏矢

量分析表明层错及层错构型的形成机制是位错分解及合成反应，意味着可

能存在更复杂的层错及层错构型。 

研究意义：在原子尺度系统表征了高熵合金中层错及层错构型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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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对高熵合金冷变形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缺陷的理解。 

 
图 21. 冷压缩 Fe42Mn38Co10Cr10高熵合金中的 V 形层错构型。(A, E, I) 三个含有相同 1/6[110]压杆位

错且为锐角的 V 形层错构型的 HAADF-STEM 像；(B-D, F-H, J-L) 对应于(A, E, I)构型中不全位错的

高倍 HAADF-STEM 像；电子束方向沿[110] 。S 和 F 分别代表柏氏回路的起点和终点，其附近的白

色箭头指向柏氏矢量方向。 

12.在 0.38K下拓扑晶体绝缘体超导能隙内多重束缚态的探测 

由于在 Majorana 零能模、拓扑量子比特等量子科学与技术领域具有重

要的研究前景，拓扑超导体的研究正在快速发展中。含有 Majorana 零能模

的拓扑超导体已经在超导的拓扑绝缘体比如 Bi2Te3 类拓扑绝缘体/NbSe2 异

质结、一些铁基超导体、过渡金属硫族化合物 2M WS2 中被实验观测到。

与受时间反演不变性保护的拓扑绝缘体不同，拓扑晶体绝缘体具有受晶体

对称性保护的拓扑表面态。具有 NaCl 晶体结构的四六族 SnTe 类半导体材

料已被证实是拓扑晶体绝缘体，其具有多重的表面Dirac型的拓扑表面态。

最近，理论预言超导的拓扑晶体绝缘体是一种含有 Majorana 零能模的新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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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拓扑超导体。由于 Majorana 零能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受晶体对称性的阻碍，

从而可以在单个磁通中实现多重 Majorana 零能模。拓扑晶体绝缘体的体超

导电性能够通过掺杂和超导近邻效应实现。紧束缚模型预言超导的拓扑晶

体绝缘体在超导能隙内还具有多重的表面 Andreev 束缚态。然而，这些拓

扑晶体绝缘体所独有的特征还没有被实验观测到，这是由于要制备出掺杂

合适的样品以及在大约 1 meV 的超导能隙内表征拓扑表面态是非常困难

的。 

 
图 22. Sn1-xPbxTe-Pb 侧向异质节 dI/dV 谱的测量。(a)原子级平整的 Sn1-xPbxTe-Pb 异质节的 STM 图。

(b)在(a)中绿点位置处测的一系列 dI/dV 谱。(c)为与(b)中相应 dI/dV 谱的放大图。超导能隙内的束缚

态用绿色短线 P1-P3标记。 

在本工作中，高分辨的扫描隧道显微镜和谱对 Sn1−xPbxTe-Pb 异质结进

行了测量。原子级平整的侧向异质结用分子束外延制备。拓扑晶体绝缘体

Sn1−xPbxTe-Pb 和普通超导体 Pb 的本征的超导电性都可以直接被探测到。

为了增加能量分辨率，实验用到超导针尖以及极低温 0.38 K。超导能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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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间距约 0.3 meV 的共振峰 (图 22)。原位的低温 STS 研究首次证实超导

的拓扑晶体绝缘体超导能隙中存在由拓扑表面态引起的多重束缚态。实验

结果支持超导的拓扑晶体绝缘体 Sn1−xPbxTe-Pb 异质结中存在奇宇称 A1u配

对的拓扑超导电性。该工作发表在 Phys. Rev. Lett., 125 (2020) 136802。 

13.精准调控纳米石墨烯的磁性 

磁性纳米石墨烯具有易于调控的磁基态、长量子相干长度，长量子相

干时间等独特的性质，在量子信息、量子计算及自旋电子学方向具有潜在

的应用价值。理论上，E. Lieb 在 1989 年利用 Hubbard 模型提出 Lieb 定理，

该定理预测在子格不对称的石墨烯纳米结构中存在高度可调控的磁性，但

是实验上确定性的证实纳米石墨烯的磁性一直是一个科学难题。由于纳米

石墨烯的磁性与原子结构高度相关，实验上主要的难点在于制备结构原子

级精确的样品。借助表面化学合成方向的突破，利用跨学科的优势，我们

解决了磁性纳米石墨烯合成与表征方向的科学难点。通过设计分子前驱体，

在金表面上制备出了多类具有结构原子级精确的磁性纳米石墨烯结构。并

利用最新原子力显微镜技术，对合成出来的纳米石墨烯结构进行了精准的

表征，得到了单个化学键量级的分辨，确定性地证实了相关结构是原子级

精准的（图 23）。利用扫描隧道显微镜微分隧道谱技术，我们证实该纳米石

墨烯单体具有净自旋 S=1/2。实验结果表明该自旋离域在整个分子上，这一

点是碳基材料磁性与传统无机金属（d-,f-电子）磁性的一个重要区别。我们

进一步将两个磁性纳米石墨烯分子，通过表面耦合反应形成不同结构的双

自旋二聚体，对两个自旋之间磁耦合强度及其磁耦合方向的精准调控。我



SYNL2020 年度简报 

- 38 - 
 

们发现增加自旋密度交叠，可以达到高达 42 meV 的磁交换强度，这为后

续设计能在室温条件下工作的自旋电子器件提供了可能。相关工作发表在

Nat. Commun., 11(2020)6076。 

 
图 23. (a) 磁性纳米石墨烯单体的化学结构，理论计算的自旋密度，原子力显微镜结构表征图，及电

子态密度分布图。(b) 在双自旋系统中实现铁磁耦合的磁基态，并可以对磁交换强度进行调控。(c) 

在双自旋系统中实现反铁磁耦合的磁基态。 

14.镍基间隙碳原子调控实现高效乙炔催化加氢 

非贵金属乙炔选择性加氢催化剂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并已取得一些重

要进展，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制备工艺困难、活性较低、选择性不足

等。因此，设计和合成新型高效非贵金属乙炔选择性加氢催化剂是科学研

究和工业生产中的难点和重点。此外，催化剂的设计高度依赖于构效关系

的建立，而结构的准确解析是其首要问题。以往对催化剂结构的表征通常

基于非原位手段，但是一些敏感型催化剂在空气中会与氧气等发生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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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导致结构变化，因此非原位手段获取的结构与真实催化环境下的活性

结构存在差异，给理解催化机制和建立构效关系带来困难。近年来，原位

技术的发展使化学环境中催化剂活性结构及其演变的表征成为可能，相关

研究结果极大的推动了结构解析及催化机制认知。 

 
图 24. 间隙碳原子调控策略、Ni3ZnC0.7结构形成表征及乙炔加氢反应性能。 

本工作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首次通过引入锌原子对镍的电子结

构和八面体间隙体积进行精确调控，捕捉了乙炔在镍基纳米粒子表面自发

吸附、解离并进入形成间隙碳化物 Ni3ZnC0.7结构的完整过程。采用原位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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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衍射、原位同步辐射和透射电子显微等研究手段对催化剂结构及其演

变进行了表征，发现间隙碳原子通过与六个镍原子的配位，可有效调控镍

的原子间距离和电子结构，提高其在乙炔选择性加氢反应中的选择性和稳

定性，该工作为高效非贵金属加氢催化剂的设计和制备提供了新思路。相

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Nat. Commun., 11 (2020) 3324。 

15.纳米结构金属材料的结构与力学性能 

金属材料是工程应用中极为重要的结构材料，其在纳米尺度下往往能

观察到丰富的微观结构，这些纳米结构与材料性能密切相关。因此，纳米

结构设计是发展高强高韧金属材料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通过纳米结

构的可控制备提升金属材料力学性能的工艺越发成熟，而且各种新型纳米

结构也不断涌现，主要是通过多种手段调节控制材料在原子、纳米、微观、

介观、宏观等多尺度的化学、物理及拓扑非均匀性来实现应变非局域化及

高强高韧力学性能的优化。得益于此，金属结构材料的力学性能提升到了

新高度。特别是当纳米结构的特征尺寸细化至 10 纳米以下时，材料的微观

变形机制会发生显著变化，比如超纳双相材料的实现使材料的力学性能得

到进一步提升。有鉴于此，我们提出将 10 纳米作为关键尺度，命名该尺度

以下的纳米结构为超纳结构，并强调这是纳米结构金属材料的新领域。 

通过梳理高性能纳米结构金属材料的制备工艺及其强韧化机理的最新

进展，我们指出纳米/超纳结构具有拓扑、物理或化学性质方面的异构性特

征。纳米/超纳尺度下的异构设计是金属结构材料力学性能优化的重要核心。

我们提出了该领域面临的重要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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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精准调控纳米/超纳结构的工艺，实现纳米结构金属材料工

艺与结构关系的定量可调； 

（2）发展关联工艺参数与纳米/超纳结构形成规律的制备理论； 

（3）结合实验表征、计算机模拟和理论模型系统地研究纳米/超纳结

构的强韧化机制； 

（4）金属结构材料中同时存在多种纳米/超纳结构时，揭示不同微结

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5）在系统建立纳米结构金属材料“工艺-结构-性能-机制”关系的基

础上，发展能够满足工业应用的制造工艺。 

 

图 25. 金属材料中化学、物理和拓扑非均质性的一些代表示意图。 

16.高活性低硅铝比中空 ZSM-5沸石催化剂研究 

ZSM-5 型沸石由于其微孔结构和可调变的硅铝比，作为一种具有择形

性的固体酸催化剂，在石油裂解、石化产品精制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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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如何提高反应物对沸石酸性位的可接触性进而提高其催化性能，始终

是近几十年以来沸石催化剂领域的研究重点，中空化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

一条重要途径。拓扑结构重构——仅含四配位骨架铝的 ZSM-5 沸石母相

（正交晶系）在有机胺中经溶解、再结晶形成中空 ZSM-5 沸石，是现有制

备中空 ZSM-5 沸石的基本策略。沸石母相中的四配位铝结构对其溶解有着

显著的抑制作用，使该策略只适用于制备硅铝比高于 40 的中空 ZSM-5 沸

石。合成更低硅铝比的中空 ZSM-5 型沸石，使低硅铝比 ZSM-5 沸石的催

化性能得到显著提高，仍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为打破四配位骨架铝结构对 ZSM-5 沸石母相溶解的抑制，我部科研人

员提出了“晶型与拓扑结构同时重构”合成低硅铝比中空 ZSM-5 沸石催化

剂的全新策略。该策略通过沸石前躯体的快速老化一步合成非四配位骨架

铝的 ZSM-5 沸石母相（单斜晶系），再利用溶解、再结晶将非四配位骨架

铝转化为四配位骨架铝，从而制备出硅铝比低至 16 的中空 ZSM-5 型沸石

（正交晶系）。研究发现，非四配位骨架铝单斜晶系沸石母相较之于四配位

骨架铝正交晶系沸石母相更容易在低浓度有机胺中溶解，是获得低硅铝比

中空 ZSM-5 型沸石催化剂的基础。催化活性实验表明，硅铝比 16 的中空

ZSM-5 型沸石在碳氢化合物裂解中，尤其是在大分子碳氢化合物裂解中表

现出高活性、高稳定性和高丙烯选择性的显著优势。脉冲场梯度核磁共振

（PFG-NMR）表征结果则表明，低硅铝比中空 ZSM-5 型沸石所具有的优

异催化性能来源于低硅铝比沸石中的高酸性位密度和中空结构良好传质性

能的协同作用。该研究成果作为 VIP 文章在化学顶级期刊 Angew. Chem. Int. 

Edit., 59 (2020) 19478 在线刊登。中国科学院官方网站对这一发现的科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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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给予高度评价。更为重要的是，该策略还能用于制备高骨架钛含量中空

钛硅分子筛（TS-1）和开放介孔结构的 TS-1 型钛硅分子筛的制备。相关研

究成果在 Catal. Sci. Technol., 8 (2018) 2211 和 Micro. Meso. Mater., 305 (2020) 

110397 上发表，并申请中国发明专利（CN 201910340331.2.）。 

 
图 26. ZSM5-0.1-6 (上)，AS-MFI (中) 和 C-ZSM-5 (下)样品的 (a) xrd 图谱， (b) 27Al MAS NMR 图

谱，(c) 29Si MAS NMR 图谱和 (d) TEM 图像。 

17.稀土轴承钢超高周疲劳断裂机制研究 

轴承是机械装备的核心零部件，接触疲劳破坏为其服役失效的主要形

式。由于轴承的疲劳失效主要起源于非金属夹杂物，轴承钢中非金属夹杂

物的优化控制至关重要。 

我们自主开发了高纯稀土金属制备技术和高洁净轴承钢稀土处理技术，

制订了轴承钢稀土处理生产工艺规范，显著细化、改性了钢中的夹杂物，

突破了以往稀土处理存在的水口结瘤和性能波动的技术瓶颈，实现了高质

量稀土轴承钢的稳定工业化生产。稀土处理能够变质轴承钢中存在的大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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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夹杂物形成细小的稀土夹杂物，进而提升轴承钢的疲劳性能，其超高周

拉压疲劳寿命延长 10 倍以上。在疲劳加载条件下，常规的氧化铝夹杂物附

近组织中易于形成胞状亚结构和微裂纹，而硬脆性较低的稀土夹杂物能够

协调基体的变形，缓解夹杂物与基体界面处的应力集中，迟滞基体中位错

亚结构的演化和微裂纹的萌生。同时，小尺寸稀土夹杂物协调变形降低了

裂纹扩展的驱动力，马氏体基体中位错演化和裂纹扩展通道形成缓慢，细

晶区得以充分发展，从而抑制裂纹扩展，延长疲劳寿命。 

相关研究从微观组织演化和细晶区形成角度阐明了稀土轴承钢的超高

周疲劳断裂行为及其疲劳性能改善的机制。 

 

图 27. GCr-15 轴承钢中(a-c) 循环载荷下不同类型夹杂物周围基体微观组织演化；(d)疲劳寿命与

√areaFGA /√areainc关联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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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深海静水压力对金属腐蚀电化学行为的影响机制 

深海环境下金属电化学腐蚀行为与浅海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主要作用

因素之一是深海静水压力对电化学过程的影响。前期研究结果揭示深海静

水压力促进 Cl-吸附，改变双电层结构，从而加速深海环境下各类金属腐蚀

行为，尤其是活性溶解体系及电偶体系。但对于深海静水压力对金属电化

学历程影响的关键因素一直尚未澄清。 

本工作系统研究了在不同静水压力条件下纯铁的阳极溶解反应，证实

了静水压力对固/液界面双电层的显著影响作用远大于 Cl-吸附促进作用，

结合分子动力学模拟确定静水压力减小了双电层中 OHP 层到电极表面的

距离，即调整了双电层结构。OHP 层位置的变化改变了纯铁在电极反应中

的 ψ1 电势，引起 ψ1 效应，从而揭示了静水压力是通过压缩双电层促进了

纯铁的阳极电极反应过程。 

 

图 28. 不同静水压力下纯铁表面极化曲线、电荷分布测试结果及分子动力学计算结果，双电层变化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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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国际上首次建立静水压力-电极过程动力学方程，并将该研究结

果分别应用到活性金属材料和钝性金属材料体系，完善了静水压力促进金

属材料电化学过程的理论。金属腐蚀电化学过程是腐蚀反应的核心，通过

掌握环境因素对双电层的理论影响关系，可实现金属溶解过程中电极反应

速度理论调控，为深海耐蚀金属成分/结构设计奠定理论基础。该工作已被

Acta Mater.确认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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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大事记 

2020 年 1 月 8-9 日，“SYNL2019 年度总结会议”在沈阳召

开。 

2020 年 7 月 15 日，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与中车长春

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共建联合研发中心协议签约暨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