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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使命（Two Missions） 
 

      一是研究如何把普通材料加工成有用之“材”； 

      二是如何培养学生成为对社会有用之“才”，即指导 

      学生开发有用材料的同时如何培养成为有用之才。 
 

 

●  在两个成材、成才 之路上，本人已实践了二十多年， 

      特别是近十年，作为一名专门从事科研、教学的教授， 

      有了一些新的体会，今天就这个话题与大家分享一下， 

      共同探讨有效的成“材”之道。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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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成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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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材料科学 

     则是一切科学技术的基础、也是研究技术科学和交 

     叉科学的理论基础。 
 

●   材料是物质，但是指有形的、有效能的物质。它是 

      用适当的方 法，把物质加工成构件或工具，并在使 

      用中满足所需的性能。这样，物质才“成材”了。 
 

●   现代材料的开发特征是 ABC，即： 
   合金化(Alloy), 共混化(Blend), 复合化(Composite) 

    

●  重点是对现有的普通材料进行改性，赋予其新性能。 

 

                

2.  成材：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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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材料（Composite Materials） 

       失效分析（Failure Analysis） 

       印制电子 （Printed  Electronics） 

 

  

2.  成材:  研究领域 

德国德累斯顿聚合物研究所 
博士后 

德国慕尼黑技术大学 
客座教授 

德国纽伦堡技术大学 
访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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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津大学  在剑桥大学   在斯坦福大学 

在耶鲁大学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在南洋理工大学 

2.  成材：学术交往 



采用反应复合加工方法，研制了新一代高耐磨耐蚀三
元复合管道产品，解决了国内外各种管道在腐蚀磨损、
复合腐蚀、冲蚀磨损等复杂环境下使用寿命短的问题； 

研发的三元复合管产品在上海宝钢、金山石化、高桥
石化、吴径电厂、嘉兴电厂、镇海电厂等我国一些知
名企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应用； 

不同类型的三元复合管产品获得了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研究领域之一  : 复合材料 



课题组2013新年茶话会（2012.12.23） 



  陶氏化学公司 王宇飞博士 

  宝钢中央研究院 祝凯博士 

龚嶷博士领奖 

上海核工程设计研究院 龚嶷博士 

参与项目的获奖博士领奖（2012.12.23） 



2.三元复合管道的特征与
制备 

法兰 
金属钢管 

复相陶瓷 

拼混树脂  

                   三元复合管的基本结构                                                                            

2.  成材: 耐磨耐蚀三元复合管 



                金属陶瓷二元复合材料的制备过程 (Φ1000)                                                                            

 三元复合管产品的反应加工 



   三元复合管的系列产品 

  (a) 耐磨耐蚀型三元复合管             (b) 抗冲蚀型三元复合管 

 (c)阻结垢型三元复合管                (d) 变径型三元复合管 



  三元复合管的自主知识产权 

1.  杨振国. 金属陶瓷内衬热补偿伸缩节． 
   授权专利号：ZL 01254791.3  (2002.8) 
 

2.  杨振国, 梅彤．一种自蔓延高温合成技术的夹具式离心机结构． 
   授权专利号：ZL 01254769.7 (2002.8) 
 

3.  杨振国．一种三元复合钢管结构． 
   授权专利号：ZL 02260716.1, (2003.9) 
 

4.  杨振国等4人．互穿网络型陶瓷基复合内衬钢管及其制备方法． 
   授权专利号：ZL 00119873.4，(2004.8) 
 

5.  杨振国, 于志强. 一种二硼化锆－三氧化二铝－铁复合粉末的 
     制备方法． 
   授权专利号：ZL200710037201.9 (2009.2)  
   



 三元复合管的工程应用 

    三元复合管研制成功后，电力、石化、化工、冶
金、石油等我国重要行业给予了一致的认可。 

        该系列产品已成功应用于20多条管线工程及整套
设备装臵中，使用效果均很好。 

   (a) 嘉兴电厂的三条管线工程        (b)  镇海电厂的整套装臵 



实例1：浙江镇海发电厂炉烟处理灰水pH装臵 

工艺参数： 

  T＝ 700C，  

  P <5kg/cm2    

  Ø ＝48 ～ 426 mm  

  Qw＝2600 T/h (海水量) 

  Qs＝12000 M3/h (烟气量)  

介质： SO2 、C02 、海水 

          灰颗粒、泥沙、烟气。 

管材：不锈钢管、橡胶衬里管  

      10CrMoAl管、碳钢管等 

                  pH装臵流程示意图 
 

• 当时状况：所有管材没有一个寿命超过半年， 

                  短的不到半个月就泄漏失效，维修 

                  更换量极大，严重影响了整个装臵 

                  的安全运行。 



(a)失效的Φ273－Φ325 喷淋管       (b) 替换的三元复合管大小头 

失效的喷淋管 

失效的喷淋管 

   失效的大口径变径管与三元复合管的对比 



(a)失效的Φ426直管和弯管       (b) 替换的三元复合管直管和弯管 

失效的弯管 

失效的直管 

   失效的大口径管与三元复合管的对比 



(a)失效的Φ159不锈钢弯管               (b) 替换的三元复合管系列弯管 

失效的弯管 

失效的弯管 

  失效的复杂结构件与三元复合管的对比 



(a)失效的Φ159多通管和Φ48布汽管    (b)  替换的三元复合管多通管 

失效的多通管 

失效的布汽管 

  失效的小口径管与三元复合管的对比 



(a)失效的Φ48 布汽三通管             (b) 替换的三元复合管三通管 

失效的三通管 

失效的三通管 

  失效的小口径管与三元复合管的对比 



                         ★ 示范工程点评 

      整套装臵于2002年3月全部改用三元复合管产品后，运行
至今已整整有10年，未出现任何由腐蚀磨损引起的泄漏失效,
解决了一大工程难题。 

      此外，三元复合管内壁光滑、阻力系数小，实施后整套装
臵的电流值从原先 I＝180A 减少到目前的 I＝140A，每年仅
节省电费就达几十万元。 

整套装臵的应用小结 



实例 2：宝钢4＃高炉环缝洗涤塔管路系统 

宝钢首套国产化设备4＃高炉环缝洗涤塔现场 



Φ377管路 

4＃高炉环缝清洗塔 

Φ377 弯管 

Φ219管路 

Φ325斜通管 

    安装的不同管径的三元复合管管路系统 

      不同管配件和管径的三元复合管 



Φ219-325 大小头变径管 

Φ377 伸缩节短节 

   不同管接口连接的三元复合管管路系统 

      不同类型的大小头及变径的三元复合管 



研究领域之二：失效分析 

建立了先进的失效分析技术和方法，在核电、火电、石
化、化工、石油、冶金、汽车、微电子、印制电路等重
要行业获得了大量的应用，创造直接经济效益数亿元； 
 

连续三届（2007、2009、2011）应邀在每二年举行一
届的“全国失效分析学术会议”上作大会报告，多项成
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案例一:     重水堆核电装臵热交换器 
                 的失效分析和纠正措施 
 
案例二:           大型 PTA装臵干燥机 

                     的失效分析及其解决对策 

 

案例三:    年产109万吨特大型乙烯装臵 

                  换热器的失效分析与整改方案 

 重大生产装臵失效案例的示范分析 



最早倡导对新兴的印制电子技术在我国的研究，尤其在
印制电路板（PCB/FPC）中的应用，成功研制出新型的
印制电子标签（RFID）产品； 

2008年3月，与中国印制电路协会（CPCA）一起创建了
我国第一个印制电子研究的学术机构：“全印制电子分
会”，任副会长； 

应《中国电子报》之邀，发表了两篇前瞻性文章:“一种
面向PCB的全印制电子技术”“产学研合作对推动我国全
印制电子产业发展的意义”在同行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研究领域之三  : 印制电子 



PCB加成法与减成法的比较 

印制加成法工艺 蚀刻减成法工艺 

形成金属膜 

形成光阻 

曝光 

显像 

蚀刻 

表面处理 

  直接打印电路 

固化处理 

金属布线电路板 光阻剥离 

掩膜 

金属膜 

打印 

紫外线 

基板 

纳米导电墨水 

光掩膜图形 



  一项产学研合作成功的实例                         

   (a) 内臵IC芯片的RFID外观    (b) 内臵IC芯片的RFID天线结构 
 

  

 ●  复旦-安捷利全印制电子研发中心通过产学研合作， 

      用印制加成法制备了新型电子标签（RFID）产品。 
 

 



  开发的卷对卷印制电子设备样机 



 性能参数 安捷利公司 PolyIC公司 

识别距离  6m 10 cm 

工作频率 915MHz 13.56MHz 

存储字节 32bits  64bits 

识别速度 20km/h / 

智能型  可读写 可读写 

研制的RFID与国外产品的比较                     

●    综合评价 
       研制的印制 RFID标签比德国PolyIC公司的同类
产品在功能上更强大，标志着我国企业自主研制的印
制电子新产品首次登场亮相、为市场所接受。 



●   印制 了2.6 万个RFID标签，成功用于“ 2011  

     CPCA SHOW”的 参观登记证和技术交流听课证。 

  国家工信部领导视察印制RFID展示区 



 《中国电子报》等报道了印制RFID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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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成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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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才 

●    材料科学(MS)是研究材料的组成、结构与性质相互 

       关系的学科。 
 

●    材料科学与工程(MSE)是研究材料的组成、结构、 

       制备工艺与性能和效能相互关系的学科。  
  

●    材料的性能是由内部的四个结构决定的。即： 

      原子结构、原子键合、 原子排列、显微组织。 
 

◆   学生成才的过程与材料性能有点类似，主要取决于 

      四个要素：智商、情商、灵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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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学生塑造成有用之“材” ，其才的培养，不能 
     仅停留在知识传授上，而要注重于意志力、忍耐力、 
     思维方式、做人做事等培养，尤其是社会责任感的 
     培养和训练，非智力因素的教育有时更为重要。 
 
●  同时，还必须考虑学生自身的兴趣、特长和个性， 
     因材施教，分配合适的课题，给予适度的自由空间， 
     充分激发其自主性、首创性和责任性。 
 
 
 
 
 
 

3. 成才 

●  正因为如此，课题组研究生中有担任分团委书记、 
     辅导员、 党支部书记、团学联主席等，但他们没有 
     一个耽误了科研任务，各自都做得相当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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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成才：学生的兴趣最重要 

●   实例一 
      2007年考入材料系研究生的唐晓峰，因为没有按
前任导师的要求做实验而不得不离开那个课题组，自
己差点要求退学不读了。 
      但与其深谈后，发现他有能力、有理想、有追求，
故针对其特长，指导他做印制电子用导电墨水。他很
喜欢这类新课题，天天埋头苦干到深夜，创新性被有
效地激发出来，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发表SCI论文2篇、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项。2010年毕业后，他继续拓展
自己感兴趣的新材料，创办了一家高科技公司，连续
得到国家科技部、上海市科委和松江区科委的资助，
第二年就实现营业额超过一千多万元的业绩。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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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二 
       龚嶷是2003级复旦本科生，在课题组共待了约六
年时间。他动手能力强，喜欢做实用课题，就有意识
让他做责任性大的企业课题，他先后承担完成了六个
由国内外知名大公司委托的重大失效分析课题。 
       他不怕脏、不怕累，深入工厂现场取样，工作踏
实，分析结果均被企业所采纳，以第一作者发表SCI
论文9篇，故被评为复旦大学研究生学术之星、复旦大
学优秀毕业生、上海市优秀毕业生标兵、复旦大学优
秀博士论文等。毕业时，上海核工程设计研究院副总
亲自来复旦，点名要他继续为中国的核工业发展作出
贡献。目前，他已在该院继续从事科研工作。 
 
 

 3.  成才：放手工作，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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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成才：因材施教, 学习工作都不误 

●   实例三 
       2008年复旦直升研究生陆倩淑，本科期间就热
心学生工作，读研时她提出希望担任本科生分团委书
记，以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根据其意愿，当即同意，
并布臵她做新型复合材料的合成及表征分析等课题。 
       她利用空余时间指导学生的活动，但周末把时间
用在科研上。担任分团委书记一年后，陆倩淑就以第
一作者发表了SCI论文2篇，而她领导的团学联在学生
工作中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毕业后陆倩淑签约了一家跨国公司外资企业，由
于她有出色的综合能力，工作一年就被提拔为公司的
高层助理，全面负责亚太地区的市场、销售及其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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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成才：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   实例四 
       杨超在本科二年级末就加入课题组做望道计划，
结题时被评为A等。他综合能力强，合成实验、计算机、
组织管理等均突出。他2011年直升博士生后，就被安
排开展了三种不同的课题，并让他负责课题组研究生
的日常管理工作，培养其综合管理能力及创新能力。 
      杨超成为博士生后，创新能力得到了充分展示，
取得一些新成果，申请参加了3M公司组织“2012年
全国大学生创新大赛”。作为复旦大学唯一进入决赛
的团队，他获得全国第二名。现在，他在担任辅导员、
花费大量时间的同时，能够合理安排好科研时间，目
前已发表 SCI论文3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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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成才：鼓励自主创新和探索 

●   实例五 
      常煜是2007级复旦本科生、2011年成为直升硕博
生。他聪明好学，实验动手能力特别强，但个性也很强，
喜欢自己探索新东西。 
      对此，除带他一起参加国内学术会议与同行交流增
长见识、看到存在问题外 ，再就是给他压重担，协助指
导新的研究生，结果他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很好的激发，
责任性变强了。他非常刻苦，经常在周末做实验，而且
善于思考和分析，自主创新性有了较大的展现。他第一
年就在SCI一区刊物上发表高质量论文1篇(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项。目前, 
他在印制电子材料开发方面又有一些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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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生常煜开发的离子催化化学镀工艺 

图1 实验室改装的喷墨印刷系统 



  图2 喷印催化化学镀墨水 图3 热处理后的线路图形 

图4 化学镀后导电图形  图5 导电图形耐弯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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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结束语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2012. 12. 25 

●   育人理念 
 

      指明方向、引而不代； 
      因材施教、兴趣为重； 
      志存高远、追求卓越。 
 

●   治学理念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殚精於教诲学生、竭力以学兴家国。 

 

 

        

4.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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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谢 大 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