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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头条信息

重点实验室召开建设与发展工作交流会

近日，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分

别在 RAL411 会议室、汉卿会堂蔡冠深报告厅召开重

点实验室建设与发展工作交流会，袁国教授在会上作

了重点实验室建设与发展工作报告，实验室全体教师

及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袁国指出，根据《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

理办法》和《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规则》，2018 年轧

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参加科技部对工

程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估，评估结果被列为整改

类国家重点实验室。专家组根据实验室存在的问题，建议实验室应进一步加强高品质钢的高精度轧制技术

研究与装备研发，满足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和国防军工重大需求；进一步加强学科交叉融合 , 积极开展智能

化轧制方向培育和发展；同时加大青年人才培养和引进的力度。按照科技部要求，我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

门高度重视，多次召开研讨会商讨解决方案和改进措施。结合专家的评估意见和实验室的实际情况，已确

定了初步整改措施。

袁国强调，RAL 实验室自成立以来，围绕高质量、低成本绿色轧制关键共性技术、重大冶金装备研发

及产业化、高品质金属材料开发等方面开展前沿性、战略性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高层次

人才培养，以提高和推进我国轧制工艺技术及装备水平至国际前沿为目标，致力于引领国际轧制领域技术

进步。实验室在未来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研究方向在当前单体技术创新与应用基础研究基础上，将进一步

拓展全流程一体化工艺原理和技术创新研究，加大基础研究力度与深度，以更好地满足现阶段我国金属材

料工业的发展需求。针对整改要求及实验室情况，拟在如下方面开展具体工作：

在确定研究方向、组建研究团队方面，针对国家重大需求，根据实验室总体定位、现状和发展需要，

建立交叉学术研究团队，拓展研究方向，强化全流程协同创新，提升基础研究能力。面对新时期的新要求，

金属材料在满足经济建设广泛需求的基础上，更注重为重大工程提供关键原材料，以解决我国材料方面的

“卡脖子”问题。为此，实验室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坚持走“从 0 到 1”的原始创新路线，进一步强化

金属材料生产领域的基础性研究，进一步强化“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模式，从以往侧重单一加工环节

创新向钢铁全流程一体化创新转变，依托材料科学与工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汇聚队伍，形成以材料加工

为主体，材料、自动化、冶金、计算机等为特色的完整专业体系，积极推动自动化、智能化与轧制工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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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合，以全流程的整体观念开展协同创新，解决关键重大科学问题。根据新调整和拓展的方向需要，

统筹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在第一性原理计算、分子动力学、相变机理和大数据、控制科学、智能制造等方

面争取突破。充分整合校内相关学科、领域的优势力量，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交叉融合，打造更为凝练、

更有厚度的科研方向。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局面，为钢铁材料的原始创新、技术突破和成果转化等方

面提供全链条支撑。

根据国家重大需求实验室拟开展和调整以下研究方向：

（1）成型过程金属材料计算科学与工程；

（2）冶金及高精度轧制工艺与组织性能调控；

（3）铸轧一体化短流程制备理论与技术；

（4）高质化金属材料制备原理与技术；

（5）材料成型过程数字感知及智能制造。

在人才培养与引进方面，加强拔尖人才培养，制定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加快研究平台和环境建设，吸

引国内外优秀人才。依托新整合及拓展的五个研究方向，着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尤其是加强对青年

人才的选拔、培养和引进力度。出台一系列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激励政策，推动人才队伍建设体制机制改革，

最大程度释放人才红利和活力。针对不同方向、不同学科、不同学缘、不同层次的人才需求，统筹协调总

体布局。实验室推出“推升计划”、“引才计划”、“外培计划”等举措，最大限度发挥人才的作用。积极申

报“111 引智基地”、“国际联合实验室”和“外国专家引进计划”等国际合作项目，拓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推进实验室建设国际化，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开展与国际一流高校、研究院所的交流，加强与国外

相关领域的优秀团队和人才的合作，增强实验室科研创新能力。

另外，在学生培养与管理、科研平台建设、实验室运行管理等方面，要加强本科生培养，创新高水平

研究生培养方法与体系，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科研平台建设与管理要做到物尽其用，高效运行；实验室

管理运行要完善制度，强化制度化管理。

袁国在总结中表示，应用研究是基础研究创新的源泉，实验室根植于国民经济主战场，为解决国家重

大需求做了大量应用基础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在大量的应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值得

去深入研究的基础科学问题，对于这些基础科学问题我们应该继续加大研究力度，进一步推动原始性创新

突破。当前，面向钢铁行业智能化、高质化发展趋势的国际前沿，我们要通过学科交叉、产学研结合、科

教结合，从基础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创新到应用示范；以材料加工为主体，协同冶金、材料、控制等

学科，开展冶金工业流程全链条协同创新。依靠基础研究的成果去指导应用研究的方向，并通过国家重大

需求导向，在应用研究过程当中继续凝练基础科学问题，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互相促进。

面对当前现状及形势，我们实验室在保持自身特色和优势基础上，要树立信心、补齐短板、挖掘潜力，

不断增强内生动力，加快发展。在学校领导、各职能部门的引领支持下，在全体实验室成员的共同努力下，

一定能够将实验室建设成为学术水平领先、汇聚培养高端人才、学术氛围浓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学

术基地，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于学校“双一流大学”建设需求，服务于实验室教师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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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人员发展需求以及青年学者与学生的成长需求。最后，号召全体师生共同努力，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实

验室引领轧制工艺技术发展、支撑我国金属材料行业转型的过程中，为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及我国钢铁行业

高质量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此前，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王昭东主任，因身体原因提出辞职以后，学校就实验室

主任一职面向全球进行了公开招聘。袁国同志经过自愿报名，公开竞聘，学校公示等环节，成为实验室主

任的唯一候选人选。因实验室工作的需要，经学校研究决定，袁国同志从 10 月 25 日起代理实验室主任的

职务。

从 0 到 1，从纸上到车上的技术突破

——AluSlim® 高韧性新型 Al-Si 镀层技术隆重发布

9 月 18 日，由东北大学提供基础理论支持，育

材堂（苏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鞍钢蒂森克虏伯（重庆）汽车钢有限公司和

东风（武汉）实业有限公司通过产业化合作开发的

AluSlim® 高韧性新型 Al-Si 镀层技术发布会在江苏扬

州隆重召开。

东北大学校长赵继，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张进华，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栋、毛新

平，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钱海帆、中国汽

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侯福深，通用汽车（中国）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建锋，东北大学教授、育材堂（苏

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CTO 易红亮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会议。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高宪臣主持

发布会。

东北大学校长赵继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本次发布会更重要的目的是搭建产学研用融通创新的桥梁，推

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链条更加顺畅。东北大学支持团队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同时在服务发展过程中提升

学校实力和水平，而且在成果转化过程中注重队伍建设，平台建设的有机整合，从而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

队伍。

东北大学教授、育材堂（苏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CTO 易红亮介绍了 AluSlim® 高韧性新型 Al-Si 镀

层技术从 0 到 1 的理论突破，从与汽车企业合作进行产业化落地的技术开发过程及技术特点。据易红亮介

绍，现有 Al-Si 镀层技术存在弯曲断裂应变不足，存在延迟开裂风险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由东北大

学提出的 Al-Si 镀层和钢基体界面间高碳致脆的理论，代表着学术界在汽车钢 Al-Si 镀层强韧化领域从“0

到 1”的突破。坐落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初创企业育材堂（苏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又成功将这一理论转化

为界面降碳韧化技术，并通过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和鞍钢蒂森克虏伯（重庆）汽车钢有限公司批量

工业试制，研发出高韧性 Al-Si 镀层热冲压钢。这一新材料可达到现有材料的同等强度，并实现韧性提升

发布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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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助推汽车零件安全性能的提升。它对比现有技术在多个维度上均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中国发

明专利已获得授权，该专利有望降低该类钢材的销售价格和零件成本。另外，2019 年五月通用汽车材料团

队正式要求马钢着手准备新钢种认证所需要的完整技术数据。在 2019 年六月公布的通用汽车公司全球材

料新标准 GMW14400 中，增加了高韧性 Al-Si 镀层热冲压钢，并提出了韧性提高 20% 的技术要求。据易红

亮介绍，以推动产品应用为目标，育材堂、马钢、通用汽车组建了联合技术团队，在东风（武汉）实业量

产热冲压线上进行了多轮零件热冲压验证。实验证明，采用新型钢材制造的零件碰撞性能提升达 28%，延

迟开裂风险大幅降低，涂装性能等各项指标均符合 GMW14400 标准。目前，多家国际和国内汽车制造商正

持续追踪和评价界面降碳韧化技术。

王国栋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新技术的开发成功是东北大学和马钢、鞍钢、汽车制造等企

业针对市场需求质量更好的镀层产品这一市场需求来开展的。这是行业深入贯彻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一个成功案例。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方式推动技术创新，将

有利于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有利于满足需求侧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毛新平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热成型技术可能是今后的发展趋势。本次开发的高韧性新型 Al-Si

镀层技术，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不仅中国发明专利已经获得授权，国际专利也正在申请中。此外，该技

术还由于突破了镀层热冲压钢的韧性技术瓶颈，对比现有技术可进一步减薄实现轻量化。该技术的产业化

将在全球超过 300 万吨（中国近 100 万吨）的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将为全球汽车及钢铁工业的发展做出

巨大贡献。

河钢集团、华为公司、东北大学

共建“工业互联网赋能钢铁智能制造联合创新中心”

12 月 25 日，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东北大学三方本着“面向未来、注重实效、开

放协同、共享发展”的宗旨，为推进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5G 等技术在钢铁行业的深度应用，引领钢

铁行业工业互联网的顶层设计和标准制定，在深圳举

行联合组建“工业互联网赋能钢铁智能制造联合创新

中心”（简称联创中心）签约挂牌仪式。

河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于勇，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东北大学校长赵继出席签约挂牌仪式。中

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教授王国栋等三方专家团队参加相关活动。

据悉，此次成立的联创中心将作为钢铁行业工业互联网与智能制造的产学研用平台，着力解决钢铁产

业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引领推动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未来，三方将共同努力，把联

创中心建设成为全球钢铁行业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的技术研发平台、中国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等国家

战略的示范基地、中国钢铁工业智能制造前沿技术人才的聚集及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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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晨集团、鞍钢集团、东北大学

共同组建汽车未来用钢技术联合实验室

12 月 30 日，华晨集团、鞍钢集团、东北大学共同组建汽车未来用钢技术联合实验室签约暨启动仪式

在鞍钢举行。这是三方在中国汽车行业面临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重要历史关口，整合技术研究、产品开

发和试验认证资源的一项创新之举。

华晨汽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阎秉哲，华晨汽车集团常务副总裁刘同富，鞍山钢铁集团董事长、党

委书记谭成旭，鞍山钢铁集团副总经理王义栋，东北大学党委书记熊晓梅、校长赵继、副校长唐立新等出

席签约仪式。

阎秉哲表示，鞍钢是钢铁产业的摇篮，为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东北大学是国家重点

建设的一流大学，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产学研合作等方面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三方的合作将为企

业注入强大的推动力。华晨将倍加珍惜合作机遇，依托三方合作平台，助力华晨高质量发展，提升华晨的

品牌形象和影响力。

赵继表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跨界合作成为必然的选择。东北大学将充分发

挥科技和人才优势，利用学校在钢铁技术方面拥有的大批高水平科研成果，与鞍钢集团和华晨集团开展全

方位合作，整合技术力量、优化产业资源，为产业发展赋予新动能，为学校建设提供新助力。

谭成旭表示，近年来华晨企业快速发展，已经成为自主汽车品牌的骄傲，希望华晨越来越好，把中国

自主品牌的大旗举得更高；东北大学作为“双一流”重点建设大学，近年来厚积薄发，取得了丰硕的科研

成果，为中国钢铁行业作出了巨大贡献。鞍钢集团将与华晨集团和东北大学一起，共同致力于解决制约国

家发展的“卡脖子”问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仪式上，三方代表共同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标志着三方将开启汽车用钢研发领域的联合创新之路。根

据协议，联合实验室将在东北大学易红亮教授高强高韧轻质汽车用钢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在整车材料设

计、使用技术优化等方面共同开展跨学科、创新型研究开发，使三方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根据汽车

行业需求和钢板发展趋势开展汽车用钢相关研究，面向轻量化开展 DP 钢、TRIP 钢、DH 钢、超高强热成型钢、

低密度汽车用钢 δ-TRIP 的开发研究和应用，还将为三方培养汽车用钢材料开发及应用方面的人才。集产

学研一体化的汽车用钢联合实验室的成立，将助力华晨

集团旗下的中华等品牌提升车身制造强度，提高被动安

全性，实现车身轻量化，降低整车油耗，并加快鞍钢新

产品落地量产的速度，同时助力东北大学汽车用钢铁材

料实验室研究成果的转化，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实

现汽车强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仪式结束后，鞍钢集团与东北大学举行了校企合作

交流会。东北大学与鞍钢集团领导出席会议。王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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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立新等专家同鞍钢集团相关专家进行了深入研讨，就双方战略合作暨联合支持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

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协议达成共识。

熊晓梅表示，东北大学对鞍钢集团有着深厚感情，东大人希望能够为鞍钢引领中国钢铁行业发展出一

份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东大自身的价值。熊晓梅强调，东北大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与企业结合紧密，在

中国钢铁企业的生产线上，几乎都有东大人的科研成果。此次与鞍钢深入合作，东北大学就是要深度融入

鞍钢，切切实实地在鞍钢需要解决的技术难点上，贡献东北大学的力量。元旦过后，东北大学科研人员将

深入鞍钢股份的生产一线，努力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力促双方合作取得突破性成果。

２  协同创新专题

东北大学与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

9 月 24 日，东北大学与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新余举行。新余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夏文勇，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管财堂，东北大学教授中

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栋，东北大学副校长唐立新出席签约仪式。管财堂与唐立新代表双方单位签署协议书。

夏文勇表示，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东北大学

合作已久，新钢集团诸多关键技术革新项目得到了东

北大学的大力支持。新钢集团与东北大学签署全面合

作框架协议，标志着双方战略性合作、深度性交流进

入新境界，将为新钢在科技创新、产品质量稳定与创

新人才培养等领域带来更多机遇，进一步提升新钢综

合竞争力，为集团发展提供更大动能。

唐立新表示，东北大学与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具有深厚的合作历程，与新钢公司建立了全链条式的

校企合作模式。在未来的合作中，学校将深入践行“HSEV”科研战略，立足科学 - 技术 - 工程分时融合

发展态势，推进科学、技术与工程深度融合，把理论创新转化为技术优势，矢志不渝地为中国钢铁行业与

相关企业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持；东北大学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新钢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在智能制造领

域为新钢发展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共同创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新模式。

会上，王国栋以“钢铁智能制造平台与信息物理系统”为题，系统阐释以数字感知、数字孪生等关键

技术为基础的钢铁全流程信息物理系统特征，指明钢铁智能制造的发展路径。唐立新以“钢铁制造过程系

统优化管理”为题，立足双方技术工艺特点，解读钢铁智能制造关键环节，提出了以数据解析为基础实现

生产过程的预报、诊断与优化的东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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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各生产部门、管理部门与东北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冶金学院、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智能工业数据解析与优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相关人员

参加技术交流。双方围绕智能信息化、降本增效、品种质量等方向开展专题报告 14 场。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钢铁行业转型升级的新模式，推动钢铁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加快推进智能制

造相关技术的落地，共同打造 5G 时代的钢铁生产新形态。

河钢—东大科技平台建设交流会举行

12 月 9 日，河钢—东大科技平台建设交流会在石家庄河钢总部举行。河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于勇，

河钢集团副总经理、首席技术官王新东，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栋，东北大学副校长唐立新出席交流会。河

钢钢研总院、战略研究院与东北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参加

会议。

于勇表示，以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依托，河钢集团与东北大学组建河

钢—东大产业技术研究院，解决了多项河钢产线实际问题，瞄准共性技术研发，在推动钢铁研究与产业价

值链提升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合作模式赢得行业普遍赞誉。在河钢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过程中，

河钢将以钢铁绿色智能高效生产为主题，以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为协同

点，不断推动双方在科学、技术、工程、教育领域取得更大突破。

唐立新表示，东北大学作为钢铁绿色智能高效生产的技术创新体与供给者，与河钢集团在钢铁领域的

合作取得了突出成绩，有效促进了学校科研发展和知识创新。东北大学将以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

点实验室为主体，继续深度服务河钢产业发展，助推河钢“一带一路”钢铁战略实施，推进与塞尔维亚构

建联合实验室，服务河钢塞钢建设；不断深化双方在智能制造时代小批量、多品种、个性化的钢铁生产模

式创新，继续为河钢实现更大的商业价值与社会效益作出贡献。

双方未来将围绕重大项目规划、平台建设重点等开展深度合作，进一步提升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

家重点实验室创新能力，为河钢产业发展和学校一流大学建设提供重要平台支撑。

热烈庆祝酒钢粉矿悬浮磁化焙烧示范工程全线投产

近日，酒钢粉矿悬浮磁化焙烧示范工程全线投产，系统运行稳定，磁化焙烧效果良好，粉矿铁回收率

从原来强磁选工艺的 65% 提高到 85% 以上，资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酒钢集团发扬“敢为天下先”的“铁

山”精神，成功实现了难选铁矿石悬浮磁化焙烧技术的大规模工程应用！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周边难选铁矿石储量达十几亿吨。酒钢铁矿石矿物组成复杂、铁矿

物颗粒纯度低，矿物粒度嵌布微细且不均匀，属极为难选铁矿石，尤其是酒钢粉矿（-15mm），选别指标

极低，资源利用效率差。为实现酒钢粉矿的高效利用，酒钢集团于 2015 年通过技术跟踪和考察，确定采

用东北大学悬浮磁化焙烧方案开展技术攻关，同年委托东北大学针对酒钢粉矿开展了系统的悬浮磁化焙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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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试试验、中试试验技术服务工作。2015 年 10 月，东北大学联合相关单位完成了酒钢粉矿悬浮磁化焙烧

中试试验，采用东北大学悬浮磁化焙烧 - 磁选技术，获得了精矿 TFe 品位 56.76%、回收率 86.61% 的平均

技术指标。2016 年东北大学难选铁矿石悬浮磁化焙烧技术被《世界金属导报》列为世界钢铁工业十大技术

要闻。

基于东北大学悬浮磁化焙烧技术研究成果，经充分调研论证，酒钢集团于 2016 年 8 月 1 日粉矿 165 万

吨 / 年的悬浮磁化焙烧一期工程开工建设，2017 年 10 月开始局部分段热负荷试车；2018 年 3 月，该项目

核心工程悬浮炉系统正式进入带料调试阶段，整个悬浮炉系统工艺流程基本贯通，该项目第一阶段调试工

作取得阶段性成果；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3 月，进行第一阶段连续试生产，通过不断调试优化，短流程

试生产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达到或接近设计指标；2019 年 3 月至 8 月项目停车改造，针对前一阶段生产过程

出现的问题按预定计划进行项目消缺、优化。截至目前，该项目全线投入生产。

鉴于酒钢粉矿悬浮磁化焙烧获得的优异技术指

标，2016 年酒钢集团委托东北大学开展酒钢总尾矿悬

浮磁化焙烧扩大连续试验，东北大学针对酒钢尾矿品

位低、矿物颗粒纯度低、粒度细等特点，提出“预富集 -

悬浮磁化焙烧 - 磁选”半工业试验，获得了铁精矿品

位 58.67%、回收率 57.82% 的技术指标，为酒钢尾矿

的资源化利用奠定了技术基础。

2017 年酒钢集团再次委托东北大学完成了酒钢块

矿悬浮磁化焙烧技术服务工作，东北大学针对酒钢块

矿特点，成功开发了干式制粉 - 悬浮磁化焙烧 - 磁选 - 浮选新工艺，获得了精矿铁品位 60.88%、回收率

90.96% 的优异技术指标。

难选铁矿石悬浮磁化焙烧技术简介：

东北大学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 铁矿资源绿色开发利用方向团队自 2007 年起针对难选铁矿石

矿物组成复杂、共生关系密切等特点，将矿物加工、冶金和流体力学等多学科有机结合，突破磁化焙烧的

传统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预氧化 - 蓄热还原 - 再氧化”多段悬浮磁化焙烧新技术。经过近十年的不懈

努力，开展了大量基础理论、工艺及装备的研究工作，获授权国际及国家发明专利数十项，填补了国内外

铁矿石悬浮磁化焙烧领域的技术空白。目前已成功开发多型号悬浮磁化焙烧新型工业装备，该装备具有生

产能力大、无污染、生产成本低及自动化程度高等特点。

东北大学具有全套先进的悬浮磁化焙烧及分选试验装备，可满足 100g 批次试验至 500kg/h 连续扩大试

验等多种规格的磁化焙烧试验需求，提供专业的铁矿资源高效利用解决方案。先后开展了鞍钢东部尾矿、

东鞍山铁矿石、鞍钢眼前山排岩矿、酒钢粉矿、酒钢尾矿、酒钢块矿、海南铁矿、河钢司家营尾矿、太钢

袁家村尾矿、马钢罗河尾矿，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塞拉利昂、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赞比亚等复杂

难选矿产资源的悬浮磁化焙烧试验研究，均获得了良好的焙烧效果和分选指标。

东大师生庆祝酒钢块矿悬浮磁化焙烧

扩大连续试验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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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19 年 10 月由东大矿冶自主设计并制造完成的赞比亚 60 万吨 / 年含铁锰矿悬浮磁化焙烧 - 锰

铁高效分离工程已进入施工阶段，预计 2020 年 6 月份建成投产。阿尔及利亚铁矿悬浮磁化工程项目也稳

步推进中。届时东北大学成果转化的多面旗帜将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高高飘扬。

山钢集团驻东北大学对外科技合作办公室成立

日前，山钢集团驻东北大学对外科技合作办公室在东北大学正式成立。山钢东大科技合作办公室是山

钢集团为充分发挥东北大学各领域技术优势，提升双方在钢铁领域的协同创新能力而设置的常驻机构。办

公室以构建新时代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新型科技创新体系为目标，立足山东钢铁

集团战略目标与重大需求，协同学校科技人才优势，依据双方战略合作协议设立，专项负责校企合作重要

事项及项目的统筹、联络、管理和监督等工作，并从国家、山东省、山钢集团和山钢集团权属公司四个层

面探寻项目实施路径。

2017 年以来，学校瞄准山钢集团莱芜基地与日照基地，紧抓产线、品种重大调整的战略机遇，通过对

接具体产线，协同材料科学与工程、冶金工程、采矿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等相关学科力量，解决企业关

键共性问题。截止目前，双方已签署横向科研合同额 4300 万，解决山钢相关产线、品种、装备等问题 11 项。

据悉，山钢东大对外科技合作办公室位于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309 室，由山钢集团

研究院田超博士、霍宪钢博士负责日常运作。

3  RAL 要闻

我室承担的唐山文丰难焊接

特厚复合板产线顺利完成验收及新产品开发应用

2019 年 9 月 25 日，由我室承担的唐山文丰特厚板产线顺利完成全部的功能考核，正式全面投产。

2019 年 3 月 1 日，骆宗安教授团队成功完成了该生产线的大型真空电子束机、龙门铣、翻钢装置、缓冲装

置等主体设备的安装、调试以及试生产，并于 2019 年 9 月 1 日开始，产线进入全面投产阶段。目前，已完

全打通 45# 钢、50# 钢等中高碳钢、42CrMo、P20 等高合金模具钢特厚板的真空电子束焊接、加热、轧制、

热处理、切割等全流程工艺技术，产品均达到 I 级探伤标准，各项力学性能指标优异。该产线目前根据客

户订单的实际情况，45#、50# 钢等难焊接特厚板的月产量超千吨，吨产品价格超万元，具有极高的附加值。

与普通易焊接的低合金特厚钢板相比，难焊接钢板由于具有极高的碳当量，在焊接封装过程中十分容易产

生冷裂，在加热过程中由于逆相变的体积变化焊缝易发生二次开裂，轧制过程中的高变形抗力，冷却和切

割过程同样面临各种难题。东北大学为文丰设计的该条产线充分考虑了以上问题，针对传统的低合金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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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复合装备进行了技术升级换代，融入了众多的新技术和新工艺，以确保适应高碳当量特厚板的制备。

近日，文丰接到了青岛双星集团的热电流化床用 4 块 50 吨的超大单重 45# 钢特厚板询单。该用户前

期陆续向国内多家钢企询单，无企业能够承接该询单。由于该产品单重超大，采用普通铸锭法无法生产，

而采用复合方法，则对电子束焊接封装、加热、轧制以及热处理过程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文丰接到订单后

与东北大学开展联合攻关，最终成功制备出了 4 块单重达到 50 吨的高质量 45# 钢特厚板交付用户。该产品

的探伤和力学性能等各项指标的第三方检测结果均满足用户需求。目前该产品已经在用户的流化床中稳定

运行。

该项目为我室特厚板制备领域的又一标志性成果，将为真空轧制复合技术在钢铁行业中的进一步应用

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丰难焊接特厚板制备现场

超大单重 45# 钢特厚板生产

第四届·南钢杯 RAL“材料加工工程”研究生学术论坛胜利召开

9 月 26~28 日由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RAL）国家重点实验室、2011 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联合主办、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赞助的第四届南钢杯 RAL“材料加工工程”研究生学术论坛

在沈阳东北大学顺利召开。来自东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上海大学等 30 个单位的近 1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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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同学参加了此次论坛。

论 坛 开 幕 式 于 27 日 上 午 8:00 在

RAL411 会议室举行。研究生院副院长丁

义浩、材料学院副院长赵志浩、RAL 副主

任张殿华出席开幕式并分别致辞。丁义浩

对与会研究生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鼓

励大家利用论坛提供的开放交流平台相互

切磋科研技能，启迪科研智慧，通过不断

创新勇攀学术的高峰。随后，赵志浩介绍

了学院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举措，希望通过论坛的交流加强材料加工领域研究生的校际交流，并欢迎本

领域的优秀学子们到东北大学材料学院继续深造。最后，张殿华介绍了实验室的基本情况，并对实验室近

期的建设成效作了简要介绍，同时祝愿同学们在此次论坛中收获满满，并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论坛分为“钢铁材料微观组织及力学性能”“钢铁材料加工工艺、数值模拟与特殊用钢”“有色金

属微观组织及力学性能”“有色金属加工工艺与数值模拟”4 个分会场及 102 个学术报告。报告内容涉及结

构钢、特殊钢及有色金属的微观组织调控与加工工艺研究等。

28 日下午，论坛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RAL 国家重点实验室王国栋院士、赵宪明副主任、贾涛副教

授和南钢蒋英勤副部长、南钢许云峰主任、南钢赵晋斌所长为本次论坛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同学颁发了

获奖证书。

王国栋院士为本届论坛作了总结发言。王院士首先对本次论坛的圆满闭幕和论坛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

祝贺，并对下一届论坛的组织形式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同时，王院士希望大家紧跟材料加工学科的前沿领

域，例如智能制造、材料基因组与计算材料学等，瞄准从 0 到 1 的原始创新，攻克本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

最后，王院士对青年学子们寄予了殷切希望，鼓励大家抓住当前的发展机遇，努力做好科学研究。

我室获中巴铌科技合作“创新团队奖”

12 月 2 日，中国 - 巴西铌科学与技术合作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暨庆祝大会在北京举行。此次大会由中

信集团、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巴西矿冶公司（CBMM）主办，旨在总结四十年来我国铌微合金化技术的成就，

进一步推动我国钢铁工业的高品质发展，并向在中国为铌的科技开发、应用与推广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

团体颁发奖章。

大会颁发了“中国 - 巴西铌科学与技术合作 40 年”——终生成就奖、创新团队奖、杰出贡献奖、铌

钢先锋奖四个奖项。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RAL）被授予“创新团队奖”，王国栋院士被

授予“杰出贡献奖”，刘振宇教授被授予“铌钢先锋奖”。同时东北大学被授予“铌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基地”。

RAL 研究人员通过多年的潜心研究，系统研究了铌、钒、钛等微合金化元素对高性能钢铁产品组织性

能的影响规律，形成了高效利用微合金元素的成套控制技术，成功开发出低成本高性能低合金高强钢、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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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铁素体不锈钢、建筑用钢、船板钢、海洋平台钢、桥梁钢、超高强结构用钢、耐磨钢、奥氏体不锈钢、

马氏体不锈钢、淬火 - 配分钢、应变诱导塑性钢、双相钢、热冲压钢等，在首钢、鞍钢、沙钢、河钢等大

中型钢铁企业的热连轧、冷连轧、棒线、管等生产线进行工业级生产，在为油气运输、汽车制造、建筑、

海洋工程等诸多重点和重大工程的原材料制备提供了有力支撑的同时，大幅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易红亮教授团队近两年来在金属材料

TOP 期刊 SCRIPTA MATER 上连续发表 4 篇论文

我室易红亮教授团队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研究，以市场需求为牵引、问题为导向，着眼全产业链，从解

决实际工业制造痛点和难点出发，在汽车用中锰钢与热成型钢领域取得多项重要研究进展。他们通过基础

研究与工业生产的全程贯通与深度融合，不断在实践过程中总结提炼出科学问题，并通过产学研用的深度

融合，攻克困扰行业、企业的重要问题，再进一步应用于生产实际，推动钢铁行业和相关行业的发展。近

两年来在金属材料 TOP 期刊 Scripta Mater 上已发表 4 篇论文，具体如下：

研究成果一：

H.L.Cai, P. Chen, J.K. Oh, Y.R. Cho, D. Wu, H.L. Yi*. Quenching and flash-partitioning enables austenite 

stabilization during press-hardening processing( 已录用 ). 文章第一作者为实验室博士研究生才贺龙，通讯作者

为易红亮教授。

在 POSCO 项目资助下，为解决热成型钢塑性低的瓶颈，易红亮教授团队提出“淬火 & 闪配分（Q&FP）”

概念，基于碳配分速率计算，证明碳在淬火马氏体相变过程的几秒内即可发生配分以稳定奥氏体。最终设

计出在工业热冲压冷却条件下组织为马氏体与薄膜残余奥氏体的新型热成形钢，使其塑性相较于传统热成

形钢提升了 50%。所提出的 Q&FP 概念与热成型工艺实现完全耦合，满足目前热成型件的工业生产条件，

克服了 Q&P 理论在工业应用中的工艺与成本难题。

研究成果二：

D.P. Yang, D. Wu,H.L. Yi*.Comments on “The effects of the heating rate on the revers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and the phase stability of reverted austenite in medium Mn steels” by J. Han and Y.-K. Lee, Acta 

Materialia 67 (2014) 354-361, Scripta Materialia, 2020, 174: 11-13. 文章第一作者为实验室博士研究生杨达朋，

通讯作者为易红亮教授。

针对中锰钢奥氏体逆相变机制尚未明确的问题，韩国延世大学 Lee 教授于 2014 年在 Acta Mater 发表研

究成果表明：“奥氏体逆相变在升温速率低于 15℃ /s 时为扩散型相变，而高于 15℃ /s 时为切变机制”。易

红亮教授团队认为 Lee 教授证明切变机制的证据并不充分，从热力学与动力学角度证明中锰钢奥氏体逆相

变在升温速率高于 15℃ /s 时为新相和母相成分相同的扩散型相变，即块状相变（massive transformation），

进而明确了中锰钢奥氏体逆相变机制。（注：Scripta Mater 接收针对 Acta Mater、Scripta Mater 的评论文章，

平均每年 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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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三：

Z.R.Hou, T. Opitz, X.C. Xiong, X.M. Zhao, H.L. Yi*. Bake-partitioning in a press-hardening steel, Scripta 

Materialia,2019, 162:492-496. 文章第一作者为实验室博士研究生侯泽然，通讯作者为易红亮教授。

基于德国大众汽车 T. Opitz 博士提出的工业需求，在不改变现有热冲压工艺的前提下，设计出高延伸

率的 1800 MPa 以上级热成形钢。易红亮教授团队基于超细晶粒尺寸设计与碳配分理论计算，利用车身涂

装后的烤漆处理过程进行热处理，依靠纳米级薄膜残余奥氏体的超短扩散距离实现充分的碳配分，最终设

计出“烘烤 - 碳配分”热成形钢。该钢具有 1800 MPa 抗拉强度的同时达到 16% 超高伸长率，相比目前全

马氏体组织的热成形钢伸长率提高了 2.5 倍。

研究成果四：

D.P. Yang, D. Wu, H.L. Yi*. Reverse transformation from martensite into austenite in a medium-Mn steel,Scripta 

Materialia,2019, 161: 1-5. 文章第一作者为实验室博士研究生杨达朋，通讯作者为易红亮教授。

针对中锰钢奥氏体逆相变机制尚不清楚的问题，易红亮教授团队首次发现中锰钢马氏体向奥氏体逆相

变的机械稳定化现象，建立了马氏体向奥氏体逆相变的机械稳定化模型，在理论上解释了马氏体机械稳定

化机理。由于相变机械稳定化只发生于切变机制相变，因此证明了马氏体向奥氏体逆相变在 300~500℃内

以切变机制进行，而在 500℃以上表现为扩散型相变。

我室“热轧无缝钢管在线组织

调控技术”研究成果入编《中国钢管 70 年》

日前，由中国钢结构协会钢管分会组织编写的《中国钢管 70 年》一书已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该

书是按照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关于组织编写出版《中国钢铁工业改革开放四十年》纪念文集”的通知要求，

由国内 30 余家科研院所和企业单位联合完成，聚焦了中国钢管行业 70 年来发展的壮观历史与创新业绩，

采集了大量重要而翔实的数据资料，提示了建设钢管强国这一艰巨而宏伟目标所赋予的任务和使命，见证

了钢管工艺、技术、设备、品种、标准、质量、品牌的发展进步。该书入选了“共和国钢铁脊梁—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出版工程”。我室袁国教授团队与宝钢钢管研究所合作，开发成功我国首套热轧无缝

钢管在线控制冷却技术及工业化装备，开辟了热轧无缝钢管形变 / 相变一体化在线组织性能调控新领域，

该项成果得到行业高度认可并入编该书。同时，我室袁国、康健、王超 3 位老师也受邀参编《中国钢管 70 年》。

钢管是重要的钢铁产品门类，被誉为“工业血管”，为油气开采、电力、海洋工程和船舶、建筑、机械、

汽车等行业及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原材料保证，对国家战略性产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然

而，在热轧无缝钢管领域，受制于钢管环形断面特征，产品组织性能的在线调控工艺核心技术——控制

冷却技术长期未能成功突破，组织在线调控受限发展。我室袁国教授团队与宝钢合作成功研发出我国首台

套兼具终冷温度准确控制和直接淬火功能的热轧无缝钢管在线控制冷却系统，开辟了热轧无缝钢管领域

在线组织性能调控的新领域，自工业化应用以来已取得良好应用效果。但是应该指出，控制冷却技术在热

轧无缝钢管中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结合管材成分特点及高温成型工艺特点的组织性能在线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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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机理机制研究还落后于板带材等领域。为此，袁国教授团队在热轧无缝钢管在线控制冷却技术基础上，

进一步的针对钢管高温成型而难以实现低温控轧的工艺特点，提出“第二相控制 + 高温热轧 + 控制冷却”

的热轧无缝钢管组织调控新思路，深入研究变形 - 冷却 - 相变的协同控制机制，实现钢管领域产品的“控

轧控冷”组织调控工艺效果，旨在构建基于在线控制冷却工艺的全新热轧无缝钢管组织性能调控平台，目

前也已取得一定的研发进展。我室在热轧无缝钢管领域开展的系列创新性研究工作，对促进我国钢铁行业

以“资源节约、节能减排”绿色制造为特征的热轧无缝钢管产品的开发与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和重大实用

价值。

我室外国专家引进计划项目启动会举行

11 月 25 日，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

国家重点实验室（RAL）外国专家引进计

划项目启动会在 RAL411 报告厅举行。西

班 牙 国 家 冶 金 研 究 所 David Marcos San 

Martin Fernández、Isaac Toda Caraballo、José 

Antonio Jiménez Rodríguez 三位专家，实验室

主任袁国教授，副主任刘振宇教授，徐伟教

授和组织性能相关教师出席启动会，启动会

由易红亮教授主持。

会上，David Marcos San Martin Fernández 和 Isaac Toda Caraballo 详细介绍了西班牙国家冶金研究所组

织架构、研究方向、创新技术以及标志性成果等情况。刘振宇教授就实验室总体情况、特色优势及近年

来在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等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与成果做了介绍。易红亮教授以“Novel 2GPa Press-

hardening Steels Combined with Toughness”为题介绍了实验室 2GPa 高强钢的最新研究成果。

会后，三位专家参观了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11 月 26 日 ~ 12 月 3 日，西班牙专家为 RAL 师生进行两次学术讲座，并为实验室研究生讲授为期 5 天

的系列课程。

新闻背景：

2019 年，RAL 实验室成功获批国家科技部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项目 --“西班牙国家冶金研究所建

制团队引进：先进钢铁材料相变基础及其在新一代特种核心钢铁材料组织调控的应用”。该课题组隶属于

西班牙最大（欧洲第三大）的国立公共研究机构，在钢铁材料相变机理、材料轧制过程中的组织性能优化

控制等方面处于西班牙领先地位。

RAL 实验室与西班牙国家冶金研究中心钢铁课题组针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中的基础研究问题，

组成联合团队，采用合作教学、专题交流、高端论坛等形式开展合作与交流，促进解决我国钢铁行业中关

键科学问题与关键技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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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会议－交流－访问

我室教师参加第 11 届国际

轧钢大会并顺访圣保罗大学冶金及材料系

应巴西冶金、材料与矿业协会 (ABM) 暨第 11 届

国际轧钢大会 (IRC2019) 组织委员会主席 Valdomiro 

Roman da Silva 教授的邀请，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

国家重点实验室李建平教授、邸洪双教授、陈礼清教

授、许云波教授、徐伟教授、崔君军博士后、张田博

士后及材料电磁过程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佟伟平教

授等一行 8 人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4 日参加了在巴

西圣保罗召开的此次会议，并顺访圣保罗大学冶金及

材料系。

参会期间，我室教师分别在大会主会场和有关分会场做了 8 场学术报告，并就报告内容与听众进行了

充分交流与讨论，报告内容分别涉及新一代 TMCP 技术的工业应用及产品开发、冷轧 TRIP 钢的组织性能、

新型耐高温铁素体不锈钢的轧制工艺、高端 Q&P 钢、超高强双相钢以及高性能建筑用钢等。这些报告展

示了我校教师在先进钢铁材料的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的部分成果，令人耳目一新，获得与会者

的好评。

10 月 4 日， 代 表 团 顺 访 了 巴 西 圣 保 罗 大 学 冶 金 及 材 料 系， 参 观 了 相 关 实 验 室， 与 该 系 Helio 

Goldenstein 教授和 Andre Paulo Tschiptschin 教授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和研讨。徐伟教授详细介绍了轧制

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组织架构、师资力量、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成果，Goldenstein 教授

对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在应用基础理论研究和成果推广应用领域中取得成

就给予高度评价，并向代表团介绍了圣保罗大学冶

金及材料系的发展历史及主要研究方向。双方就热

成型钢、Q&P 钢及 TRIP 钢的加工工艺和性能等方

面进行了详细的交流和研讨，并初步制定了合作方

式及内容。

我校代表在 ABM 周活动总发布台前合影

代表团成员在圣保罗大学冶金及材料系进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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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室教师参加第九届材料加工物理与数值模拟国际会议

2019 年 10 月 10~15 日，第九届材料加工物理与

数值模拟国际会议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应国际材料

加工物理与数值模拟联合会主席牛济泰教授和莫斯科

电子与数学研究所副主任谢尔盖·阿克塞诺夫博士的

邀请，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骆宗安

教授、苏海龙高级工程师、冯莹莹副研究员、毛蓝宇

博士研究生一行 4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在会议期间

访问了圣彼得堡国立理工大学。

参会期间，我室教师分别在大会分会场做了 3 场

题为“Extended Function and Assist Device of MMS Thermal Mechanical Simulator”、“Application of Siemens PLC 

in Thermal Simulator Control System”、“Research on Loading Path Control Method in Hydroforming Process of Bi-

layered Tube”的学术报告，从热力模拟实验技术、热力模拟实验装置的研发、内高压成型工艺技术等方面

介绍了我室骆宗安教授团队研制 MMS 系列热力模拟实验机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与参会听众进行了充分交

流和讨论，获得了同行与参会者的好评。毛蓝宇博士生做了题目为“Numerical Simulation of Electron Beam 

Welding in Vacuum Rolling Cladding Process”的展板交流，获得了与会者的关注。

10 月 14 日，代表团代表团依照大会日程安排，参观访问了圣彼得堡国立理工大学，圣彼得堡国立理

工大学的 Anton A. Naumov 教授对该校在金属材料微观组织和机械性能的研究与模拟工作做了详细介绍，并

参观了相关实验室。访问期间，牛济泰教授做了题目为“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and its Application”报告，该报告涉及了世界范围内热力模拟实验装置的研究进展和现状，其中，

对我室骆宗安教授团队从事的 MMS 系列热力模拟实验机的研制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借助大会平台向

各国学者推广。

宝钢股份常务副总经理储双杰一行访问我室

2019 年 11 月 14 日，宝钢股份常务副总经理储双杰、规划与科技部副部长施胜洪、科协秘书长孙珏璐、

规划与科技部高级主任管理师吕卫东等一行 6 人访问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RAL）。双

方围绕进一步开展产学研合作、宝钢未来钢厂建设等内容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我室王国栋院士、袁

国教授、刘振宇教授、赵宪明教授，冶金学院朱苗勇教授、唐珏老师参加了交流会。

储双杰表示，宝钢将在盐城未来钢厂大力推动绿色、智慧、创新、精品、高效的钢厂建设，宝钢希望

与东北大学开展更深层次合作，借助东北大学在钢铁领域的优势，在宝钢未来钢厂建设过程中提供技术

支撑。

我校代表在莫斯科大学门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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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栋院士指出，东北大学要充分发挥钢铁学

科群优势，以宝钢未来钢厂建设为契机，加强常态

化联络、紧密配合，协力推动校企融合、联动发展。

王国栋院士强调，将按照本次会谈达成的共识，统

筹推进、抓好落实，积极与宝钢未来工厂项目组对

接，明确项目建设的目标愿景，制定工作方案和实

现路径，找到合作关键点，深入策划、积极准备，

更好地开展更深层次合作，全力支持宝钢打造环

保、智慧、效率全方位领先的世界级“未来钢厂”。

会上，袁国教授介绍了 RAL 盐城研发中心的情况。袁国表示，借助 RAL 盐城研发中心的区位优势，

寻找与宝钢合作的契合点，将全力为宝钢未来钢厂建设服务。交流会上，刘振宇教授、朱苗勇教授、赵宪

明教授分别就各自团队的创新技术向储双杰一行进行了介绍。

会后，储双杰一行参观了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先进材料加工实验室，详

细了解实验室的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以及科研成果转化情况。

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田野一行访问我室

10 月 18 日，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田野，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殿瑶，副

总经理夏兴进，钢铁设计研究总院副院长方实年等

一行到我室交流访问，我室王国栋院士在 RAL406

会见了客人，双方就钢铁产业发展及双方合作进行

了深入交流。

田野介绍了中冶华天的历史沿革，以及公司以

钢铁主业为主体的一体两翼情况，并说明了公司下一

步发展目标与思路。田野强调，面对钢铁行业新一轮

改造升级的机遇与形势，希望能与实验室在绿色化、智能化信息化、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

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王国栋介绍了实验室总体情况、特色优势及与企业产学研合作的情况。王国栋表示，实验室面向国民

经济主战场，深入对接行业企业，产学研用深度整合，研发出多项解决生产一线问题的关键共性技术，为

推动企业转型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中冶华天在工程项目咨询、规划、设计、建造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希望双方整合资源与优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精诚合作，为中国钢铁行业和企业用户提供更加全面的服

务，共同促进我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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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武汉）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雷涛一行访问我室

10 月 16 日下午，东风（武汉）实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雷涛、副总经理贺东方、总工程师刘鹏一行到

我室交流访问，我室王国栋院士、易红亮教授会见

了客人，双方就装甲钢科技成果转化等问题进行了

深入交流。

雷涛表示，自 2016 年 1 月东风（武汉）实业有限

公司成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并邀请王国栋院士进站

工作以来，公司在热冲压成型工艺技术、焊接、新型

高强韧热冲压成型用钢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公司的技术水平得到了本质提升。尤其是 2018

年 11 月在武汉市科技创新大会上，公司与王国栋院士现场签约的《最强装甲钢东风军车产业化》项目，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院士团队针对热冲压产线特点和军车防护装甲的性能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使用热冲压的

方式生产军车防护装甲，成功开发了抗拉强度达到 2300MPa 的高强韧钢铁材料，强韧性比目前装甲车辆使

用的材料有大幅提升。这项成果是双方合作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标志着公司向推进科技研发成果产业化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易红亮教授介绍了装甲钢在工业化方面取得的最新研究进展，包括装甲钢的工艺性能、对热冲压生产

线的要求和即将进行的装甲钢子弹防护性能验证，并对装甲钢在东风的产业化提出了建议。

王国栋院士表示，重点实验室在热冲压技术和材料开发方面的理论基础和前沿技术具有一定优势，东

风（武汉）实业拥有国内规模最大的焊装车间和国内领先的热冲压成型技术，双方在前期合作过程中取得

了很好的阶段性成果，希望双方通过发挥各自优势，产学研深度融合，共同推进国内热冲压成形技术和装

甲钢生产技术的全面升级。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 Peter Hodgson、

Bernard Rolfe、Lingxue Kong 三位教授到我室作学术报告

10 月 30 日下午，澳大利亚迪肯大学 Peter Hodgson、Bernard Rolfe、Lingxue Kong 三位教授访问我室，

在 411 会 议 室 为 师 生 分 别 作 了 题 为“Advanced characterisation methods applied to next generation steels and 

other alloys”、“The challenges of forming and repairing ultra high strength metals into desired shapes”、“Porous 

membrane materials”的三场学术报告，材料学院秦高梧院长、丁桦教授，我室易红亮教授、许云波教授及

多名研究生参加了报告会，报告会由易红亮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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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及报告摘要：

Biography summary

Prof Hodgson was the Fellow of Australian Academy of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2011), Victoria’s first 

Australian Laureate Fellow (2009) and ARC Federation Fellow (2004). He was the Deputy Vice-Chancellor Research, 

Pro Vice-Chancellor Strategic Partnerships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for Frontier Materials. Prior to that he was 

Professor of Engineering and Head of the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at Deakin University. Professor 

Hodgson has over 600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has presented more than 40 keynote lectures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related to the physical metallurgy and modelling of steels. He received a Doctoris Honoris Causa from the 

University of Valenciennes in France for contributions to metal forming in 2005 and a Faculty Medal from AGH Poland 

in 2006 for contributions to Materials Science.

Research interests

Professor Hodgson's research includes steel process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lloys, and downstream 

ferrous and non-ferrous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He currently holds several 

ARC Discovery and Linkage grants, all related to metal processing.

Title ：Advanced characterisation methods applied to next generation steels and other alloys

Abstract ：

Steels can seem to the typical materials scientist as boring!However, they exhibit an amazing range of 

properties and physical phenomena.Until recently the typical approach was to change a composition or parameter 

and then measure the changes and then empirically develop structure-property relationships.However, advanced 

characterization linked to modelling (which will not be discuss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nd then linked to the properties 

has opened up a range of new opportunities based on manipulating the microstructure at various scale lengths: micro, 

meso, nano, atomic.In this presentation one aspect will be considered where 3D site specific atom probe tom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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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be used to study such phenomena.

Biography summary

Prof Bernard Rolfe is currently a Professor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 the School of Engineering at Deakin 

University. He was the Associate Head of School (Research) from 2014-2018, responsible for growing research 

and research culture in the School.  During his leadership the School tripled its quality journal outputs per staff 

member, and almost doubled income and PhD numbers. His qualifications include a combined Economics and 

Engineering degree with honours in 1995 from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U), and a PhD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U) in 2002. His research group has spent 20 years working on the use of advanced metals in sheet 

forming primarily for the automotive sector.  He was the theme leader for lightweighting at the Australian Automotive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 (2014-2017), and he is currently on the Academic Advisory Board for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utomotive Engineering.  Bernard's current research focus is the design and forming of light weight 

structure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better constitutive models for materials.  He is also investigating design 

techniques for lightweighting using additive manufacturing.  Bernard has received four Vice Chancellor awards and 

has been part of over fifteen successful nationally competitive large research grants, totalling over AUD $22 million in 

awarded funds. He has published over 150 refereed articles.

Research interests

Sheet Metal Forming, Material Modelling, Lightweight Design, Multi-material optimisation.

Knowledge areas

Forming lightweight structures, Sheet metal forming, Modelling Material Behaviour, Design of lightweight 

structures.

Title ：The challenges of forming and repairing ultra high strength metals into desired shapes.

Abstract: 

Steel is an amazing material.Humans have been working, forming, and investigating steel for over 2000 years. 

And yet we still continue to discover more ways to create interesting steel grades.Steel offers so many paths to desired 

performance.Traditionally, increasing the strength of steels has been achieved by quenching (forming martensite) 

and micro alloying (to enable strength and formability). When we consider steel in detail we find steel also allows 

strengthening through grain refinement, strain hardening, solid solution alloying, precipitation hardening, and phase 

and twinning effects.Only a few other metals share some of this multitude of hardening options.For this presentation we 

will also consider titanium alloys, which also offer a similar range of hardening options.

The vital next step is to determine how to manufacture these metal alloys into high performance parts.These 

metals (steel and titanium) have always had a trade-off between strength and ductility, formability and cost.These days 

the density of the metal also has a large impact because of lightweighting for emissions reduction.The challenge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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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ins how to produce high strength metal parts when ductility of the metal is low.

This presentation will review the work done at Deakin on developing new ultra-high strength steel alloys, how we 

have investigated manufacturing paths for ultra high strength steel and titanium alloys, and how we have investigated 

repairing parts with a mixture of steel and titanium.

Prof Rolfe will also introduce research that is occurring at Deakin in Chemistry, Ecology, IT, and Engineering.

Biography summary

Prof Kong has a broad research interest in micro and nanomaterials and systems. His key interests include 

micro and nanosystems using microfluidics and nanofluidics for biomedical and environmental applications; micro 

and nanomaterials for biological separation, desalination and gas separation; and micro and nano characterization. 

He attracted more than $15 million funds from National Competitive Grants schemes and industry. He was awarded 

an early career researcher from ARC and AAS in 2003 and a Roger Pysden Memorial Fellowship from Australian 

Business Limited in 2002, and an Australia Award - Endeavour Executive Awards in 2010. His innovative PCRDisc 

device has won a gold medal from ITEX2009, an iENA Special Award for Best Invention and iENA gold medal, and a 

JIPA Award for the Best Invention in Biotechnology.

Research interests

Molecular diagnostics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Membranes with aligned nanostructures and unique surface 

properties; Membrane characterisations; Mesoporous silica NPs for controlled drug delivery

Title ：Porous membrane materials

Abstract ：

Membranes have been widely used for water purification, gas separation, biomedical and biological applications, 

energy recovery, and fuel cells. However, the working conditions for the membranes could be incredible harsh 

and challenging. Metal membranes offer significant 

advantages over polymeric and ceramic membranes. In 

this work, various metal membranes with unique porous 

structure and surface properties will be developed 

and characterised. Their performances for different 

applications will be tested. New insight into further 

improvement in membranes will be elaborated.我校代表在 ABM 周活动总发布台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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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著名钢铁材料专家、

亚琛工业大学 Wolfgang Bleck 教授到我室交流访问

10 月 28 日上午，国际著名钢铁材料专家、

亚琛工业大学 Wolfgang Bleck 教授到我室交流访

问，我室王国栋院士、袁国教授、徐伟教授、刘

振宇教授、张殿华教授、邸洪双教授、陈礼清教

授、易红亮教授等师生在 RAL411 会议室与 Bleck

教授进行了座谈交流。

王国栋院士对 Bleck 教授的访问表示热烈欢

迎，并感谢 Bleck 教授多年来对 RAL 的支持和关怀，以及对我室赴德留学人员的培养。他表示，实验室近

年来在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成果，并介绍了实验室研究方向的调整和研究领

域的扩展情况。

Bleck 教授对实验室在前沿领域取得的成就表示高度赞赏，并介绍了亚琛工业大学在材料开发方面的

工作以及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并就计算材料学、基于物理的模型和基础数据的统计模型的运用、数据的

采集及其标准化等问题与师生进行了分享。

交流会上，刘振宇教授、易红亮教授分别就各自研究的前沿问题与 Bleck 教授进行了交流探讨。

座谈会前，王国栋院士带领 Bleck 教授参观了实验室中试车间，介绍了实验室自主设计的中试研究创

新装备。Bleck 教授对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实验装备表示高度赞赏。王院士表示实验室实行开放运行，欢迎

Bleck 教授及其团队来实验室，借助实验室所开发的装备进行科学研究。

Wolfgang Bleck 教授简介：

Wolfgang Bleck 教授曾任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副校长，钢铁冶金系主任，长期从事合金钢 TRIP 效应及

含铌钢性能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汽车用铌微合金化钢板的生产中，取得了突出的效果。Wolfgang 

Bleck 教授 1979 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自 1994 年起担任亚琛工业大学黑色金属冶金教授，并作为该部门

负责人；2007 年起担任 SFB 761 钢铁合作研究单位发言人，自 2008 年起作为 ICAMS( 国际大学波鸿先进材

料模拟中心 ) 董事会成员，2012 年 7 月被推举为亚琛工业大学理事会成员。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Matthias Militzer 教授来 RAL 访问讲学
 

12 月 9 日上午，应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RAL）邀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

学材料工程系 Matthias Militzer 教授访问我室，在 411 学术报告厅为师生作了题为“Phase field simulation of 

microstructure evolution in metals and alloys”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贾涛副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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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Matthias Militzer 博士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

比 亚 大 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材 料

工程系教授、ArcelorMitaal（Dofasco）钢铁公司

先进钢铁加工领域首席科学家；主要研究领域

包括微观组织演变的多尺度模拟、先进高强钢

的物理冶金学基础理论与模型研究、先进微电

子领域的新型铜互联等。

报告摘要：

Phase field modelling is a powerful methodology to simulate microstructure evolution during thermo-

mechanical processing of metals and alloys. The status of phase field simulations will be illustrated with examples for 

recrystallization and grain growth as well as phase transformations. The first example deals with recrystallization in an 

Al alloy that occurs by sub-grain growth where both the energy and mobility of the sub-grain boundaries depend on 

their disorientation angles. Another case where mobility distributions are relevant is related to abnormal grain growth. 

Here, a systematic parametric simulation study will be presented to quantify the mobility advantages for selected 

grain boundaries required to initiate abnormal growth. Further, two examples for phase transformations in low-carbon 

steels will be used to illustrate phase field modelling in combination with diffusion of alloying elements. The austenite 

decomposition into ferrite and bainite has been simulated for a line pipe steel. The model has been applied to predict 

the microstructure in the weld heat affected zone. Finally, a phase field model will be discussed for intercritical 

annealing of a dual-phase steel. Here, ferrite recrystallization, austenite formation and decomposition are included in 

the model to create processing maps for the investigated steel.

英国 Lancaster 大学英国皇家工程院

Pedro E. J. Rivera-Diaz-del-Castillo 教授为 RAL 师生作学术报告

12 月 31 日上午，应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RAL）徐伟教授邀请，英国兰卡斯特

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工程院讲席教授 Pedro Rivera 

Diaz Del Castillo 在 EPM 4 楼学术报告厅为我室师生

作 了 题 为“Strategies for the design of steels to resist 

embrittlement”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贾涛副教授

主持。

报告摘要：

Hydrogen embrittlement (HE) is known to be a 

major cause for failure, often unpredicted, in a var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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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dustries. Hydrogen is readily available through direct exposure or decomposition of water, oil or acids. Such 

exposure at the interface of components leads to adsorption and diffusion into the bulk which, upon interaction with the 

microstructure, rapidly diffuses down the gradient of lattice strains typically engineered to control strength, ductility 

and toughness - H therefore induces the opposite effect of what is desired from complex engineered microstructures. 

This presentation examines three crucial cases of hydrogen embrittlement with a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impact. 

HE in wind turbines, where life is decreased as damage is accelerated in heavily loaded components such as bearings 

and gears. Additively manufactured stainless steels, where the 3D printing process decreases materials waste whilst 

reducing energy associated to processing. Super duplex stainless steels used for hydrogen storage. Critical experiments 

are linked with modelling to single out the nature of HE whilst finding microstructural scenarios to diminish its 

deleterious effects.

专家简介

Pedro Rivera Diaz Del Castillo 教授为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工学院终身教授，英国皇家工

程院讲席教授，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曾任剑桥大学 SKF 大学科技中心主任，于 2017 年被评为 LPW/ 皇家

工程研究院增材制造合金和微结构设计教授，于 2013 年荣获剑桥大学材料系 Vanadium 奖，于 2012 年荣

获墨西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工人研究专家称号，一直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并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Rivera 教授的研究小组专注于通过显微组织设计改善合金性能。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性能包括强度、韧性、

延展性、疲劳、腐蚀、氢脆和抗辐照性。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滚动接触疲劳下轴承钢微观组织变化的统一

理论、控制多钢种滚动接触疲劳损伤的因素研究、马氏体高碳钢中残余奥氏体的稳定性调控研究等。其在

针对钢铁材料相变，尤是亚稳奥氏体定性控制的物理冶金模型方面具有丰富而坚实研究基础。

RAL 组织先进高强钢主题交流会

12 月 20 日上午，在 111 引智计划（Grant No. B16009) 的支持下，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

验室（RAL）举办了“The Workshop on Advanced High Strength Steels”，东北大学教授易红亮、香港大学

教授黄明欣、瑞典 OVAKO 公司研究员 Steve Ooi、香港理工大学助理教授焦增宝在 RAL411 会议室分别作

了题为“Novel concepts for retention of nano-sized austenite films to improve ductility of press-hardening steels”、

“Deformation twinning is not important for work 

hardening of TWIP steels”、“Role of stress-assisted 

martensite in the design of strong duplex steels”、“纳

米复合析出强化钢的组织调控和强韧化”的学

术报告，并与 RAL 师生们围绕先进高强度钢主

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报告会由袁国教授、易

红亮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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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大会暨

2019 长沙国际新材料产业博览会先进高强热轧板带钢论坛会议召开

近日，“第二届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大会”在

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会议由中国材料研究学会、湖

南省工信厅、湖南省科技厅、长沙市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大会设大会报告、分论坛、产学研大通

道等活动项目，大会同期还举行了 2019 长沙国际

新材料产业博览会。先进高强热轧板带钢分论坛

由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与东北大学轧制技

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钢铁共性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举办，长沙矿冶研究院协办。

2019 年 11 月 15 日，先进高强热轧板带钢论坛会议在圣爵菲斯大酒店欢城（如意厅）隆重召开。论坛

主席由东北大学王国栋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毛新平院士共同担任，论坛执行主席由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

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国教授、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光辉共同担任。论坛邀请

了中联重科、徐工集团、首钢京唐、山西太钢、中国二重、太原科技大学、长沙矿冶研究院、太原重工、

山东富伦钢铁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同就先进高强热轧板带钢产品需求、关键工艺、精整工艺与技术等进

行交流与探讨。

大会嘉宾介绍了国内外最前沿的学术成果与技术革新，就先进高强热轧板带钢产品需求、关键工艺、

精整工艺与技术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会上，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国教授、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李光辉分别致欢迎辞，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郑庆主持会议。

华菱涟源钢铁就涟钢薄规格高强钢和耐磨钢开发与应用进行深入的研讨。中联重科泵送事业部研发中

心倪川皓与起重机分公司王莲芳、徐工

研究院王峰就工程机械用钢的现状与需

求与现场嘉宾进行讨论。

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

家重点实验室王昭东教授、邓想涛副教

授详细介绍了工程机械用钢板热处理装

备、工艺技术的研究进展，超高强度工

程机械用钢 Q1300 研制开发与工业化应

用，新型工程机械用低合金耐磨钢研制

开发与应用。易红亮教授课题组的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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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博士对热冲压成型钢强度与韧性的突破进行了介绍。

太原科技大学的周存龙教授、郭瑞博士对矫直、平整技术消除高强钢薄板板形缺陷的应用，以及高效

无酸去除金属板带表面氧化皮关键技术与装备开发进行了介绍。

会议期间，各位专家教授就先进高强工程机械用钢下游用户需求、强韧化理论及相关的加工制备技术

等进行了交流探讨，拓展了行业高强钢开发、发展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