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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论述美国创新战略中指
出：我们知道今天全力推动创新的国家将赢
得未来全球经济，这是一个美国不能放弃的
优势领域。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指出：科技是国家强
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
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我们不能在
这场科技创新的大赛场上落伍，必须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



钱学森技术科学思想与钱学森之问

1947 年，钱学森回国探亲，先后在浙大、交大和清华做了题为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的学术报告，首次提出了存在
“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三个层次结构的观点，引申出整
个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

他指出：“人们也许会说，在工业时代的开创时期，技术和科学
研究就与工业发展有关，那么为什么今天把研究工作说得如此重
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出于国内和国际竞争的需要，现代工业
必须以越来越高的速度发展。做到如此高的发展速度，就必须大
大强化研究工作，把基础科学的发现几乎马上用上去。也许，没
有什么比把战时雷达和核能的发展作为例子更为突出的了。雷达
技术和核能的成功开发为盟方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
重要贡献是公认的事实。短短数年，紧张的研究工作把基础物理
学的发现，通过实用的工程，变成了战争武器的成功应用。这样，
纯科学上的事实与工业应用间的距离就很短了。换句话说，长头
发纯科学家和短头发工程师的差别其实很小，为了使工业得到发
展，他们间的密切合作是不可少的。”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从2005年起，病榻上的钱学森多次
问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



卓越学者, 录取率及精英社会
• Ivy League + MIT, Stanford, Caltech, Berkeley 美国常青藤，

麻省理工，加州理工，伯克利
• UK: Oxbridge 英国：牛津，剑桥
• French : The Grandes Ecoles (elite schools) ：

法国：巴黎高师为首的大学校
• Japan: Imperial Universities (teikoku daigaku)：日本：帝国

大学
• China: Peking U and Tsinghua, other C9 

中国：北大，清华与其他C9



全球几个典型的小而精研究型大学

• 加州理工学院：本科生（948），研究生（1285），教授
（300/112位院士），74位校友或教授，研究人员获诺奖，4位
Field奖

• 麻省理工：本科生（4512），研究生（6807），教授（1030），
96位校友或教授，研究人员获诺奖，8位Field奖，26位图灵奖

• ENS（巴黎高师）：本科生（900），研究生（1100），教授
（1200人300教授研究员），14位诺奖，13位Field奖



什么是原始创新 (0-1)

原始创新是指在前人没有报导的情况下提出的新概念和新的分析方法，发现的新工艺和新现象，
并最后得到实现或验证。

原始创新的三个层次：

(1) 提出全新的概念并得到实现：高温超导的现象的研究与发现

(2) 在第一层次的基础上发展新的方法和/或提高性能：提高超导温度新材料的研究

(3) 在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上找出可行的技术实现方案：高温超导的工艺及应用的研究

原始创新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不可预见性: 高温超导, 纳米碳管，INTERNET

论如何在十五年内建立自主的科研创新体系(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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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修纲
徐修德
徐修惠
徐修成

国立交通大学第三十四届毕业生（民二十三级）名单（120人）：
（1）理学士
数学系：袁炳南，陈焕文，郑健汉。物理系：张鸿吉，张文辉，杨永，杨先敏，熊启藩。化学系：丁光宇，袁祥，陈伯汉，张光宙，
葛世儒，邹时琪。
（2）铁道管理学士
车务门：方龙璋，尹寿华，安定一，余若陶，汪鑫，汪致祥，胡瑞祥，唐璞，徐仁，徐修德，陆宝昌，许辑纲，强元柱，赵嘉桂，
诸耕福，鲍承佐，严和生。
财务门：朱松生，李翊襄，胡选堂，唐雷炳，高振华，张源焜，钮伯英，诸耕鍟。
（3）土木工程学士
铁道门：吕应钟，壮怀，周世平，侯海昌，唐民，秦绍基，孙文奎，孙瑞驺，许兴汉。
市政门：丁观海，王达时，李孟暹，吴杭勉，盛得先，张烈，董培祜，刘永楙。
构造门：宋家治，李清华，胡汇泉，徐人寿，陈超，陈次乔，张光斗，张金镕，费骅，雷俊民，杨志刚，赵春官，蔡镇宇，薛履坦。
铁路门：王恩泉，朱镕坚，吴留青，庄前鼎，张仁滔，叶福年。
（4）机械工程学士
工业门：丁履德，吴徵钜，陆家琛，陆履坦，陈更新。
铁道门：王廷琦，周赓谟，周龙章，洪式张，胡祖兴，孙运昌，陆传礼，熊大纪，潘德民，钱学森，魏天德。
（5）电机工程学士
电力门：方文均，王德明，卞云程，朱兰成，林津，季文美，倪文杰，倪钟焕，唐勋治，徐桂莹，徐镇芳，陈再安，陈德坤，曹鹤
荪，张杭余，张钟俊，钟朗璇。
电信门：包新第（弟），辛一心，金龙骧，陈尧，陈嘉祺，张煦，张思侯，叶梧，赵元良，刘福康，龙世扬。

《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年谱》—1934年—甲戌年
（民国二十三年）



我的父亲母亲



学习经历

1979-1986
Dipl. Ing.(1984), 

DEA(Master of Science), 
Ph.D(1986)

本硕连读及博士

1993
HABILITATION: 

力学

Sorbonne University Association 
((Sorbonne University(Science, 

Medicine, Humainity), Pantheon Assas
University(Law),  UTC(Engineering), 

INSEAD(Business) ) 2018

78年考入北京大学，
79年获国家奖学金
赴法攻读本科





UTC-Sorbonne University
N=10，Gerard BERANGER 

(1937-)
ENSCP （第一名）

NATF (2000)

工程材料（不锈钢，锆合金，
钛合金，镍基合金）的氧化，腐蚀



Rouelle, Guillaume François (FRAS(1744)(1703 – 1770) (N=1) 化学，地理学的创
始首次给出现代定义盐(盐的结晶），鉴别中性，酸性和盐，提出蒸馏水的理论，研
究植物的化学成分，分析矿泉水证明古埃及人使用Na2CO3, 琥珀酸及煤来做木乃伊。

At one time or another almost all the French famous names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cience, philosophy, and letters studied
chemistry with Rouelle, the most important being Pierre-Simon Lavosier
(1743-1794). The roster of his students reads like a ‘who is who’ of
chemists, physicists, physicians, and men of letters:
Théodore Baron (1715-1768), Pierre Bayen (1725-1798), Alexandre-
Théodore Brongniart (1739-1813), Jean-Baptiste Bucquet (1746-1780),
Jean Darcet (1715-1801), Jacques- François De Machy (1728-1803),
Nicolas Leblanc (1742-1806), Pierre-Joseph Macquer (1718-1784),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1740-1814), Joseph Louis Proust (1754-1826),
Rouelle le cadet, Augustin Roux (1726-1776), Balthazar-Georges Sage
(1740-1824), Pierre-François Tingry (1743-1821), Gabriel-François Venel
(1723-1775), Peter Woulfe (1727-1803). Other famous participants
include A.-L.Jussieu, Nicolas Gobet (1735-1781), Antoine-Grimoald
Monnet (1734-1817), Nicolas Desmarest (1725-1815), Denis Diderot
(1713-1784),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and Anne-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 Diderot frequently attended Rouelles lectur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Guillaume-Fran%C3%A7ois_Rouelle.jpg


N=2, Jean Baptiste Michel 
BUCQUET （1746-1780）
(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士，1777)

最早研究植物化学，发现
吗啡， Lavoisier最亲密
的合作者及师弟

N=3, Antoine François, 
Comte de Fourcro (1755-
1809）(法国皇家科学院
院士，1787 Dr. 1780)

共同发现铱元素；
共同发展现代化学
命名系统；研究药
物对神经的影响并
创造医学药物临床
实验程序，在昆虫
学领域也有重要贡
献。1802起任负责
法国教育的部长直
至去世。

N=4, Louis Nicolas 
VAUQUELIN(1763-1829), (法国
皇家科学院院士, 1791)药剂师及
化学家，为化学元素铬及铍以及
氨基酸天冬酰胺的发现者，金银
鉴定师

N=5, Louis Jacques 
Thénard, (1777-1857)
(法国科学院院士, 1810)，
发明瓷器涂料蓝铬，分离
硅，发现过氧化物，双氧
水及元素硼，巴黎大学理
学院院长（1821）

N=6 （1818-1881）(Dr.=1843）
Henri Sainte-Claire Deville
1854年首次成功首次制得
铝，并使其可以工业化生
产。他研制了铂金属提纯
成为国际计量会标准长度与重量，
并和弗里德里希·维勒共同发现了
结晶硼和结晶硅。展示化学里的
可逆反应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Lemonnier_-_Antoine-Fran%C3%A7ois_de_Fourcroy.jp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6%E5%AD%B8%E5%85%83%E7%B4%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9%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8%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8%E5%9F%BA%E9%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5%86%AC%E9%85%B0%E8%83%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3%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3%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97%E9%87%8C%E5%BE%B7%E9%87%8C%E5%B8%8C%C2%B7%E7%BB%B4%E5%8B%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1%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1%85


N=7 ， Henry Le CHATELIER(1850-1936) ( 法 国 科 学 院 院 士 1907)
（Ecole Polytechnique 1869级第一），化学反应热力学平衡（温度，压
力），水泥化学，金属火焰加工（焊接，切割），铂铑10合金/铂热电偶，
金属材料拉伸软化效应（位错启动引起的现象），研究众多合金及其力学
性能，1904年创刊法国金属学报。Le Châtelier 对化学有众多的贡献。
他在选择研究方向注重建立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和是否有工业应用前景。因
此他成为把科学理论与实际应用最成功的研究者之一

N=8， George Chaudron (1891-1976) (法国科学院院士1954)
铁在水蒸气中的氧化还原，氧化钨氧化还原，氧化钼氧化还原，高温耐
热材料，建立首个石墨高温真空炉（2000C），金属材料的氧化，表面
处理，氮化。电解抛光。
1971年法国科学院院长

N=9， Paul Gilbert Jean LACOMBE (1911-1997)
(法国科学院院士1981)
1932 到1952年研究铝合金组织对力学性能影响，特别找出亚晶和析出
对力学性能的影响，然后研究铀与锆等核能反应堆材料的化学，物理及
力学性能, 1970年以后研究航空用钛及特种合金。发展了放射踪迹法测
量研究扩散及金属的氧化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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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经
历

Chair Professor and Dean of 
College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9 departments 
and one division) (2010-2013); 
VP(R&T) and Dean of 
Graduate Studies(2013-2019)

Chair Professor and
Head of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008-2010 Associate Dean of 
Faculty of Engineering 

Professor (promoted to 1st 
Class by the National 
Committee in 1999) and Head 
of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System Engineering

CETIM(French Technical 
Center for Mechanical 
Industries):
Research Engineer, Senior 
Research Engineer Head of 
Laboratory 

1994-2005 2005-2010 2010-20191986-1994






中国力学大会大会报告（2013）
中国材料大会大会报告（2018）



我与中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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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领域创新奇人达芬奇（1452-1519）
达芬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博学者：
在绘画、音乐、建筑、数学、几何学、解剖学、
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气象学、
地质学、地理学、物理学、光学、力学，土木
工程等领域都有显著的成就。列奥纳多·达·芬奇
常常被描述成一个博学者中的典型、一个有着
“不可遏制的好奇心”和“极其活跃的创造性
想象力”的人。

From Wikipedia 21 April 2020

直升机 武装坦克 达芬奇桥

降落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A9%E5%A4%A7%E5%88%A9%E6%96%87%E8%97%9D%E5%BE%A9%E8%88%88%E6%99%82%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A%E5%AD%B8%E8%80%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9%AA%E7%95%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B3%E6%A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7%AF%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B8%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E%E4%BD%95%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A3%E5%89%96%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7%90%86%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95%E7%89%A9%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4%8D%E7%89%A9%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96%8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3%E8%B1%A1%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8%B3%AA%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90%86%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A9%E7%90%86%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9%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9B%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9F%E6%9C%A8%E5%B7%A5%E7%A8%8B


Image courtesy: Aerix Drones

Image courtesy: the-gadgeteer.com

Source: author’s archive

Image courtesy: https://girtsblumers.blogspot.com/2016/04/da-vinci-drone-design.html

https://girtsblumers.blogspot.com/2016/04/da-vinci-drone-design.html


Pierre-Gilles de Gennes(1932-2007)
德热纳1932年生于巴黎，1961年成为奥尔塞巴黎大学固态物理
学教授。其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物理、化学及生物学多个方面。

1971年以来，他一直在法兰西学院教授公共课；1976年开始任
巴黎物理和化学学院院长。1974年，他编著了《液晶物理学》
一书，此书至今仍是该领域的权威著作。

1990年，他获沃尔夫物理学奖。德热纳发现，为研究简单系统
中有序现象而创造的方法能推广到比较复杂的物质形式，特别
是能推广到液晶和聚合物。

1991年。他因此单独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瑞典斯德哥尔摩科
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称他为“世界性人才、当代之牛顿”。

德热纳晚年热衷于科普工作。 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称赞德热
纳是“非同寻常的物理学家和我们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这位伟大的研究者一直在把他对科学的挚爱传递给下一代学
生和公众。”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c/c4/Pierre-Gilles_Rice_University.jp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5%A5%E5%B0%94%E5%A1%9E%E5%B7%B4%E9%BB%8E%E5%A4%A7%E5%AD%A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A%E6%85%8B%E7%89%A9%E7%90%86%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85%B0%E8%A5%BF%E5%AD%A6%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83%E7%88%BE%E5%A4%AB%E7%89%A9%E7%90%86%E5%AD%B8%E7%8D%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F%BA%E8%B4%9D%E5%B0%94%E7%89%A9%E7%90%86%E5%AD%A6%E5%A5%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9B%E9%A1%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5%8F%A4%E6%8B%89%C2%B7%E8%90%A8%E7%A7%91%E9%B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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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现代文明发展的支柱与象征

材料
能源

信息

石器 铜器 铁器

钢，合金
（蒸汽机
汽车，航
空航天

高分子
时代

硅时代
（半导体，
芯片，
光纤)

信息
（纳米？）

时代

http://search.babylon.com/imageres.php?iu=http://images2.fanpop.com/image/photos/11100000/CADILLAC-TYPE-53-1916-cadillac-11120650-1024-714.jpg&ir=http://www.fanpop.com/spots/cadillac/images/11120650/title/cadillac-type-53-1916-photo&ig=http://t3.gstatic.com/images?q=tbn:ANd9GcT8SLrTPOIzAPwV1Lwd7xlyYcIyzWCpO56KMaBhb93V7ocC33XQ1le_2IZ3&h=714&w=1024&q=1916+Cadillac+type+53&babsrc=HP_ss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PCB_design_and_realisation_smt_and_through_hole.png


回答钱学森之问及自主创新的重要元素

唯一性 顛覆性

最佳性



晶体 多晶 非晶



研究成功的几个要点（好奇心，不墨守陈规，敢于挑战权威观点）

具有独特及独立思想，不畏权威观
点不跟风做Me Too式研究

跳出传统研究的框架

准晶是一种介于晶体和非晶体非晶体之间的
固体。准晶体具有与晶体相似的长程有序的
原子排列；但是准晶体不具备晶体的平移对
称性。

Dan Shechtman（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
“A new scientific truth does not triumph by 
convincing its opponents and making them 
see the light, but rather because its 
opponents eventually die and a new 
generation grows up that is familiar with it.”
– Max Planck

Dan Shechtman, 1983. (Credit: 
Technion – 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ttp://bumpybrains.com/comics.php


美国三院（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材料领域未来发展纲领性文件（2019）



设计 材料

价值链

工艺
增量制造

（3D打印）

美国制造计划五大元素



黄金每克300元人民币

航天用黄金
金属玻璃

航空航天
黄金合金

高附加值应用

黄金联线
苹果手表

黄金，
黄金首饰

黄金价值链



公元前三百年Puru国王战败后向亚力山大大帝上供礼物

一件礼物：
用黄金盒子装的印度
WOOTZ钢剑

A painting from a mural in Ranchi, India
(from Damascus steels history, processing, properties, and carbon dating -- J. Wadsworth & Indus Script inscri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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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机动性与性价比的优化

案 例



结构材料基础研究与产业化

概念提出

结构设计

结构性能
关系预测

工艺优化

能耗、环
保

工程应用
航空，航
天，微机
械系统、

汽车行
业，…

发展新方法

优化工艺
样品制备

综合结构-性
能关系

变形机理
强韧化机理

原理性探索 材料应用研究综合性能研究

多尺度，跨
尺度

结构表征
性能测试
计算模拟



结构材料的挑战：
强度与韧性两个相互矛盾的要求

Ductility
韌性

Strength
強度



什么是纳米技术

纳米管 纳米点1 Å 
(0.1 nm) 1 nm 10 nm 100 nm

1 µm
(1000 nm) 10 µ m 100 µ m

病毒 细菌 癌细胞

1 mm
(1000 µ m)

水 葡萄糖

DNA

头发

纳米技术是为了了解与控制1到100纳米的物质 ， 在这个尺度独特的现象导致新的应用。纳
米技术包括在纳米尺度成像，测量，模拟和操纵物质. 在纳米这个尺度材料的物理，化学，生
物性质与材料在原子，分子尺度或宏观尺度的基本性质非常不同而且有利用价值。纳米技术
的研发可以直接为人类理解和创造新材料，器件和系统并充分利用这些新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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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iu, X. W. et al. Scr. Mat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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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发展的新型金属结构材料家族
Sun, L., He, X. & Lu, J. 5 Feb 2018 In : npj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4, 6 



关键科学问题：多级纳米结构金属

 结构设计、形成原理与演化规律
 可控制备技术及工艺优化
 变形机制及综合性能调控
 工业应用探索

多层梯度
纳米结构

2007
Scripta Mat

多相纳米
晶及孪晶
镶嵌结构

2011
Acta Mat

超纳双相结构
2017

Nature 封面
多级纳米
孪晶结构

2014
Advanced
Materials

表层梯度
纳米结构

2003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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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钱学森之问及自主创新的重要元素

唯一性 顛覆性

最佳性



Wang Q.，Physical Review Letters, May 2011, N. 215505

(a) the transmission-electron 
microscopy (TEM) image of the 
intersecting shear bands; 
(b) the high-resolution TEM image 
of region 1
(c) the Fast-Fourier Transform (FFT) 
filtered image of (b); 
(d) the high-resolution TEM image 
of region 2
(e) the FFT filtered image of (d). 

Localized atomic ordering observed during 
nanocrystallization of a ZrTiCuNiBe BMG

Ruan H.H. et 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 48 
(2011) 3112–3127, 



Ye JC et al. Nature Materials, Vol. 9, August 2010, pp619-623

Wang Q et al , Jul 2015, NATURE COMMUNICATIONS | 6:7876 | DOI: 
10.1038/ncomms88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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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晶-金属玻璃双相高强高韧镁合金/铝合金
超纳材料：一种新型的颠覆性材料



Specific Property (Super Strength and Super Elastic）

Wu et al., Nature, May 2017, Vol. 545,  pp80-83



Supra-NanoIntroduction

Wu, Chan, Zhu, Sun & Lu, 
Nature (May 2017)

DOI: 10.1038/nature21691
The near-ideal strength was achieved in a
supra-metal by supra-nano-dual-phase
nanostructuring. Each phase is smaller than 10
nm, and is, respectively, amorphous phase and
nanocrystalline phase.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PVD process



机器学习的实现流程

• 使用机器学习的有监督学习进行薄膜制备过程的参数变化进行建模，
依据建模结果来预测纳米薄膜系统的颜色变化，其实现流程如下：

48

X

Y

影响薄膜色彩的因素
（薄膜厚度，反应气
浓度，薄膜成分等）

薄膜系统颜色
lightness(L), 

chroma (C), hue (H)

样本数据：



具有宽带可调吸收体的大面积全色反射型滤光膜

 Good angle independency

Bu, Y. et al. Advanced Optical Material DOI:10.1002/adom.201901626






高通量综合法研发双相超纳结构形成合金体系

Wu G & Lu J et al Nature 2017

第一性原理 分子动力学

相场理论 相图计算热力学

多尺度高通量计算

基于磁控溅射的高通量超纳结构合金制备平台

基于双相纳米结构的特性

动力学

成分配比 双相超纳结构 工艺参数

结构和功能性能

机器学习

实验验证

超纳结构形成机制
结构演化
热稳定性
结构性能
软磁等功能性能
……….

数据库



Mechanical property of the glass-crystal Al-based alloy

Wu, G., Liu, C., Sun, L., Wang, Q. Lu, J., et al. Nature Commun. 10 509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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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知道两种类型的化学，应用化学及尚未被应用的化学。
George Porter, Nobel Laureate

研究是将资金转换成知识；创新是通过知识创造价值转换成财富。

Geoffrey Nicholson, Inventor of Post It

研究

创新



出版专著：（a）残余应力测量手册； （b）残余应力:制造和材料加工； （c）残余应力和机械设计

重要研究基础

其中，（a）残余应力测量手册引用675次，
http://scholar.google.com/citations?user=c2AX9BoAAAAJ&hl=en





Composites

Titanium

Nickel

Steel

Aluminum

主要用于四个热端部件：燃烧室、导向室、涡轮叶片和涡轮盘

此外还用于机匣、环件、加力燃烧室和尾喷口等部件

高温合金在发动机中的用量占发动机自身重量的40%~60%

高温合金在发动机中的应用

Image courtesy Michael Cervenka, Rolls-Royce



国产件：

 0.2mm变形

 100% 超差

 6+附加工序

 3月/件

 使用不稳定

国外件：

 0.02mm变形

 0% 超差

 0 附加工序

 1.5月/件

 使用稳定

共性瓶颈问题：国产高温合金涡轮盘、机匣等部件普遍存在残余应力

引起的超预期变形问题：加工变形影响尺寸精度和装配效率，使用变形

影响部件寿命和整机性能。

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的残余应力问题



材料强度提高

高合金化 热加工温度低 冷速高

刚性相对下降

残余应力升高、不均匀尺寸变化更敏感

材 料 性 能 满 足 要 求 ， 但 零 件 尺 寸 问 题 凸 显

尺 寸 精 度 和 稳 定 性 下 降

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的残余应力问题



科学研究：钢铁研究总院、香港城大、中国航发等产学研单位通力合作，借助中子

衍射大科学装置等手段，探明全工艺流程残余应力演化作用规律与机制，建立高温

合金锻件残余应力计算与预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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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的残余应力问题



解决方案与工程应用：自主开发分区精确控冷技术与智能化装置，取代传统淬火，

使涡轮盘残余应力梯度降低70%以上，加工变形降低1个数量级，效率提升1倍，与国

际代工产品水平相当，在不同型号的发动机全面推广应用。

分区控冷装置与
冷却流场设计

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的残余应力问题



技术创新：正在研发涡轮盘预应力技术，即设计预置有利残余应力，抵消服

役载荷，材料不变条件下，涡轮盘性能及寿命提升20%以上。

+

服役载荷场

预应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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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的残余应力问题



MAW
(AFRL/NASA) 

SMP
(DARPA/AFRL/LaRC/NGC) 

MACW
(FlexSys/NASA/AFRL)

VCCW
(AFRL)

 Smooth, variable 
camber

 Drawbacks: Increase 
in weight, complexity, 
space and mechanism 
backlash

 Smart material based 
actuator

 Drawbacks: 
Manufacturing 
complications, power 
consumption, scalability 
and low aerodynamic 
load bearing

 Internal mechanical 
actuator with 
stretchable skin

 Drawbacks: No 
detailed specifications 
disclosed for the skin 
material and 
complicated internal 
structure

 Simple and light 
weight compliant 
mechanism with non-
stretchable one piece 
skin

 Drawbacks: Only two 
changes for the 
trailing edge of each 
actuator

(Gilyard, 1994) (Kudva, 2004) (Hetrick, 2007) (Joo, 2015 )

US

https://www.nasa.gov/sites/default/files/images/306933main_EC85-33205-07_full.jpg


CHANGE Project
(European Commission)

NOVEMOR Project
(European Commission)

SMS
(European Commission)

 Trailing edge design 
using finger concept 
and belt rib control 
surface concept

 Drawbacks: 
Complexity and low
aerodynamic load
bearing 

 Integrate up to four 
different morphing 
mechanisms into in 
a single wing 

 Drawbacks: Low
aerodynamic load
bearing for the 
compliant part

 Study of an 
innovative joined-
wing (JW)

 Drawbacks: Mainly 
focus on optimization 
of existing compliant 
internal structure and 
external shape

 Electrically 
activated shape-
memory alloys 
(SMA)

 Drawbacks: Low 
response frequency

ADIF
(DLR)

(Sinapius, 2014) (Yaman, 2015) (Olson, 2018)(PROJECT FINAL REPORT, 2015)

EU



12345678

8 symmetric stable configurations of a 
multistable trip

(32 cm × 5 cm)

8/14



91011121314

6 unsymmetric stable configurations of a 
multistable trip

14/14

(32 cm × 5 cm)



1234567

Various stable configurations of the 
multistable trip with one end fixed

(32 cm × 5 cm) 

7/14



891011121314

Various stable configurations of the 
multistable trip with one end fixed 

(Cont.)

(32 cm × 5 cm) 

14/14



123456

Various stable configurations of a 
multistable shell with one side fixed

(18 cm × 20 cm) 

6/17



Various stable configurations of a 
multistable shell with one side fixed 

(Cont.) 

789101112

(18 cm × 20 cm) 

12/17



1314151617

(18 cm × 20 cm) 

Various stable configurations of a 
multistable shell with one side fixed 

(Cont.) 

17/17



CN

多稳态变形金刚机翼

Leading Part (3D printing)

Trailing Part (multi-stable plate)

• 设计方案

• 用纳米化的技术制造多稳态变形金刚蒙皮

390

250

92

57

50 80

φ
70



Thrust Vectoring Control (TVC)

推力矢量控制技术



Different types of TVC  (推力矢量装置分类)

1. 折流板 (Baffle Plate )

2. 二元矢量喷管 (Binary Vector Nozzle )

3. 轴对称矢量喷管 (Axisymmetric Vectoring Nozzle )

4. 流场推力矢量喷管 (Fluidic Injection Nozzle )

折流板 流场推力矢量喷管轴对称矢量喷管二元矢量喷管



Unusual Properties of HEAs

Y.F. Ye, Q. Wang, C.T. Liu, J. Lu, Y. Yang, Materials Today, 2016

The strength-ductility paradox does not apply?



Applications of 4D morphing in TVC
双稳态技术在矢量喷管中的应用

SMAT处理后金属板双稳态变形
SMAT Induced 4D morphing

多点控制金属板变形
Multiple Control Points System

控制点与金属板变形关系
Shape control and deformation



多稳态双向矢量喷管

多稳态双向矢量喷管

多稳态板性能

尺寸: 700*80*0.5 mm

SMAT 区域: r=35mm

可变角度: ±20°
F-22 双向矢量喷管
(可变角度: ±20°)

20°

r

轴对称矢量喷管

(Axisymmetric Vectoring Nozzle )



Concept IAA概念车名称中的“IAA”即为“Intelligent Aerodynamic Automobile”，译为
“智能空气动力学汽车”，车身设计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让该车的风阻系数仅为0.19。值得
一提的是，通过按钮或者在时速超过80km/h时，改变空气动力部件，其车身外形会发生明显改
变, 车身前保险杠上的扰流板将后缩60mm，前格栅将自动关闭，为的是加速车底空气尽快流出。
同时车身前侧翼子板上的出风口向前移动25mm，车身后侧通风口向后移动20mm。



Combustor

Rotating 
blade

Guide 
vanes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TBCs

N. N. Padture, et al. Science, 2002, 296: 280.
D. R. Clarke, MRS Bulletin, 2012, 37：891.

Blade
outer air 
seal
Shrouds
……



1. 单晶高温金属材料：不断挑战材料极限1150℃
2. 冷却气膜技术 ：挑战加工技术、推高成本
3. 热障涂层：虽起点高，但潜力大！
4. 陶瓷基复合材料：加上热与环境障碍及冷却系

统，工作温度可达1620 ℃

各国航空推进计划中提高燃气进口温度三大关键技术

今后航空发动机效率、推重比、可靠性的任何一点
进步都依赖于热障涂层技术的发展。——
D. R. Clarke, MRS Bulletin, 2012, 37：891.

先进热障涂层是亟需应用在航空发动机上的一种涂层，
是提高发动机服役温度最切实可行的方法。————
N. N. Padture, et al. Science, 2002, 296: 280. 

The progression and projection 
of temperature capabilities of 
nickel (Ni)-based superalloy
(gray) with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TBCs; green), 
ceramic-matrix composites 
(CMCs; blue), and
maximum allowable gas 
temperatures with cooling (red). 
N.P. Padture, 2016, Advanced 
structural ceramics in aerospace 
propulsion, Nature
Materials 15:804-809,  2016





我们增材制造的路线图

•高附加值领域(生物医疗，航空，航天)
•超纳合金靶材
•粉材制造工艺及质量稳定性
•纳米“墨水”新工艺及相关烧结工艺
• 4D 打印 +
• SMAT原位3D打印增值致密及预应力处理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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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产业关键共性技术

3D打印制备复杂形状陶瓷存在问题

• 陶瓷熔点高，脆性大，热应力大
• 现有方法制备陶瓷存在成形速度、尺寸限制、性能差等问题
• 复杂形状复合功能陶瓷器件难以成型

3D打印

可编程自变形 弹性体衍生陶瓷

陶瓷4D打印

突破
大尺寸陶瓷结构

 形状复杂程度

 机械强度

 制造成本

 适应环境变化能力

提出通过4D打印技术解决大尺寸复杂形状陶瓷的制备难题

4D打印=3D打印+可编程自变形



弹性体衍生的折纸陶瓷和4D打印陶瓷
Origami and 4D printed ceramics



热处理

陶瓷3D打印 陶瓷前驱体

弹性陶瓷前驱体

单元格整体网格 纳米颗粒

10 nm50 nm1 cm 200 µm

多级陶瓷结构

LIU, G. et al. Science Advances 4, eaat0641 (2018)

超纳孔

84

3D打印陶瓷



LIU, G. et al. Science Advances 4, eaat0641 (2018)获批美国专利：US 10377076， 2019

方法一 特点：两层、预应力

85

4D打印陶瓷



Guo LIU, Yan ZHAO, Ge WU, Jian LU, Origami and 4D printing of elastomer-
derived ceramic structures, Science Advances 4, eaat0641 (2018)

4D打印陶瓷 :方法二 特点：三层、预应力、连接点






Printed ceramic origami
Complex-shaped ceramic origami with mixed Gaussian curvature 
(K) and two types of ceramics with colour versatility can be 
achieved. 

Scale bar: 1 cm

Guo LIU, Yan ZHAO, Ge WU, Jian LU, Origami and 4D printing of elastomer-
derived ceramic structures, Science Advances 4, eaat0641 (2018)





3C产业里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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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m

优势

 完美的视觉与触觉感受

 非常好的5G信号的穿透能力

 可编程与客户专享设计

 复杂几何结构

 优秀的力学与热性能

 低密度

 有竞争力的价钱

 优秀的抗腐蚀能力

 可以拓展到其它系统

Guo LIU, Yan ZHAO, Ge WU, Jian LU, Origami and 4D printing of elastomer-
derived ceramic structures, Science Advances 4, eaat0641 (2018)

获批美国专利：US 10377076， 2019， J.LU， G.LIU



通过x、y两个方向四个电机，带动位于装置中
央的前驱体材料进行拉伸变形。

打印的部分陶瓷叶片
（小图是3D打印叶片的俯视图）由聚合物转化的部分陶瓷叶片

尚未发表的成果

可编程自动化双轴预拉伸装置

通过折纸变形制造出的陶瓷叶片：
形状更为复杂灵活、精度和保真度更高、时间成本和材料成本都更低。

2 
cm

4D打印发动机陶瓷叶片



DiJulio, D. D., et al. "A polyethylene-B4C based concrete for enhanced neutron shielding 
at neutron research facilities." Nuclear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in Physics Research 
Section A: Accelerators, Spectrometers, Detectors and Associated Equipment 859 (2017): 
41-46.

3D/4D打印 吸波材料

可定制的辐射防护系统

防辐射装甲 复杂的辐射保护结构 轻质中子吸收陶瓷/混凝土

前苏联反辐射坦克 航天器上的辐
射防护结构

碳化硼混凝土的截面图

Radiation Absorbing System



3D-printed component

Sample with well-designed 
SMATed areas to achieve 

desired strength

SMAT of 3D printed metals



X.C.Yan et al. Materials Research Letters, 2019, 7:8, 327-333, DOI:
10.1080/21663831.2019.1609110



X.C.Yan et al. Materials Research Letters, 2019, 7:8, 327-333,
DOI: 10.1080/21663831.2019.1609110

Fatigue enhancement of 3D printed Ti Alloy



具有快速响应和组装结构的水/酒精响应软体执行器

 高弹性模量的纤维素膜保证了稳定和复杂
的变形；

※制作过程和基本性能 ※复杂变形的预测和控制

利用3D打印技术获得复杂结构。

Mao, Z.Y. et al. Ref. admt.201900974       Advanced Materials Technologie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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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响应和顺序响应 ※具有多动作的组装结构

12个不同的图案组装在一个金鱼样品上，显示了该方法的灵
活性和多样性。

Mao, Z.Y. et al. Ref. admt.201900974       Advanced Materials Technologies， 2020

具有快速响应和组装结构的水/酒精响应软体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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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理论家提出一套新
理论时，谁都不信他说的，
除了他自己

当一位实验科学家找到
一个新的结果，大家都
信他，除了他自己



Experimental Expert
实验专家

Theorist or modeling Expert
理论和模拟专家



方法1

设计好研究方案
加速实验: 加速孵小鸡系统的研究

方法2

结果 2

结果 1

http://www.websbook.com/sc/upimg/allimg/080523/shutterstock_986836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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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类似的研究 （仔细观察，发现不同）?

研究 1: 海平面能把水加温到摄氏99 度的系统

研究 2: 海平面能把水加温到摄氏100 度的系统

研究2研究1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Kochendes_wasser02.jpg


科学的美与真，模型的美在于它的简单

（1）能够用几个近似的参数描述一个材料和它的行为, 也许这样我们就接近
了真正的自然的法则

（2）一个定律是一个没有或尚未被挑战模型

（3）一个模型终究会便成一个定律或随着时光而消失

（1）半导体微电子领域的摩尔定律
（2）模拟扩散的Fick定律
（3）晶粒对材料力学性能的作用的H-P关系
（4）预测材料疲劳寿命的Wohler曲线（S-N）与累积疲劳的Miner法则
（5）断裂韧性Griffith方程与裂纹扩展的Paris
（6）损伤力学里的损伤余量1-D
（7）纳米压痕法的Oliver 与 Pharr方法



复杂模型症
syndrome模型开发者：给我四个

参数，我可以画一只大
象

给我第五个参数，我可以让大象跳舞



NumeriExtrapolation syndrome 无限推广症

LJ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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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科学研究合作像一个美式
周末聚餐（Pot Luck 
Party), 参加人越多菜就
越多，最重要的是不断带
上你受欢迎的拿手菜和新
菜与大家分享, 才会成为
聚餐会上的受欢迎者。

© Kaboompics .com



基础知识与训练是未来高效研究的重要基础
变革式创新需要敏锐的眼光，好奇心，信心，恒心，机遇与运气，

但机遇与运气永远是被有准备的人抓住的

这也是我们未来进行变革式创新的最佳路径



Education and Knowledge Structure
教育与知识结构

Lifelong Study
终身学习

Basic Knowledge 
From University

大学基础教育



My group 2018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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