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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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组织与支撑体系。 

为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国家研究中心的学科体系，2021 年度国

家研究中心组建“材料力学行为研究部”和“第三代半导体联合研

究分部”。 

截至 2021 年底，国家研究中心拥有 13 个研究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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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研究中心依托金属研究所拥有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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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苏州纳米

所等单位设立 16 个 PI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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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研究中心现有科研组织与支撑体系如图 1 所示，现有研

究单元地域分布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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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1 年度国家研究中心科研组织与支撑体系图 

 

图 2. 2021 年度国家研究中心研究单元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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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新增研究单元的研究方向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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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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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底，SYNL 现有固定人员 332 人（其中本部 253

人），同比增加 6.4%；在读研究生 727 人，人数与上一年度持平；

客座研究人员 59 人。固定人员中科研人员 282 人（其中研究员/

教授 113 人，副研究员/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实验师 114 人），

专业技术人员 37 人，管理人员 13 人；具有博士学位 266 人（占

总人数 80.12%）。学术带头人中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5 人、2 位

美国工程院院士、1 名法国科学院院士、1 名丹麦两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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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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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家研究中心固定人员队伍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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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支持经费年度使用情况。 

国家研究中心本年度运行经费合计 9600 万元，其中科技部

支持 5600 万元，中国科学院支持 2000 万元，金属研究所支持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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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各渠道支持额度与上一年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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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研究中心 2021 年度运行经费主要

分配如下： 

开放运行费 1775 万元，同比下降 1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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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3 万元，经费投入占比较上一年度略有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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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 万元，同比增长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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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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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运行经费分配 

2. 自主研究课题部署情况。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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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项、66 项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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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0 万元，经费投入占比较上一年度略有增

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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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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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省财政支持经费使用情况。 

2018 年 2 月 23 日，为支持国家研究中心建设发展，辽宁省

政府常务会议决定：辽宁省财政将从 2018 年起至 2020 年，连续

3 年，安排专项支持资金支持国家研究中心开展独立研发、人才

引进、联合研发基金、成果转化后补助等科研活动。目前已累计

拨付 5000 万。 

截至 2021 年底，国家研究中心利用省财政支持经费布设 3 个

独立研发项目，引进海外高层次科学家 1 人，与省科技厅协同设

立联合研发基金项目合计 100 项，并积极加入和参与建设辽宁省

和沈阳市成果转化平台。2021 年，国家研究中心颁布《辽宁省-沈

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人才经费使用方案（暂行）》以及《辽宁

省-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成果转化后补助专项经费管理办

法（暂行）》，合法合规执行，加快资金使用效率。 

固定资产。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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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底，国家

研究中心总建筑面积为 2.1 万平米，仪器设备总价值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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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2.03 6.56 

2021 2.10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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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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5.2 1267 472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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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运行情况 

承担科研任务。 

2021 年，国家研究中心承担各类竞争性研究项目 569 项，其

中省部级以上项目 423 项（占总数的 74.3%），年度到位经费总额

39901.15 万元。承担的竞争性项目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与课题合计 37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 4 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 3 项、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27 项、国际合作 7

项、国内大型企业合作项目 105 项。 

表 3. 国家研究中心 2021 年度在研课题构成情况 

项目来源 MOST NSFC CAS 其他 

课题（项） 44 123 81 321 

经费（万元） 1038.46 3043.76 14274.74 215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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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国家研究中心在研部分重大科研项目 

序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1 卢  柯 
新型纳米金属材料的结构设计、形成与演化

及多级构筑技术研究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 李秀艳 
低能晶界及相界调控实现材料素化的原理

及演示验证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3 黄晓旭 
先进结构材料多时空大尺寸跨尺度高通量

表征技术及应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4 贾金锋 马约拉纳零能模的构筑与操控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5 王孝群 
量子自旋阻挫体系和自旋液体种的新奇量

子效应及调控研究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6 黄明欣 
新型高熵合金的纳米结构设计、制备、性能

及跨尺度力学性质模拟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7 刘  岗 可规模化太阳能光催化分解水制氢研究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8 李殿中 
超大尺度金属材料构件均质化构筑成形基

础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9 陈星秋 合金计算设计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10 刘  畅 碳纳米管的可控制备与应用探索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11 傅排先 高端轴承钢及润滑脂 工业强基工程 



SYNL2021 年度简报 

- 12 - 
 

科研产出。 

2021 年，国家研究中心科研人员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及会

议上发表学术论文 479 篇，其中被 SCI 检索收录论文 457 篇。本

年度在 Science 上发表论文 4 篇，Nature 发表 1 篇；在 Science 及

Nature 子刊发表 13 篇。截止 2021 年 2 月 15 日，SYNL 发表论文

7583 篇，总被引频次 306142。 

2021 年，国家研究中心共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25 项，获得授

权发明专利 95 项。 

荣誉及奖励。 

2021 年，国家研究中心科研人员获各类荣誉奖项 17 项，其

中“金属构筑成形方法”获得第二十二届中国专利金奖；1 人当选

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荣获美国矿产、金属及材料学会Brimacombe 

Medal Award；1 人荣获美国陶瓷学会工程陶瓷分会 Global 

Ambassador Award 和 Global Star Award ；1 人荣获美国陶瓷学会

工程陶瓷分会 Bridge Building Award。 

2021 年，国家研究中心有 45 人在 113 个国际学术组织和学

术期刊任职；60 人在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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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er.评审，以及 Corro. 

Commun.，Energy Storage Mater.，Carbon，Mater. Sci. Eng. A，Scripta 

Mater.等期刊主编、副主编、编辑等。 

2021 年，国家研究中心共培养研究生 75 人获得博士学位，

60 人获得硕士学位，其中 1 人的学位论文荣获“中国科学院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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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毕业论文”；2 人的学位论文荣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 

学术交流与开放共享。 

国家研究中心现有博士后、联合培养研究生等各类流动研究

人员合计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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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进行学术交流，共做学术报告

43 人次。2021 年共接待国内外来访和短期工作的专家学者 70 人

次。 

2021 年，国家研究中心承担了与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新

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合作项目 6 项。 主办/承办了“第七届全

国储能工程大会”、“第十一届全国腐蚀与防护大会”等 12 次国际

和国内会议。SYNL 研究人员共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274 人

次，其中受邀做国际学术会议报告 61 人次，国内学术会议报告

173 人次。 

本年度，继续推进“SYNL 青年论坛”的实施。2021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11 日，组织举办“大科学装置材料研究青年论坛”。

此次青年论坛邀请到国内二十余家高校、科研院所的 40 余名青

年学者，围绕大科学装置及相关技术、大科学装置助力结构材料、

功能材料、能源材料研究等方面，做了 34 场精彩的学术报告，进

行了深入广泛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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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国家研究中心大科学装置材料研究青年论坛与会者合影 

2021 年，国家研究中心所属公共技术平台全年累计提供研究

与服务总机时达 16.7 万小时，较 2020 年总机时增加 48%，比疫

情前的 2019 年增加 11%。年培训学生与科研人员约 1450 人次，

与 2020 年基本相当。电镜类设备年度平均机时达 2892 小时，为

标准负荷 1800 小时的 1.6 倍，保持高效超负荷运行。 

对外科技合作。 

2021 年，国家研究中心持续推进和深化与国家重点行业企业

合作。与辽宁省重要技术创新与研发基地建设工程中心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就全力打造科技创新服务新模式，共同推动智库建设、

科技共享平台建设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多项战略合作达成共识。

此外，SYNL 还与伊莱特能源装备、中国石油、中核集团、华为、

鞍钢等多家企业对接服务，达成联合攻关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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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底，国家研究中心现已有 3 个联合研发中心，4

个部企联合实验室。 

公众开放与科学传播。 

国家研究中心重视科学传播工作，重点对外宣传所取得的研

究进展及建设成果，同时做好科普工作。2021 年度，“金属构筑成

形技术”、“金属新型亚稳固态—受限晶体结构”亮相国家“十三五”

科技创新成就展。“在极细多晶体铜中发现新型亚稳结构”、“发现

空位诱导的二维材料薄膜超快离子传输”等多项成果在科技日报、

科技导报、中国科学报、中国青年报等主要媒体刊载。同时，SYNL

科研成果也不断得到材料领域新媒体的关注。 

在科学普及方面，与沈阳文艺二校教育集团建立联系对接，

深入挖掘自身宣传内容。全年累计接待各类参观人员 118 人次。

依托自有公众号持续科普，累计发表科普文章 16 篇。在疫情常态

化管控下，通过科学公开课、科普视频、实验展演及“科学正当时”

短视频展播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既向社会公众弘扬了科学

精神、传播了科学知识，也展示了国家研究中心科研成果，增进

了公众对国家研究中心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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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系列公众开放与科学传播活动 

  

图 8. 多项成果亮相国家“一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园区建设 

为支持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建设，拓展物理空间，辽

宁省、沈阳市及浑南区政府依据 2018 年 2 月签订的《中科院、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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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省和沈阳市共建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协议》，积极推动国

家研究中心创新路园区建设。 

创新路园区选址在沈阳市浑南区创新路 280 号，占地 744 亩，

规划建筑面积 35 万平，总投资 26 亿元。按照“整体规划、分步

实施”的原则计划分两期建设。一期规划建筑面积 18.5 万平，计

划投资 12 亿元，其中辽宁省出资 3 亿元，代沈阳市发行债券 2 亿

元，剩余部分由沈阳市负责筹措。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一期建筑外装饰工程部分：外装 PC

板生产完成 99.5%，安装完成超 90%；幕墙安装完成 70%。机电

管线工程部分：室内暖通、消防、弱电等机电管线安装完成 95%；

二次网配套工程部份，包括给排水、热力、燃气、电力等二次网

配套工程施工已基本完成。园区道路、绿化景观、精装修等工程

已启动招标，明年初即进场施工。 

 

图 9. 创新路园区施工现场（2021 年 1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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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国家研究中心代

表性工作如下： 

1. 受限晶体结构铝合金的超低扩散行为 

原子扩散是自然界的一种常见现象，也是材料制备加工过

程中调控材料结构性能的一个基本过程。金属材料中原子扩散速

率显著高于具有共价键或离子键的陶瓷和化合物，利用金属的高

扩散速率可以在较低温度下大幅度调控金属材料的结构和性能，

获得良好的综合性能。但另一方面，高扩散速率会使金属材料在

高温下结构失稳，导致许多优异性能丧失。如何有效降低金属和

合金中的原子扩散，提高材料结构和性能在高温下的稳定性，一

直是材料科技领域的一个重大科学难题，也是发展高性能金属材

料的重要技术瓶颈之一。 

本团队利用自主研发的低温塑性变形技术，将过饱和 Al-

15%Mg 合金薄片的晶粒尺寸细化至 10 nm 以下并成功获得受限

晶体结构。利用这种受限晶体结构系统研究了该合金在升温过程

中的三种原子扩散控制的结构演化过程：金属间化合物的析出过

程、晶粒长大过程和熔化过程。结果表明在接近合金熔点的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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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受限晶体结构可以有效抑制这三种结构演化过程，甚至使合

金的熔化温度比平衡熔点提升了 69 K，表现出超低的原子扩散

速率。此现象源于平均曲率为零的极小界面结构不但具有极高的

高温结构稳定性，而且改变了界面原子的振动模式，从而抑制了

原子的扩散。 

此发现不但揭示了受限晶体结构的一种全新原子扩散行为，

而且表明金属材料的高温原子扩散速率可以利用这种新型亚稳结

构得到大幅度降低，为发展高性能高热稳定性金属材料开辟了一

条全新的途径。相关论文发表于 Science, 373 (2021) 683。 

 

图 10. （a-c）受限晶体 Al-Mg 合金的结构；（d-e）受限晶体的晶格常数、晶格中

镁含量晶粒尺寸随退火温度图。 

2. 高强塑梯度纳米位错结构高熵合金 

近年来，多主组元高熵合金的问世打破了传统合金设计理念，

并因近乎无限的成分区间等优势彰显出广泛的应用前景。但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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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传统金属结构材料发展的强度-塑性倒置关系在高熵合金中

依然普遍存在，根本原因是其塑性变形机制与全位错主导变形传

统金属材料并无本质差别。因此，迫切需要借助新颖的微观结构

构筑来揭示高熵合金是否具有独特变形机制，以丰富金属材料的

有效强韧化策略。 

本研究组开发了一种简单、高效的小角度往复扭转梯度塑性

变形技术，在保持 Al0.1CoCrFeNi 高熵合金棒材样品中原始晶粒尺

寸和形貌不变时，其内部引入百纳米尺度小角位错胞结构。随距

样品表面深度增加，位错胞尺寸逐渐增加，位错密度随之降低，

实现了位错胞结构从样品表面至芯部的梯度序构分布和可控制备 

(图 11)。研究发现这种梯度位错胞结构不仅显著提高材料屈服强

度，同时还使其保持与粗晶结构相当的塑性。梯度位错结构高熵

合金的强塑积-屈服强度匹配明显优于文献报道中相同成分的均

匀或梯度结构材料。结合多尺度微观结构表征技术，发现高熵合

金中梯度位错结构在塑性变形过程中激活了不全位错--层错诱导

塑性变形机制。变形初期，亚十纳米细小层错即从位错胞壁萌生、

扩展，其密度随拉伸应变增加而增加，逐渐演变成超高密度三维

层错网格，直至布满整个晶粒。超高密度细小层错/孪晶的形成有

效协调塑性变形，细化初始位错结构并阻碍其它缺陷运动而贡献

强度和加工硬化。这一全新层错强韧化机制不同于传统结构材料

的全位错强化，与高熵合金中空间波动的低层错能、纳米尺度位

错胞结构以及梯度序构效应引起的复杂应力场密不可分。相关工



SYNL2021 年度简报   

- 21 - 

 

作发表在 Science, 374(2021) 984。 

 

图 11. Al0.1CoCrFeNi 高熵合金中典型梯度位错结构。距离样品表面 1.2 mm 内(a, b)以及

芯部(g, h)的截面 EBSD 结果显示晶粒 (形貌、尺寸、取向)以及内部位错结构在空间上

的分布特征；(c) 梯度位错胞结构示意图；(d-e) 表层晶粒内典型位错胞 TEM 结果显示

平均位错胞尺寸为 200 nm，胞壁取向差介于 0.7o -4.8o；(f) 对应 D 图单个晶粒内跨过诸

多位错胞的累积取向差仅为 7o。 

3. 氮化硼基复合材料的多层次设计与航天电推进腔体构筑 

基于氮化硼陶瓷基复合材料成分和微结构的多层次设计与

大尺寸构件制备技术研究，发展出原位构筑氧化硅、稀土硅酸盐、

稀土铝硅酸盐玻璃等增强相的氮化硼基复合材料，发现了复合材

料“共增强”和“双玻璃相增强”等新机制，解决了典型氮化硼材料

强度低、抗热震差、耐等离子体刻蚀弱等难题，研制的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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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配套完成了卫星用霍尔电推进在轨飞行演示验证任务，使我

国继俄、美、欧之后第四位独立掌握了该推进技术，并在后续多

个重大航天计划的卫星上实现应用；为了进一步满足空间站对电

推进系统的需求，在成分和微结构调配、大尺寸材料制备、材料

均质化和质量稳定性控制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材料核心性能

大幅领先国内其他高校、院所和美国同类产品。 

2021 年 4 月 29 日，我国“天宫”空间站的“天和”核心舱成功

发射升空，配套的电推进系统中的霍尔推力器腔体采用了本团队

研制的氮化硼陶瓷基复合材料，这是国际上首次将霍尔电推进技

术应用于空间站。 

 

图 12. 氮化硼陶瓷基复合材料在“天和”核心舱霍尔推力器上成功应用。 

4. 重大科学装置异质材料焊接技术研究 

磁约束核聚变是利用强磁场这一“磁容器”来约束高温等离子

体，进而将其加热至上亿度以维持连续的热核反应。磁约束聚变

堆使用的材料种类繁多，涉及大量异质材料焊接。高温、等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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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束流溅蚀等恶劣服役工况对聚变堆异质材料焊接提出了极其严

苛的可靠性要求。然而，成分、物化性能差异巨大的异质材料焊

接一直是限制其工程化应用的最大瓶颈。 

本研究首次完成了中性束注入系统核心部件——负离子源

栅板电极试制并实现批量化供货，解决了纯钼自身以及纯钼与不

锈钢、纯钼与无氧铜等多种材料组合的焊接技术难题；成功研制

出负离子源法拉第屏蔽筒，突破了无氧铜大面积扩散焊、多部件

精密钎焊组装、无氧铜/不锈钢可靠焊接等多项关键技术；开发出

菱形钼管等离子体加速电极超高精密钎焊技术。实现了 14 根菱

形中空钼管、28 个微型金属波纹管与不锈钢电极底座的超高精密

钎焊（焊后关键尺寸公差±0.02 mm），86 处钎焊缝无一泄漏（漏

率指标优于 1×10-10 Pa·m3/s）。 

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异质材料焊接技术思想和工艺为我国磁

约束核聚变装置建设、运行维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未来 10 年，

我国将逐步有望建造核聚变电站发电，本研究成果应用前景广阔，

经济价值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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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磁约束聚变堆关键部件。（a）法拉第屏蔽筒，（b）菱形加速电极，（c）栅板电

极。 

5. 特种不锈钢焊材研制及其在首台钠冷示范快堆获得应用 

开发新型四代核能系统，是核能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实现

“双碳”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国家重大科技专项“CFR600 钠

冷示范快堆”建设需求，研制了四代钠冷快堆专用不锈钢焊材

ER316H(KD)。提出了间隙固溶强化元素替换设计的思想，解决了

焊缝金属高温高强度和耐腐蚀相矛盾的问题。通过合理调整镍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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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600℃ 下碳含量和时效时间对焊缝中 δ 铁素体分解及性能影响。 

当量比，定量控制焊缝金属组织，解决了大厚度不锈钢焊接裂纹

敏感性和 550℃下焊缝组织稳定性之间的矛盾，系统分析了高温

条件下奥氏体不锈钢中 δ相的演变机理及其对性能影响（图 14），

实现了焊接接头高温高强度、耐腐蚀、低裂纹敏感性的指标要求。

2021 年研制焊材顺利应用于我国首台钠冷示范快堆堆容器和堆

内关键部件、独立热交换器、钠-空气热交换器、核安全二、三级

高温钠管道及其它涉钠设备部件等的焊接制造。研制焊材性能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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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工艺性良好，为示范快堆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关研究结

果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 项，形成企业标准 2 项目，在 ISIJ Int., 61 

(2021) ；Acta Metall. Sin., 34 (2021)；Mater. Sci. Tech-lond., 36 

(2020) ；J. Mater. Sci. Technol., 57 (2020) 发表相关论文 4 篇。2021

年获得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和上海电气上核公司“特殊贡献奖”。 

6. 超导体中分段费米面的发现 

超导是物理学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超导体具有零电

阻和完全抗磁性等奇特性质，同时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当

超导体进入超导态后，费米能级处产生能隙，所以不存在费米面。

1965 年，理论物理学家预言当超导体中库珀对动量足够大时，可

以在超导能隙中产生准粒子，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分段费米面。

但由于传统超导体库珀对动量大到产生准粒子时，库珀对也会破

裂而失去超导，该预言在过去 50 多年都没有被实验证实。 

我们利用极低温矢量磁场磁场扫描隧道显微镜研究了拓扑

绝缘体/超导体异质结中的分段费米面。通过分子束外延技术，在

超导体 NbSe2表面精确生长了 4 层厚的拓扑绝缘体 Bi2Te3薄膜，

并确认了该体系表面存在均匀的拓扑表面态和超导能隙（图 15，

a 至 c）。在不同大小和方向的面内磁场作用下，在扫描隧道谱中

观测到在超导能隙内产生丰富的准粒子激发（图 15，d 和 e），预

示着超导体中分段费米面逐渐产生。利用准粒子干涉技术，在实

空间探测到费米面内散射产生的驻波，进一步通过傅里叶变换，

证实了分段费米面的产生。该费米面的形状和取向可通过外加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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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强度和方向调控（图 15，f 和 g）。 

该工作创新性地利用拓扑绝缘体/超导体异质结的特殊性解

决了实验中的困难，首次在实验上观察到了 50 多年前理论预言

的分段费米面，并发现可以用磁场方向和大小来调节这个费米面

的形状和大小，还能调控拓扑性，构建新的拓扑超导，开辟了调

控物态的新方法。该工作发表在 Science, 374 (2021) 1381。 

 

图 15.（a）Bi2Te3\NbSe2 超导异质结示意图。（b）生长在 NbSe2 衬底上的高质量 Bi2Te3

薄膜形貌图。（c）Bi2Te3 薄膜的原子分辨图。（d）,（e）在不同大小和方向的面内磁场

作用下，隧道谱中来源于准粒子的信号逐渐增加。（f）,（g）准粒子干涉图案出现随磁

场方向变化的分段费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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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大事记 

2021 年 1 月 26 日，“SYNL2020 年度学术报告会”在金属研

究所成功举办。 

2021 年 1 月 28 日，第三代半导体联合研究分部成立。 

2021 年 2 月 4 日，材料力学行为研究部成立。 

2021 年 3 月 23 日，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黄荣到国家研究中心调研。 

2021 年 12 月 8 日，辽宁省重要技术创新与研发基地建设工

程中心与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沈阳举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