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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关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战略性先进电子材料战略性先进电子材料””重点专项①重点专项①

多年来，在航空航天、交通、深海装备领域，

一些非标关键零部件需靠人工焊接。用中国中

车集团有限公司相关专家的话来说，这些关键

零部件焊接技术精度高，如达不到要求，将会造

成零件加工报废或运行中发生事故。

2月8日，科技日报记者从江苏无锡锡山经济

开发区科技部门了解到，该区无锡汉神电气股份

公司何晓阳科研团队，针对我国高端制造业加工

的难题，成功研发出新型手持激光焊接机器人，已

在中国中车新型高速磁悬浮列车项目上成功应

用，既解决了焊缝美观无缺陷问题，也使得后期处

理不易发生变形，探伤合格率100%。

高速轻量化，对焊接技
术提出更高要求

相关专家介绍，发展高速客车、地铁客车、

轻轨车以及高速重载货车，列车的轻量化是提

高列车速度的优选条件。

中 车 戚 墅 堰 所 副 总 工 程 师 告 诉 记 者 ，

CRH380A 高速动车组在京沪线上跑出了 486.1

公里的最高运营时速，刷新了世界高铁速度。

如此高的转速，对材料和齿轮本身的性能、箱体

的密封可靠等，都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目前，我国高速车体材料也由过去普通合

金钢材料，发展到不锈钢、铝合金型材。”无锡汉

神电气股份公司董事长何晓阳说，材料的变更，

对焊接技术提出更高要求，自然也带动了加工

技术的改进，激光焊接切割一体机的高新技术，

也随之引进到铁道车辆的制造生产线中。

“高速运行的列车车体是高强度铝合金材

料，目前依靠传统焊接设备已难以达到焊缝质

量要求。”南京理工大学王克鸿教授说，而采用

我国自主研发的手持激光焊接机器人，相较传

统手工氩弧焊工艺，激光焊接速度更快，激光通

过电磁场时光束不会偏移，能在真空以及特定

气体环境中施焊，精准定位，可应用于大批量自

动化生产的小微工件的组焊，实现自动化高速

焊接。

提高焊接精度，让激光
焊接装备替代进口

无锡汉神电气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刘海军告

诉记者，激光焊接技术属于精密制造的一种先

进工艺。在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很早就在航

空航天、船舶制造、轨道车辆制造、钣金加工、汽

车制造等行业上应用。之前，国内激光焊接技

术一直还处于实验室阶段，投入使用的少量激

光焊接设备，也主要依靠进口，价格昂贵。

“为打破激光焊接设备的技术壁垒，促进国

内精密制造发展，我们从 2008年起，就与科研院

所合作，联合开发高功率激光焊接装备，起初主

要针对船舶等特殊领域的应用需求，开发新型

焊接设备。近 10 年来，我们以智能化理念为指

导，集中科研力量，瞄准轨道车辆进行激光焊接

工艺及激光焊接智能设备研发，攻克了从材料

到技术、工艺等多方面关键技术难题，终于研发

成功，替代了进口。”何晓阳说。

相关专家介绍，目前，新型手持激光焊接

机器人是一种比较先进的连接技术，和传统

焊接方法相比，其焊接技术的优点、优势非常

明显：焊接速度快，表面成型美观；激光聚焦

后 ，功 率 密 度 高 ； 焊 缝 深 度 大 ，且 焊 缝 强 度

高；既能在室温或特殊条件下进行焊接，还可

焊接难熔的钛、石英等材料，有效提高了焊接

精度和效率。

但在相关专家看来，目前，尽管我国在激光

焊接领域已取得了新突破，但应用领域仍然有

限，要实现多领域大规模应用，亟待通过深化协

同创新，在更高功率的激光器光源稳定性上，以

及焊接工艺及材料、焊接工艺对设备要求及焊

接过程参数监测和控制技术等方面进行研究，

提升全省激光焊接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

要加快制定相关国家标准和出台鼓励焊接设备

采购国产化的政策，更好地推动激光焊接产业

的创新发展，为建设航空航天、交通、海洋强国，

提供重要的装备技术支撑。

焊接机器人出马，磁悬浮列车焊缝探伤合格率100%

轻、薄、功耗低、主动发光、无视角限制……

在显示领域，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因这些

特性，被寄予厚望，已经成为智能手机显示屏

的主流。

不过，现阶段的 OLED面板普遍采用真空蒸

镀制备工艺，其严苛的工艺要求与高昂的成品价

格，限制了其在更大尺寸显示产品上的大规模普

及应用。

而喷墨打印可以在常温常压的环境下，在更

大尺寸玻璃基板上快速连续地制备红绿蓝像素

阵列，为制备大尺寸 OLED 显示屏创造了条件。

然而，目前 OLED 印刷技术才刚刚起步，产业化

印刷 OLED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前路漫漫，但曙光已现。近日，科技日报记

者从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获悉，“战略性

先进电子材料”重点专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 8.5 代印刷 OLED 显示产业化示范中的“基

于产业化印刷材料器件与工艺开发”课题，已经

取得一系列成果，例如开发或评测出超过 10 种

面向印刷工艺的新型发光层、空穴传输层、电极

层材料；制备出让像素点均匀分布，且耐受打印

溶剂溶解的围栏材料；研发出膜表面粗糙度小于

5纳米的大面积发光薄膜。

“中国在信息显示领域长期处于落后追赶的

境地，而以 OLED为代表的第三代显示技术的诞

生，为我们在显示领域的弯道超车提供了契机。”

在南京工业大学先进材料研究院江苏省柔性电

子重点实验室，课题牵头人秦天石教授一边说

着，一边拿出两个装满 OLED粉末的小瓶子。

这是他的课题团队正在研发的黄光 OLED

材料，在手电筒的光照下，瓶子内的粉末正发出耀

眼的黄光。“该黄光材料可以提升显示面板的色彩

饱和度，同时有效降低面板能耗。”秦天石说。

OLED 显示技术是一种主动式发光技术，当

驱动电压施加在红绿蓝三基色像素上时，显示面

板会发出红绿蓝三色光，再通过不同排列组合产

生人眼可视的全部色彩。与被动式液晶显示技

术相比，OLED 技术无需背光源，亮度高、能效

低、可视角度大、色彩鲜艳，成为最有发展潜力的

下一代显示技术。

目前，OLED 面板主要有两种制作工艺，一

种是真空蒸镀工艺，另一种则是喷墨印刷工艺。

“这两种工艺有很大差别，主要在于制备

OLED 显示屏的装备和材料不同。”秦天石说，现

阶段量产 OLED 屏幕主要是依靠真空蒸镀工艺

来制备，即在高真空环境的腔室内，将 OLED 发

光材料放在蒸发源上高温加热，材料受热升华成

气体，再重新凝结到基板上形成 OLED 像素阵

列。但蒸镀工艺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蒸

镀过程中像素周围的掩膜版上会有很多材料残

留，造成材料浪费和腔室污染。

“更重要的是，蒸镀装备的制造难度大、成本

高，达到高真空环境需要更严格的条件，所以蒸

镀工艺难以规模化制备大尺寸的 OLED 电视屏

幕。即使个别厂商用蒸镀工艺制备出一些高端

产品，其成本和价格也远超大众的接受能力。”

秦天石说。

如同打印文稿，将发光材料打成像素图案

相比蒸镀技术，喷墨印刷技术可大大提高生

产效率和发光材料的利用率，显著降低制造

OLED 显 示 屏 的 直 接 成 本 ，有 效 制 备 大 面 积

OLED显示屏。

但是，搭建印刷 OLED 生产示范线，面临诸

多挑战。这也是印刷 OLED 显示产业化立项的

意义所在。

OLED 发光材料是显示技术的源头活水。

“目前成熟的 OLED 发光材料，主要是真空蒸镀

工艺的小分子发光材料，并不一定适用于印刷工

艺。因此，如何通过分子设计，用溶剂使 OLED

材料溶解成墨水，并兼容印刷制备工艺，是本课

题需要攻关的难点之一。”秦天石表示，更重要的

是，目前兼容印刷工艺的 OLED 材料，大部分都

是在欧美日韩的专利材料体系上研发出来的。

开发出具有中国核心技术优势的发光材料，迫在

眉睫。

从 2017 年起，秦天石所在的南京工业大学

团队开始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发光材

料。“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目前大部分商用的发

光材料都是基于稀土元素铱和钌配合物体系

的，这两种元素在自然界分布稀少，原料成本

极高。”

于是，团队尝试开发金属铂基发光材料，虽

然铂属于贵金属，但市场价格比起以上两种稀土

元素低了很多。此外，铂的化学稳定性比铱和钌

好，这意味着做成显示器件的话，其使用寿命会

比铱和钌基配合物材料更长。同时，铂基材料也

更易于突破国外的专利壁垒。对此，他们在一点

点摸索中寻找希望。

“例如，传统铱基发光材料利用的是一种六

配位化学结构，我们最初也将铂基材料设计成六

百里挑一，筛选出最佳发光材料

我们在手机上、电视上看到的画面，由许多

肉眼难以察觉的彩色颗粒组成，这些颗粒就是

像素点。每个像素点包括红绿蓝三种颜色，红

绿蓝通过不同的发光组合，形成所有颜色。像

素点体积越小、排布越紧密，形成的画面就越

细腻、真实。

如何让发光材料形成一个个像素，均匀地分

布在显示屏幕上，对印刷工艺是一大挑战。

“喷墨印刷时，需要用溶剂将 OLED 发光材

料溶解形成配方墨水，再将红黄蓝三种配方墨水

按照一定的阵列分布，打印到相应的位置中。因

此，在打印墨水之前，需要在基板上铺一层‘围栏’

材料，从而使打印的每一滴墨水都准确进入预设

的围栏中，实现高分辨全彩显示。而目前的围栏

材料仍依赖进口，国产材料的溶剂耐受性差，在

打印 OLED 墨水时，围栏容易被溶解，导致薄膜

厚度不均匀、显示板颜色失真，例如该显示蓝色

的像素，有可能会错误地显示出红色或绿色。这

几年，我们在优化工艺让‘围栏’变得‘坚强’。”中

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团队

印刷电子中心高级工程师张东煜说，他们以国产

光敏胶为基础，调配墨水、控制曝光、显影的温

度、时间，优化烘干等工艺，让国产围栏材料的抗

溶解性增强。

制备完成后，团队将围栏放到溶解性很强的

丙酮溶液里，超声处理 20分钟，结果发现围栏的

性能、高度都没有变。

此外，研发团队还设计了不同直径和间距的

围栏，例如，直径为 80 微米、100 微米和 150 微米

的圆形围栏。张东煜说：“不同直径的围栏，可以

控制围栏内像素点的个数，以方便今后根据需

求，制作不同分辨率的显示屏。”

“强健”像素围栏，让发光材料指哪打哪

打印均匀度对于打印效果至关重要，围栏将

融合了发光材料和溶剂的墨水，圈在一个个圆形

的围栏中，却也迎来了另一个挑战——“咖啡环”。

喜欢喝咖啡的人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

滴咖啡蒸发后，会在液滴的边缘形成一个比中间

区域颜色深得多的暗环，这种不均匀的沉积现象

就是“咖啡环效应”。

当显示薄膜上出现咖啡环，将意味着显示的

图像色彩不均匀，严重的话，这些区域无法显示

图像。

“这就对墨水的配方、墨滴间的距离、基板与

膜层的处理温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了让膜层

的均匀性好一些，我们在两年时间里，尝试了三

四十种小分子和聚合物添加剂，希望能将其掺杂

在墨水中，让墨水的扩散性更好一些，以均匀成

膜。”项目团队成员、南京邮电大学教授陈淑芬

说，他们系统研究了溶剂和溶质配方对打印膜层

质量及 OLED器件性能的影响，并基于墨滴的密

度、表面张力和黏度计算，最终确定了几种更符

合印刷工艺的需求的墨水溶剂配方，印刷制备图

案化的发光薄膜，且膜表面粗糙度小于 5纳米。

“我们希望，未来能攻克打印 OLED 的关键

材料与共性技术的瓶颈，将越来越多地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国产材料与装备，引进到打印 OLED

电视生产线中，为 OLED电视屏幕国产化贡献力

量。”秦天石说。

均匀成膜，表面粗糙度小于5纳米

材料上做文章材料上做文章
OLEDOLED屏幕将进入喷墨打印时代屏幕将进入喷墨打印时代

科技日报讯（记者瞿剑）中国海油旗下中海油服 2月 19日宣布，由我

国自主研发的 235 摄氏度、175 兆帕超高温满贯测井系统“ESCOOL 系

统”，在渤海油田钻井作业中创造了 5572米井深和 193摄氏度井温的作业

纪录，其成像质量达到国际主流设备水平。

中海油服表示，测井堪称“油气勘探之眼”。它是通过电缆将精密

仪器下放到几千米的井下，利用声、电、放射性、核磁等高精尖技术，将

地层参数实时传输至地面，以达到发现油气藏、评价油气储量的目的。

“ESCOOL 系统”是中海油服自主研发的“三高”（超高温高压高速）网络

化测井系统，融合了电缆高速数据传输和井下总线高速通信技术，最高

可实现 1Mbps 的数据传输，能在复杂恶劣地质环境下准确获取地层各

项参数，并实时上传到地面，让地下油气藏无所遁形。“如果说常温测井

仪器是油气勘探开发的眼睛，那么高温测井仪器就是在极端环境下仍

能探清油气藏的‘火眼金睛’。”中海油服油田技术事业部电缆测井项目

负责人黄琳如是说。

黄琳介绍，该系统在实现常规作业的基础上，有效提升了大数据量仪

器的测井速度，缩短了作业时间，在当今高端电缆测井服务市场有着刚性

需求。

为应对油气资源开发向深层高温高压进军所带来的挑战，2013 年，

中海油服启动了高温测井系列仪器研制首期科研攻关，解决了现场急需

的高温高压测井作业需求。2016年，成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技

术指标为耐温 205 摄氏度、耐压 140 兆帕的 ESCOOL 高温高压满贯测井

装备，并于 2018 年 9 月在青海干热岩地质井（189 摄氏度）圆满完成首次

作业；与此同时，该系统持续加大信息化技术应用力度，开发了记录测井

作业全过程的“黑匣子”监控系统和井下作业粘卡预警系统，并可以将所

有数据通过卫星网络实时传输到作业支持中心，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和

成功率。

截至目前，“ESCOOL 系统”已在国内成功完成 35 井次作业，逐渐形

成了品牌效应，为高温高压油气藏测井提供了中国方案。据预测，未来 5

年，国内每年基于“ESCOOL 系统”的作业量可达 30 井次，对国内油气增

储上产具有重要意义。

超高温油气勘探

我国有了自己的“火眼金睛”

科技日报讯（记者瞿剑）据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最新消息，由其自主

研发的套管状态感知及预警系统，2月 22日在 1000千伏特高压泉城变电

站成功投运，其中套管介质损耗因数的实验室测量误差小于±0.0003。

至此，我国首次实现对特高压交流变压器套管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并完

全掌握了相关监测及预警技术。

中国电科院介绍，套管是电网的核心“咽喉”设备，其运行可靠性直接

关系电网安全。套管状态感知及预警系统好比人体健康监测仪，监测套

管的实时运行状态，便于提前发现运行隐患，及时采取措施。但传统的套

管监测技术和产品测量误差较大、抗干扰能力较弱、环境适应性不强；在

特高压变电站中更会受到过电压、强电磁干扰的显著影响。国内外均无

应用于特高压套管状态监测的先例。

中国电科院研究团队历时 6 年自主攻关，解决了强电磁干扰下末屏

电流信号精确感知和末屏可靠接地“兼容”难题，攻克了系统频率泄漏、栅

栏效应条件下绝缘状态精确测量等技术，开发了套管油状态多节点无线

智能传感技术。研发的特高压交流变压器套管状态感知及预警系统不改

变末屏接地方式，有效屏蔽强磁场影响，并具有高精度分析算法，硬件可

靠性高，可以实时精确感知特高压交流变压器套管的介质损耗因数、电容

量和末屏泄漏电流等绝缘状态参量。

精度高、可靠性高

电网“咽喉”设备实现实时监测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志伟 通讯员徐小丹）2 月 9 日记者从华中科

技大学获悉，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高分辨三维成像技术揭开了该校张

海鸥团队“铸锻铣一体化金属 3D 打印”不为人知的秘密：微铸锻铝合金

中缺陷尺寸和数量显著低于传统电弧增材，组织得到细化，韧性指标有

明显提升。

近期，西南交通大学吴圣川教授将这一研究发表在金属加工领域顶

级杂志《材料加工技术》上。

“这一结果表明‘铸锻铣一体化金属 3D打印’应用于以高铁为代表的

大型高端装备中的巨大潜力。”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丁叁

叁副总工程师介绍，当列车在高速行驶状态下，空气动力学作用急剧恶

化，对材料及结构可靠性要求与既有技术显著不同，“铸锻铣一体化金属

3D 打印”技术所特有的组织通体细晶和基体高强韧等优势，可为未来超

高速、长寿命地面交通装备制造提供全新方案。

基于该技术，张海鸥团队成功打印出时速 600 公里及以上磁浮列车

悬浮架关键支撑部件，目前正与吴圣川教授制造或修复更高速度的高速

列车铝合金齿轮箱，并合作开展损伤车轴和铝合金结构的表面修复及结

构完整性评价。

“材料内部损伤演化及定量表征是重大装备服役中的瓶颈技术。”吴

圣川说，长期以来，一直依赖于破坏性试验和表面观察方法推断材料疲劳

程度，设计、制造以及服役评估都难以准确定量。近十年来，以同步辐射

光源为代表的先进光源，突破这一技术的瓶颈，为了解重大装备的服役过

程提供了“超级显微镜”。

高速列车

关键部件可以打印了

编者按 为满足节能环保、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

域对战略性先进电子材料的迫切需求，2016年，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启动“战略性先进电子材料”重点专项。实施过程中，该专项

瞄准全球技术和产业制高点，培养了一批创新创业团队，培育了

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基地。

本报今起推出该项目优秀成果系列报道，展现该项目的攻

关历程及其取得的重大突破。

配位的，但其发光效率并不高。随着研究的深

入，我们发现将其制备成四配位结构，材料可以

发出很好的深蓝色磷光，发光效率是此前的 3

倍。”秦天石说，三年间，团队共设计开发了百余

种发光材料，最终才制备出一款高效深蓝光磷光

材料，可谓百里挑一。

目前，团队已开发或评测出 3种适用于印刷

工艺的发光层材料，3 种适用于印刷工艺的电荷

传输层材料，以及 5种新型发光金属配合物和电

极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