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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结构

Sn/SnO2@Carbon

中空纳米纤维用于

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

高强度仿生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薄膜
在柔性超级电容器中的应用

受天然贝壳的界面作用启发，通过 π-π 共轭堆积作用、

氢键作用以及静电作用的界面协同作用，采用一种有效

和独特的方法制备出埃洛石 - 聚苯胺 - 还原氧化石墨烯

纳米复合材料薄膜（HPA-rGO）。制备出的 HPA-rGO

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薄膜具有极好的拉伸强度，韧性，以

及高导电率。组装成柔性超级电容器表现出高的储能容量

和机械稳定性。（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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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潮流激荡澎湃，大势已至，未来已来。2020 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20 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站在时代潮头和关键节点，

每个人都是伟大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伟大时代的创造者。“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让

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加油干”，培养一流人才，

作出一流贡献，一起向着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挂云帆乘风破浪，怀梦想

昂首启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党委书记   曹淑敏     校长   徐惠彬

寄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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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航行，共赢未来
——北航举办第七届国际青年学者唯实论坛

第七届北航国际青年学者唯实论坛开幕式现场

12 月 21 日，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办，人事处、高层次人

才中心、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承办的第七届北航国际青年学者唯

实论坛在北京唯实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行。来自剑桥大学、斯坦

福大学、耶鲁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普度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

和科研机构的 180 位青年才俊齐聚北航。我校副校长王云鹏教授、

各领域专家、相关学院书记和院长等出席论坛开幕式。论坛开幕

式由人事处副处长庄岩主持。

王云鹏首先代表学校致辞，祝贺第七届唯实论坛成功开幕，

并对来自海内外的青年才俊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北航是一所

有情怀、有担当的大学，北航人坚守空天报国的家国情怀和敢为

人先的创新精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近年来，学校持续深

化人事制度改革工作，建立健全教师队伍发展体系。一是在国家

去“五唯”的大背景下，北航率先出台了教师分系列评价与管理

实施方案，进一步激发教师队伍发展活力；二是构建学校人才引

进的全球网络系统，优秀青年人才引进成效良好；三是进一步完

善“校－院－平台 / 团队”三级人才引育体系，助力优秀青年人
王云鹏副校长代表学校致辞

才成长成才。希望更多的优秀人才加盟北航，为北航、为国家的

人才培养贡献力量。

云空高远启征程，星光璀璨映华章。北航汇聚了众多海内外

年轻有为、造诣精深的专家学者，王云鹏为在本次论坛做报告的

青年学者代表们颁发报告证书，肯定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成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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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展望》的专题报告。

 21 日下午，工程、信息、航空宇航、化学与材料、数理、医工

交叉、经济管理与商学等 7 个分论坛在北京唯实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同步进行，与会学者围绕各自领域的国际学术前沿和热点问题展开了

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本次论坛为期两天半，吸引了全球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七百

余位青年学者踊跃报名，报名人数及受邀参会学者人数均创历史新高。

各学院、研究院、中法航空大学筹建工作组组织了人才洽谈和参观活

动。论坛期间，学校人事处组织了“卓越百人”人才项目评审，推进

落实“鲲鹏逐天”人才队伍建设规划。

（通讯员 / 时敬霞）

希望他们借助唯实论坛充分交流互动，取得更大成就。

人事处处长、教师工作部部长谭华霖做了《聚才育才，

北航助您实现人生梦想》大会报告，全面回顾了北航建校以

来的发展变迁，介绍了北航学科建设的历史沿革、今日北航

建设与发展取得的成就、未来北航的学科规划，细数了北航

在建校之初的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在新世纪科技创新的“四

大模式”，总结了北航在人才引育方面的保障、计划、平台

和机制，真诚欢迎广大青年才俊做北航未来的建设者。

在大会专题报告环节，杨立军教授做了题为《大推力液

体火箭发动机的研究挑战》的专题报告，刘明杰教授做了题

为《仿生功能力学高分子凝胶》的专题报告，侯慧龙副教授

做了题为《固态应力制冷技术最新研究进展及在航空航天应

王云鹏副校长为在本次论坛做报告的青年学者代表颁发报告证书

杨立军教授、刘明杰教授、侯慧龙副教授做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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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当选中国公众科学素质促进联合体
副理事长单位

2019 年 12 月 18 日上午，中国公众科学素质促进联盟成立大

会暨第一届理事会在北京召开。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倡导下，

125 家企业、媒体、学会、高校、科研文化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中

国公众科学素质促进联合体”，其主要任务是搭建社会化科普公共

平台，促进人才、项目、资金、产品等科普资源的优化配置，扩大

优质科普内容供给，组织制定相关标准规范，开展重大科普活动，

开发推广符合社会需求的科普服务和产品，对科普工作中突出的机

构、人员、作品、产品、活动等进行社会化表彰奖励，与国际相关

机构开展合作交流，促进科技创新成果互惠共享、科学精神弘扬传

播等。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怀进鹏院士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韩启德院

士当选第一届理事长。我校陶智副校长代表北航出席了此次会议。

经过两轮现场投票，北大、清华、北航和中国科大当选中国公众科

学素质促进联合体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单位，还有 21 家国内知

名央企、民企、媒体和学会当选。

（通讯员 / 王晓峰）

《科技日报》头版：
全球 5G 深度融合势不可挡
——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曹淑敏

《科技日报》头版 2019 年 11 月 18 日“智眼看 5G”栏目对我校党委书记曹淑敏进行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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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5G深度融合势不可挡
——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曹淑敏

2019 年 11 月 20 日至 23 日，“世界 5G 大会”将在

北京召开，我国将与全球各经济体共商 5G 的技术应用与

产业化发展。回首国际移动通信发展历程，中国为何能够

成为 5G 技术的引领者？全球 5G 产业的发展又将走向何

方？

创新奠定中国 5G引领地位

“无论是技术、产业还是应用领域，我国的第五代移

动通信（5G）在国际上都处于引领地位。”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党委书记、原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曹淑敏自豪地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从技术上看，在 5G 领域，我国提出

的国际标准文本数量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我国拥有的专

利数量也是世界第一，华为更是全球 5G 专利最多的企业；

从产业上看，我国在全球范围内较早开发出了 5G 芯片、

手机、基站等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并已经投入生产使用；

从应用上看，我国很早就明确了要在 2020 年开启 5G 商用，

并提前到今年发放了 5G 牌照，这在国际上也是比较领先的。

“从 1G 到 5G，从空白到引领，我国在移动通信领域

达成今日之成就的根本原因是坚持自主创新。”曹淑敏谈到，

回顾中国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从 1G 的空白，到 2G 的跟

随，到 3G 开始自主创新，在产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

克服困难完成了 TD-SCDMA 的技术研发及产业应用，再

到 4G 主导了 TD-LTE 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技术国际标准

的制定与推广，实现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同步并跑，这为

我们实现 5G 的引领奠定了较高的起点和基础。

曹淑敏表示，我国在移动通信领域的成就也是市场经

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典型代表。在

国内外市场开放的竞争条件下，国内产、学、研、用等各

个层面在政府的领导下，紧密地协同合作，共同推动这一

领域的科技创新。同时，我国巨大的市场也极大地促进了

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形成了市场应用带动网络，网络带

动整机，整机带动芯片等部件发展的良性循环创新态势和

创新体系。

“此外，中国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也离不开国际环境

的机遇。”曹淑敏说，2G 时代之前国际上只有区域性标准组织，

3G 到来以后，3GPP 等国际通信行业标准化组织出现，中国

较早加入了这些组织，国内移动通信工作者在其中一边学习、

一边创新，快速地发展进步。

全球 5G开放大势不可阻挡

“5G 是第一个从一开始就制定全球统一标准的移动通信

技术。”曹淑敏介绍，1G 采用美、英、法、日等各自分立的国

家标准；2G 开始则出现了欧洲和美国制定的地区标准；3G 开

始出现国际标准，但各地提交的文本并不相同，最终多个标准

并存；4G 的国际标准虽然都基于 LTE 技术，但也分为 FDD-

LTE 和 TD-LTE 两种。到了 5G 以后，全球学术界和产业界

达成共识，各国不再分开提交标准，而是共同制定统一技术标准，

这实现了国际移动通信领域多年来的愿望。

另一方面，“国际 5G 产业链也是深度融合的，堪称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在曹淑敏看来，坚持开放，5G 将拥有更美

好的发展前景。

“更深层的原因是，5G 完全符合人类进步、社会发展、

经济增长的未来趋势，其大规模应用必然会得到实现。”曹淑

敏指出，从趋势上看，1G 实现了语音的传输，2G 普及了移动

电话，3G 实现了数据的传输，4G 时代移动互联网走进千家万

户。物联网的大门将在 5G 时代开启，并且会向各个行业和领

域拓展，延伸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改变人类的消费模式，

变革人类的生产方式，并为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治理提供强有

力的手段。

“5G 是世界的 5G。”曹淑敏强调，全球 5G 深度融合势

不可挡。

（实习记者：于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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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是人类疾病史上仍未攻克的重大

难题，据统计我国癌症患者突破千万，而

每年新增人数将近 400 万。化疗作为一

种全身治疗的手段，存在药物靶向性差、

毒副作用大等缺点。近年来，靶向药物技

术取得长足进步，但普适性不高、被动靶

向性效率低等不足限制了精准治疗的进一

步发展。微纳技术与材料科学的迅猛发展

为精准定点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微纳机

器人作为药物载体，通过体外精准场控，

将有望实现体内药物输送、细胞抓持等。

细胞生物学、再生医疗等领域中，细胞组

织级的精密操作显得极为重要。

用于显微操作的磁控系统以其工作空

间大、操作力大、对生物组织影响小、不

需要外加能量输入线路与控制线路等优势

成为体内导航及显微操作的首选方案。如

图 1(a) 所示，空间多线圈的磁控系统可

以通过计算机编程控制，实现机器人的定

向运动，并结合图像追踪机器人的实时位

置，反馈给计算机终端，进而对机器人相

应姿态与位置进行调整；图 1(b) 为实际

系统图；图 1(c) 所示的磁性章鱼形机器

人能在线圈工作空间内实现三维运动；图

1(d) 为利用磁控系统操作“细胞机器人”

进行肿瘤治疗的体外实验。

同样利用磁控系统的永磁细胞操作工

具在细胞克隆和单细胞分析领域有广泛的

应用，解决不孕不育症、牲畜优良基因繁

育、宠物克隆、癌症早期诊断、产前筛查

等重大需求。利用永磁工具将实现细胞的

高通量全自动化操作。如图 2(a) 所示，

外部永磁铁对磁性机器人进行精准定位，

在芯片上实现多自由度的精准操作；如图

2(b) 所示，磁控系统同时引入压电陶瓷

的超声振动来减少微型机器人与基板的摩

擦，实现高达 300 纳米的控制精度；图

2(c) 为各种形态的微型磁控机器人；图

精准场控微纳机器人的医用基础研究及
靶向药物输送应用

图 1 仿生微型机器人及空间磁控系统

图 2 永磁微型工具机器人及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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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为利用微型磁控机器人进行卵母细胞

的旋转操作；图 2(e) 将微型机器人与微

流控芯片结合，实现“芯片上的实验室”。

用于显微操作的光电镊系统具有亚微

米的操控精度及实现操作对象群体控制的

可能性。图 3(a) 所示为光电镊的工作原

理，光电镊 (Optoelectronic Tweezers, 

OET) 是将光镊与介电泳相结合的新型操

纵技术，可以产生动态光虚拟电极，实现

对微粒更加复杂的操控，通过可变光学图

案灵活操控大量微小物体，如细胞、病毒

及大分子等；图 3(b) 为实际搭建的激发

光路结构；图 3(c) 为通过 iPad 实现光路

的路径操作；图 3(d) 为利用光路实现粒

子搬运；图 3(e) 为光电镊操控螺旋状颗

粒微螺旋藻。

用于生物分析及研究、细胞级微手术、

药物装载与释放的声波驱动操作系统具有

输出力大、对生物组织无损害、系统简单

等特点。利用微结构的形状改变产生不同

类型微声流的性质，可以实现细胞捕获、

细胞搬运、细胞旋转等细胞级精密操作。

图 4(a) 为声流驱动系统原理图；图 4(b)

展示了声流实现平面外细胞旋转、平面内

细胞旋转的原理；图 4(c) 实验证实了超

声对细胞的快速精确旋转。

从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场控微

纳机器人技术发展日益呈现出精准化、智

能化、多功能化的趋势。本实验室致力于

搭建机器人本体及各部件 / 功能的复合场

控系统的研究，探索基于超声 - 磁场复合、

扫描光电镊、磁场 - 流体耦合等技术的新

型集群控制方法，探索基于自组装、细胞

/ 气泡包覆、生物降解的长程输运与集群

局域分散的远近程分段控制方法。以建立

微纳尺度实时定位跟踪与精准场控集成原

理与方法体系为目标，确立载药微纳机器

人结构 / 材质一体化可控制造与智能材料

融合制造方法，建立载药微纳机器人的场

控精准运动与释放、靶向疗效的定量评价

方法，为场控载药微纳机器人发展奠定技

术基础。

图 3 光电镊微操作系统

图 4 基于声波驱动的多功能微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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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激光干涉阵列的三维超声传感系统

超声成像是一种典型的非侵入性和无

辐射成像技术，通过检测标本或人体内声

阻抗的差异来进行成像，具有无创、无辐射、

实时性好等特点，在医学等诸多领域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超声三维探测可以利用

超声还原目标位置和速度等信息，大大提

升超声成像的能力。超声成像的关键是超

声传感器，传统的超声传感器大多使用压

电材料制作。近年来，基于光学谐振腔（F-P

腔、微环等）的超声传感器取得了显著的

进展，这种超声传感器不仅具有抗电磁干

扰能力强、体积小等优点，还具有更大的

带宽和更高的灵敏度。然而，基于光学谐

振腔的超声传感器不利于阵列集成，难以

实现三维空间探测，大大限制了其应用。

而基于非谐振式的光纤光栅等结构，由于

体积过大而无法实现高频（1 – 30 MHz

范围）探测。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激光干涉效应

的光纤阵列式排布超声传感系统，系统由

1310 nm 连续激光器、1 × N 光纤耦合器、

光纤环形器、光纤阵列超声传感器、声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卓越百人”副教授，北京市科技新星，研究领域：智能微型机器人与微纳米控

制系统；生物制造应用于癌症靶向治疗、组织工程及再生医疗等。冯林老师所在的仿生与微纳系统

实验室参与了多项重大课题研究，并在国际机器人及微纳米学会获得多个奖项。目前在微纳米系

统及机械领域发表论文 60 余篇，其中于 2016 年 2 月在机器人领域最高级别的国际机器人研究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botics Research》上发表了关于磁控芯片机器人的创新研究成果。

冯林，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副教授，E-mail:linfeng@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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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激光干涉阵列的三维超声传感系统结构示意图

移频器、2 × 1 光纤耦合器、光电二极管、

放大器、信号采集单元和信号处理单元组

成（图 1 所示）。1310 nm 激光器发出的

光经 1 × 8 光纤耦合器进入 8 个通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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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 路进入声光移频器，另外 7 路进入光

纤阵列超声传感器。由于多普勒频移，7

个进入传感通道中的光束频率被传感器表

面的超声波振动调制，从而产生携带振动

信息的调频信号。进入声光移频器的光频

率会产生 40 MHz 调制，然后分到 7 个 2 

× 1 光纤耦合器中与从超声传感器回来的

信号进行干涉，将干涉后的光信号转化为

调制后的电信号。电信号经放大后被信号

采集单元采集，再经信号处理单元解调后

即可还原原始的超声信号。

为了评估此光纤阵列超声传感器的性

能，本研究将其与高端商用水听器 HGL-

0200 进行横向对比。HGL-0200 水听器

是顶尖的水听器公司 Onda 推出的一款各

性能指标比较平衡、综合性能比较优异的

产品，具有 50 nV/Pa 的灵敏度和超过 60 

MHz 的响应带宽。在对比实验中，采用了

脉冲宽度约为 10 ns 的光声信号的激励，

以产生短超声脉冲，分别使用两个传感器

进行探测。本研究所研制的基于光学干涉

的超声探测器展现出更为优异的性能（表

1 和图 2）。

在声源位置的探测中，径向距离 r 表

示从声源到光纤阵列超声传感器的距离，

仰角（或称天顶角）θ 表示偏离中轴的角

度，方位角 φ 表示旋转角度（图 3a）。

由于七个光纤传感器在方位维度上具有 6

阶旋转对称性，因此 0° - 60°的测量范

围足以覆盖整个维度的测量。光纤阵列传

感系统三维定位测量范围和误差如表 2 和

图 3 所示。

本研究证明了这种新型的光学干涉

超声传感器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带宽，

由其组成的超声传感系统具有准确的三维

超声探测能力。相比于传统超声传感器，

这种高灵敏度、宽带超声传感器大大提高

了超声信号的探测能力，有望大幅提高医

学超声成像的分辨率与成像深度。相比于

其他基于光学谐振腔的传感器，此传感器

非常容易进行阵列集成，实现三维空间探

测能力。另外，这种传感器阵列并没有复

杂的微加工流程或精细的光波调谐等，

工 艺 相 对 简 单。 本 研 究 发 表 于《Optics 

Letters》，是光学领域 TOP 期刊，具有

比较重要的影响力。

表 1   HGL-0200 水听器和光纤阵列传感器性能对比

图 2 HGL-0200 水听器与光纤阵列超声传感器在光声脉冲激励下的灵敏度和带宽特性对比：（a）
水听器；（b）光纤阵列超声传感器

HGL-0200 水听器 光纤阵列干涉传感器 注

压力等效噪声 4.7 kPa 165 Pa 越低越好

电磁干扰噪声 16.4 kPa 无 越低越好

-6 dB 带宽 0.7 ～ 26.8 MHz 0 ～ 27.2 MHz
越宽越好，测量结果受

限于声源

脉冲信号信噪比 23.5 dB 46.8 dB 越高越好

测量范围 误差

径向距离 r 1 - 50 mm 小于 5%

仰角 θ 0° - 85° 小于 4°

方位角 φ 整个圆周 小于 2°

表 2 光纤阵列传感系统三维定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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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制造技术是 21 世纪制造领域的

关键技术，代表着制造科学发展的前沿。

作为一种先进的微纳制造技术，微成形具

有成本低、效率高、制件性能好等优点，

已被广泛应用于微型武器装备、微型卫星、

医疗器械、紧凑换热器等领域。然而，随

着微型产品对尺寸与性能的要求不断提高，

传统微成形技术已无法满足难变形高性能

微构件形性协同制造的需求。近年来，超声、

脉冲电流、激光、电磁等特殊能场辅助的

复合微成形技术逐渐得到发展，是实现高

多能场复合微成形技术研究进展

性能微零件绿色、高效与精密制造的有效

途径。

在超声振动辅助微成形领域，本课题

组研究了超声振动场激励下高温合金超薄

板材塑性变形行为，分析了超声软化行为

的微观机理，发现超声振动场对孪生变形

和晶粒旋转具有促进作用，建立了涉及晶

粒尺寸效应和超声激励场的塑性本构模型，

预测相对误差可达 0.5% 以下，如图 1（a）

和（b）所示 [1]。此外，将超声辅助微成

形技术应用于高温合金毛细管制备过程，

成功制造出外径 0.9 mm、壁厚 50 μm

的薄壁毛细管，降低了成形力，提高了尺

寸精度及壁厚均匀性，改善了表面质量，

如图 1（c）所示。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期

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s》上。

在电脉冲辅助微成形研究方面，本课

题组针对不同电流密度下高温合金材料的

变形行为开展了理论与实验研究。研究发

现随着电流强度的增大，材料流动应力降

低，延伸率略有变化，动态应变时效增强，

图 1 (a) 超声辅助微成形系统；(b) 超声软化行为；(c) 超声辅助毛细管拉拔

马建国，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导，E-mail:majianguo@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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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光纤阵列式超声传感器三维探测误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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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 电场下位错演化；(b) 本构模型及预测结果；(c) 电辅助拉拔毛细管尺寸与金相

图 3  课题组研制的国内首台高超声速强预冷换热器样件

图 4  (a) 锌镁合金超塑行为研究；(b) 血管支架管坯制备；(c) 纯钛牙桩热辅助成形

孟宝，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副教授，E-mail:mengbao@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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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与材料内部的位错钉扎作用有关，

且位错在电流作用下存在方向性。在宏观

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脉冲电场下材料塑

性变形本构模型，如图 2（a）和（b）所

示 [2]。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对高温合金薄

壁毛细管进行了电脉冲辅助拉拔制备与电

脉冲处理，电辅助微成形技术可有效促进

高温合金动态再结晶，提高毛细管塑性，

细化晶粒，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毛细管壁

厚不均、微观组织粗大等制造难题，如

图 2（c）所示 [3]。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

基于耦合超声振动、脉冲电流等物理

场的多能场复合制造技术，实现了高温合

金薄壁毛细管的形性协同精确调控，并尝

试应用于高超声速强预冷发动机强换热器

样机的研制中，如图 3 所示。

在高性能医疗器械微成形研究方面，

开发了超塑微成形技术，制备了可降解锌

镁合金管坯，有效减少了加工道次，为制

备高性能可降解新一代血管支架奠定了基

础，如图 4（a）和（b）所示 [4]。此外，

课题组开展了热辅助微成形工艺研究，提

出利用高温控制材料精确流动，以高效制

备出钛合金牙桩零件，提升产品成形质量，

如 图 4（c） 所 示 [5]。 相 关 成 果 发 表 于

《Materials &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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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与多物理场仿真技术

随着计算物理学、应用数学、计算

机图形学以及计算机硬件的长足发展，

CAD/CAE 软件模拟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得到了极大提升，是现代工业的核心技术

与战略高地。然而，越来越多的实际物理

过程不能够用单一物理方程在单一尺度下

描述，即呈现出多尺度与多物理特征（如

高超音速物体的黑障效应涉及流体 - 热 -

电磁的耦合，集成电路的板级 - 封装 - 芯

片一体化仿真则需要从厘米到微米级的多

尺度仿真，飞行器防护复合材料对雷电及

HPM 的响应是一个多尺度问题，也涉及

电磁 - 热 - 力多种物理场的耦合）。多尺

度与多物理场问题极具挑战性，如果使用

现有计算物理学学术界的代码乃至商业软

件可能存在内存开销过大导致不能计算或

仿真时间过长的问题，所以需要新的技术

实现对上述问题的仿真。

在 该 研 究 中， 时 域 间 断 伽 辽 金

（DGTD）方法结合非共形网格、hp 双

重精细化策略以及显 - 隐式混合时间步进

技术，以实现对多尺度问题的高效仿真。

对于多尺度电磁计算，如果仍然采用传统

共形网格计算方法，那么计算效率就会急

剧降低，甚至会遇到未知量过多，根本不

能求解的问题，而非共形网格允许在非共

形分界面两侧的网格尺寸乃至网格类型突

变，如图 1(a) 所示，这样可以大大降低

整个仿真系统的未知量数目，尤其对于三

维问题，非共形网格对于多尺度问题的优

势极为突出。此外，多尺度问题既包括电

大部分（如背景介质、完全匹配层、大块

均匀介质），也包括电小部分（如电大平

台上的电小天线、集成电路的过孔等），

如果采用单一阶数的基函数，则较难平衡

计算效率与精度之间的矛盾，所以该研究

采用了 hp 双重精细化网格策略，即对于

电大部分采用高阶六面体（结构化或者非

结构化）剖分以减小未知量，而对于电小

部分，则采用低阶四面体网格剖分以捕捉

曲面以及细锐结构，进而减小几何建模误

差以提高算法在电小部分的计算精度 , 如

图 1(b) 所示。当采用时域算法求解多尺

度问题时，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仿真

步长（△ t），该参数直接决定了仿真时

间，若采用受 CFL 条件限制的传统显式

时间步进方法，电小部分的微小网格会导

致时间步长非常小，在观测窗长度一定的

情况下，需要非常多的时间步，造成仿真

时间过长。该研究采用了显 - 隐式混合时

间步进方法，对于电大区域仍采用显示时

间步进方法，而对于电小区域则采用不受

CFL 条件限制的隐式时间步进方法，这

样既可以大幅减少仿真时间，又不至于使

内存开销急剧增长，从而实现仿真时间与

内存开销的平衡，最终得到了多区域 - 多

求解器的时域间断伽辽金方法，如图 2 所

示。

多物理场问题中的一个典型场景是电

热耦合问题，如高超声速飞行器摩擦热产

图 1 (a) 非共形网格；(b) 针对纳米天线的 hp 双重精细化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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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等离子鞘套对电磁波传播的影响，以

及集成电路焦耳热效应对集成电路供电网

络产生的电压影响。针对电热耦合问题，

该研究采用了基于高阶基函数的时域谱元

法与子区域层级时域间断伽辽金方法的混

合方法。分析热传导问题的时域谱元法采

用高阶节点型基函数，其质量矩阵具有对

角形式，并允许二阶曲面六面体建模，相

比于采用矢量基函数的电磁模拟部分，其

计算效率相对更高。分析电磁波传播的子

区域层级间断伽辽金方法则采用区域分解

的方法降低计算量，同时采用隐式步进以

减小与热传导仿真在时间步长上的差异，

进而提高仿真的整体效率。该方法成功用

于对集成电路供电系统的仿真，如图 3 所

示。

这项研究通过采用新技术，如基于间

断伽辽金方法的区域分解、非共形网格、

hp 双重精细化网格、显 - 隐式混合时间

步进曲面单元，以及高阶基函数等，实现

了对多尺度与多物理问题在时域的高效仿

真，为 CAD/CAE 软件在该方向的仿真

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方向。

任强，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导，E-mail:qiangren@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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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多区域 - 多求解器子区域层级间断伽辽金方法

图 3 考虑电热耦合的集成电路供电网络的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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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戊二烯相关 Ċ5H9 反应路径的
从头算 / 过渡态理论研究 I：
反应势能面、化学热力学以及高压极限速率常数

 

本文为我校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周重文研究员 ( 通讯作者 ) 与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

燃烧化学中心合作发表在物理化学领域权威期刊《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A》

（42 卷，2019）上的一篇封面文章，揭示了碳氢燃料燃烧中间产物 1,3- 戊二烯与氢原

子加成后详细反应路径（氢转移异构、环加成和 β 键断裂）的动力学和热力学规律，为

碳氢燃料燃烧模型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化学动力学和热力学数据。

燃烧室是航空发动机的“心脏”，燃

料在燃烧室的反应释热是发动机的核心过

程，此类过程的研究对发动机研发具有重

要作用。发动机的污染物排放、喷嘴积碳、

燃烧稳定性、低温点火、高空熄火、爆震、

振荡燃烧等一系列问题均可归因于燃料燃

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对湍流燃

烧基本现象和规律的深刻认识，而燃烧反

应动力学机理及基于此的燃烧数值模拟，

是认识燃烧本质和揭示湍流与燃烧相互作

用的重要手段。

1,3- 戊二烯是更高碳数碳氢化合物

热解和氧化反应的重要中间体，它们的详

细化学反应动力学对于碳氢燃料燃烧动力

学机理的分级构建十分重要。然而目前文

献当中关于碳数大于 C4 的二烯的化学动

力学研究很少，且由于二烯分子中存在两

个双键，反应体系的化学复杂性也显著增

加。根据之前对丁二烯氧化的反应动力学

研究发现 [2，3]，Ḣ 原子加成反应对准确

预测燃料高温下（> 1000 K）的点火延

迟时间和火焰速度非常重要。

如 图 1 所 示， 在 CCSD(T)//MP2/

CBS//ωB97XD/aug-cc-pVTZ 计 算

水平下确定的包含 63 个物种和 88 个过

渡 态（TS） 的 Ċ5H9 势 能 面（PES） 上

的反应路径可以分为异构化（蓝色）、

β 键断裂（红色）、开环和闭环（均为

绿色）等反应类型。由于 Ċ5H9 反应体系

势 能 面 的 复 杂 性， 完 整 的 Ċ5H9 势 能 面

分 成 了 两 个 部 分：(a)2,4-Ċ5H9 自 由 基

（W1），2,5-Ċ5H9 自 由 基（W2） 的

形 成 及 后 续 反 应；(b)1,4-Ċ5H9 自 由 基

（W3），1,3-Ċ5H9 自由基（W4）的形

成及后续反应。所有相关物种在 0 K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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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包含零点能修正的 Ḣ 原子与 1,3- 戊二烯加成及 Ċ5H9 相关反应路径的势能面

的生成焓均通过使用 CBS-APNO，G3

和 G4 的复合方法进行计算。温度依赖

的化学热力学性质焓、熵和热容通过调

用 ThermP 代 码， 并 基 于 使 用 MESS

代码计算的配分函数来得到。通过比较

发现它们与 ATcT、NIST 和 Burcat 等

热力学数据库中的实验值接近较好。为

了更简洁明了，我们将每个 Ċ5H9 自由基

的势能面及后续反应分别列出，并从反

应热，能垒高度，过渡态结构和反应类

等方面进行分析，如图 2 所示。

在不同温度和 / 或压力下，共振稳定

的 2,4-Ċ5H9 自 由 基 是 Ḣ 原 子 与 1,3- 戊

二烯加成反应中产生的主要产物，同时也

是 2- 戊烯被 Ḣ、Ö 原子以及 ȮH 和 HȮ2

等自由基夺氢时产生的主要产物。因此，

在许多与烯烃和二烯高温燃烧化学动力学

相关的工况下，2,4-Ċ5H9 自由基的化学

活化及热活化单分子反应都很重要。如图

2（a）所示，不同反应路径的反应焓和能

垒高低遵循着一些明显的规律。反应路径

的吸热性随着产物自由基从烯丙基转变为

伯位自由基，接着再转变为乙烯基而不断

增加，同时反应的能垒高低则随着反应吸

热性的增加而增加。根据 2,4-Ċ5H9 自由

基不同的反应路径的高压极限（HPL）速

率常数可见，2,4-Ċ5H9 自由基异构化生

成 1,3-Ċ5H9 和反向离解为 1,3- 戊二烯 + 

Ḣ 是最重要的反应通道。对于图 2（b）

中 的 2,5-Ċ5H9 自 由 基， 在 低 于 1800 K

的温度范围内，通过六元环过渡态异构化

生成 1,3-Ċ5H9 自由基是最主要的反应路

径。图 2（c）中的 1,3-Ċ5H9 自由基主要

发生 β 碳 - 碳键断裂并生成 1,3- 丁二烯 

+ ĊH3， 而 图 2（d） 中 的 1,4-Ċ5H9 自 由

基则主要异构化生成 1- 亚甲基 - 环丙基

甲基（W13），接着再次异构化成为 3-

甲基 -1-4- 丁烯基（W14）。

图 3（a）中比较了 Ḣ 原子与乙炔，

丙二烯，丙炔，丁炔和丁二烯异构体以及

戊炔和戊二烯异构体（本文研究对象）等

物种反应的 Evans-Polanyi 关系。可以

发现， C3 到 C5 二烯的不同反应能垒高

度和反应焓之间具有不同的相关性且能够

分为三类，即（1）Ḣ 原子与直链 1,3- 二 图 2 （a）2,4-Ċ5H9（W1），（b）2,5-Ċ5H9（W2），（c）1,3-Ċ5H9（W4）和（d）1,4-Ċ5H9（W3）
的单分子反应势能面及高压极限速率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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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加成；（2）Ḣ 原子与直链 1,2-

或 2,3- 二烯加成，并生成烯丙

基烯基自由基；（3）Ḣ 原子与

直 链 1,2- 或 2,3- 二 烯 加 成 并

生成乙烯基烯基自由基，以及与

1,4- 二烯和炔加成。当文献中

只有目标反应的 ΔrH298K 值可用

时，这些 Evans-Polanyi 关系

式就可用于估算反应能垒。此外，

如图 3（b）–（f）所示，本文

对 于 所 研 究 的 三 个 反 应 类（ 氢

转移异构化，环加成和 β 键断

裂 反 应） 均 拟 合 出 了 Evans-

Polanyi 关系式，可在同类型反

应路径没有相关化学动力学数据

时利用这些关系式估算该路径的

能垒。

该工作为研究不同燃料的燃

烧性能如点火延迟时间、火焰传

播速度、燃烧重要中间体的生成

等随着分子中双键的个数和位置

的变化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为

揭示燃烧性能随着燃料结构的变

化关系，从而实现航空发动机受

限空间内的可控燃烧以及设计未

来航空燃料提供了理论依据。

周重文，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员，博导，E-mail:cwzhou@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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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直链二烯和炔烃与 Ḣ 原子的加成反应，（b）Ċ5H9 自由基的外、内环加成反应，（c）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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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的 1,2- 和 1,5- 氢转移异构化反应，以及（f）直链 Ċ5H9 自由基的碳 - 碳和碳 - 氢键断裂反应的
Evans-Polanyi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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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器件以其高机械性能、重量轻、

可穿戴、易弯曲、可折叠等优点，被广泛

用于航空航天、传感器、智能器件以及微

型机器人等领域，因而急需一种相匹配的

轻质、柔性储能装置来满足柔性器件在储

能方面的需求，并且此种储能装置还应具

有高机械性能、高容量、长循环寿命以及

高的能量密度等特点。目前，已经有一些

相关柔性储能电极材料和装置的研究，例

如轻质的薄膜材料，来满足不同柔性器件

的应用。作为一种储能装置，柔性超级电

容器由于其高能量密度、快速的充电放电

能力、超长的循环寿命以及优越的安全性

等优点，将逐渐成为传统电池的替代品。

然而，开发基于高机械强度和高容量电极

的柔性超级电容器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受天然贝壳的界面作用启发，通

过 π-π 共轭堆积作用、氢键作用以及静

电作用的界面协同作用，采用一种有效和

独特的方法制备出埃洛石（Halloysite）-

聚苯胺 (Polyaniline）- 还原氧化石墨烯

纳米复合材料薄膜（HPA-rGO）（如图

1）。制备出的 HPA-rGO 石墨烯纳米复

合材料薄膜具有极好的拉伸强度（351.9 

MPa）、韧性（8.5 MJ m-3）以及高导电

率（397.0 S cm-1）。

对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薄膜的断裂

机制进行研究后发现，当拉伸开始时，还

原石墨烯纳米片开始发生相对滑移，此时

通过静电作用在埃洛石表面形成的缠绕状

的 PANI 在拉伸方向被拉直；随着拉伸继

续，PANI 开始逐渐被拉断，在这个过程

中 π-π 共轭堆积作用和氢键作用的断裂

消耗了绝大部分能量，因而提升了材料的

力学强度；最后，还原氧化石墨烯纳米片

被从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层间拉出，导致

了石墨烯纳米片边缘的明显卷曲（如图 2）。

高强度仿生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薄膜
在柔性超级电容器中的应用

图 2 仿生埃洛石 - 聚苯胺 - 还原氧化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薄膜（HPA-rGO）的力学性能以及拉
伸机制

图 1 仿生埃洛石 - 聚苯胺 - 还原氧化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薄膜（HPA-rGO）的制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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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界面作用制备出的高强度仿生纳

米复合材料组装成柔性超级电容器表现出

高的储能容量和机械稳定性（如图 3）。

所测试的电化学 CV 曲线在平铺、拉伸以

及5000次弯折情况下容量保持基本不变。

实验研究表明良好的机械稳定性归因于

HPA-rGO 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可调节的

图 3 仿生埃洛石 - 聚苯胺 - 还原氧化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薄膜（HPA-rGO）组装成柔性超级电容器的储能性能和机械稳定性

吴超，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导，E-mail:wuchao@buaa.edu.cn

程群峰，化学学院，教授，博导，E-mail:cheng@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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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无机层状有序结构和界面协同作用。

组装成的柔性超级电容器也表现出极高的

能量密度。

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薄膜具有极高的

力学强度和高电导率，组装出的柔性超级

电容器表现高容量和极好的机械稳定性。

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薄膜中各组分的界面

协同作用有助于提升复合材料薄膜的力学

性能。因此，通过仿生策略制备出高强度

电极材料并将其组装成柔性储能装置，在

实际工程应用中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发

表在国际著名期刊《Nano Energy》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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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多级结构 Sn/SnO2@Carbon 中空纳米纤维的 SEM 和 TEM 形貌表征图

图 1 多级结构 Sn/SnO2@Carbon 中空纳米纤维的制备示意图

多级结构 Sn/SnO2@Carbon 中
空纳米纤维用于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

随着轻便、便携电子设备以及电动汽

车的飞速发展，开发新型高性能电极材料

来替代锂离子电池中容量较低的碳材料已

迫在眉睫。锂离子电池作为一种摇椅式电

池，通过锂离子的插入和脱出，穿梭于锂

离子电池的正极和负极之间，不可避免地

会因电极材料的体积膨胀效应而导致其粉

碎和聚集，致使电池循环寿命降低。为了

提升电池的循环能力，具有中空结构的纳

米材料可以有效缓解电极的体积膨胀，然

而常规中空结构内部空间过大，多余的空

隙不利于电池能量密度的提升。如何平衡

固体结构的高体积能量密度和中空结构的

高循环稳定性，已成为制约锂离子电池向

高性能方向发展的主要障碍。此外，过渡

金属氧化物与碳的复合中空结构设计已被

证明是提升电池倍率性能的有效策略。

在这项工作中，我们证明了一种简便

而有效的合成方法，制备了三种复合中空

结构纳米纤维。首先，通过对加热速率和

退火过程的精确控制，获得了三种不同中

空结构的 SnO2 纳米纤维。随后，将吡咯

单体在SnO2 纳米纤维内外表面原位聚合，

通过无氧煅烧还原的方法得到了多级结构

的 Sn/SnO2@C 复合中空纳米纤维。

其 中， 双 壁 管 套 线 Sn/SnO2@C 复

合中空纳米纤维表现出优异的储锂性能。

双壁管层和实芯之间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使得材料循环过程中产生的应力和应变得

以有效释放，这些空间相对于具有较大空

隙的中空纤维，又很好地增大了电极材料

的有效利用率，提升了电池的能量密度。

这一独特结构的设计不仅有效缓解了充放

电过程中产生的较大体积膨胀，同时保证

了离 / 电子在充放电过程中良好的动力学

过程，而且复合结构同时兼顾结构设计和

组分调节，能最大限度优化电极材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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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获得优异的电化学性能，因此，双

壁管套线 Sn/SnO2@C 复合中空纳米纤

维表现出高倍率性能 (812.1 mAh g-1@1 

A·g-1 和 566.5 mAh g-1@5 A·g-1) 和

优异的循环性能 ( 循环 2000 圈后，986.3 

mAh g-1@1 A·g-1 和 508.2 mAh g-1@5 

A·g-1)，这一性能优于目前报道的同类电

极材料。

我 们 进 一 步 探 究 了 Sn/SnO2@

图 3 多级结构 Sn/SnO2@Carbon 中空纳米纤维的储锂性能图

赵勇，化学学院，教授，博导，E-mail:zhaoyong@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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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周期的矛盾问题，为开发新一代高性能

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提供了借鉴。此外，

多级结构的设计在其他领域也有广泛应用，

例如传感和催化等。本研究发表于化学

领域国际权威期刊《Angew. Chem. Int. 

Ed.》（10.1002/anie.201913170）， 论

文第一作者为北航 2017 级硕士研究生高

松伟。

Carbon 不同结构复合纤维的生成机理，

以及不同结构复合纤维的电化学储锂性能。

研究表明，电极材料多级结构及组成成分

的复合设计对提升锂离子电池循环和倍率

性能具有重要意义。本工作提出了一种可

精确控制结构的无机和高分子化学合成策

略，用于制备具有可控多尺度内部结构和

化学成分的中空纳米纤维电极材料，合理

地解决了锂离子电池的高容量密度和长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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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成立于 1952 年，是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现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

建校以来，北航一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是全国第一批 16 所重点高校之一，也是 80 年代恢复学位制度后全国第

一批设立研究生院的 22 所高校之一，首批进入“211 工程”，2001 年进入“985 工程”，2013 年入选首批“2011 计划”

国家协同创新中心，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A 类建设高校名单。

学校有 8 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并列全国高校第 7 名），28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0 个北京市重点学科，

10 个国防特色重点学科。在 2017 年 12 月公布的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北航有 14 个 A 类学科，其中航空宇航科学

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为金牌学科（A+ 学科）。工程学、材料科学、物理学、计算机

科学、化学、社会科学总论 6 个学科领域的 ESI 排名进入全球前 1%，工程学和材料科学进入全球前 1‰，具备了建设

世界一流学科的基础。凝聚了以 23 位两院院士、59 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教授、59 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5 位国家级教学名师等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涌现出众多国家一等奖获得者、领域专家和型号总师，以及一大

批年轻有为、造诣精深的专家学者。

学校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先导，强化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关键瓶颈技术汇聚，

与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造顶级创新平台和一流科研团队，科研总量不断扩大，科研经费人均位居全国高校第一。现

有 9 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4 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70 余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有 7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

究群体，12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6 个国防科技创新团队。“十五”以来，北航共获国家三大科技奖励 60 余项，其中，

近 14 年获得 14 项国家级科技奖励一等奖，4 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创造了一所大学连续获国家最高等级科技奖的

记录，被社会誉为科技创新的“北航模式”。学校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协同增长，实现了在《Nature》、《Science》

等顶级期刊发表文章的突破。

云空高远启征程，星光璀璨映华章。迈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世界一流大学，自觉把办学精神与服务国家使命融为一体，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加快建设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大学，以“北航梦”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数据截至 2019 年 10 月）

        https://www.bua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