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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发资〔2017〕294 号附件 9 

 

 

 

2018  

 

为落实国务院《中国制造 2025》、《“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

规划》等提出的任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材料基因工

程关键技术与支撑平台”重点专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

部署，现发布 2018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的总体目标是：围绕新材料“研发周期缩短一半、

研发成本降低一半”的战略目标，融合高通量计算（理论）/高通

量实验（制备和表征）/专用数据库等关键技术，变革材料研发理

念和模式，实现新材料研发由“经验指导实验”的传统模式向“理

论预测、实验验证”的新模式转变，显著提高新材料的研发效率，

增强我国在新材料领域的知识和技术储备，提升应对高性能新材

料需求的快速反应和生产能力；培养一批具有材料研发新思想和

新理念，掌握新模式和新方法，富有创新精神和协同创新能力的

高素质人才队伍；促进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的发展，为实现“中

国制造 2025”的目标做出贡献。 

本重点专项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构建高通量计算设计、高通

量制备与表征和专用数据库等三大协同创新平台；研发多尺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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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高通量计算方法与计算软件、高通量材料制备技术、高通量

表征与服役行为评价技术，以及面向材料基因工程的材料大数据

技术等四大关键技术；在能源材料、生物医用材料、稀土功能材

料、催化材料和特种合金等支撑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发展的典

型材料上开展验证性示范应用。共部署 40 个研究任务，专项实施

周期为 5 年（2016-2020 年）。 

2016 年本重点专项在材料基因工程关键技术和验证性示范

应用方向已启动 13 个研究任务的 14 个项目。2017 年本重点专项

在材料基因工程关键技术和验证性示范应用方向已启动 16 个研

究任务的 19 个项目。2018 年，在材料基因工程关键技术、验证

性示范应用、新技术和新材料探索，以及协同创新示范平台建设

等方向启动 11 个研究任务，拟支持 11-22 个项目，拟安排国拨经

费总概算为 2.20 亿元。验证性示范类项目（指南 3），如企业牵头，

须自筹配套经费，配套经费总额与国拨经费总额比例不低于 1：1。

协同创新平台建设类项目（指南 6-11）的国拨经费属于引导性资

金，需要充分调动社会资金和现有的国家重大科技设施资源进行

建设，指南 6 和 9 的配套经费总额与国拨经费总额比例不低于 4：

1，指南 7，8，10，11 的配套经费总额与国拨经费总额比例不低

于 2：1。 

项目申报统一按指南标题的研究方向进行，申报项目的研究

内容须涵盖各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除特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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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各指南方向拟支持项目数均为 1-2 项，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4 年。各研究任务所列考核指标，除发明专利和软件为预期性指

标外，其余指标均为约束性指标。所有任务研究均必须突出高通

量计算/高通量制备/高通量表征与评价的理念与方法，其中指南

3-5 的研究还必须体现从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到规模制备的

全链条、协同创新研究的特点。所有研究项目结题验收前，均须

完成数据汇交。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4 个，项目参研单

位总数原则上不超过 10 个。项目设 1 名项目负责人，项目中每个

课题设 1 名课题负责人。 

指南中“拟支持项目数为 1-2 项”是指：在同一指南研究方

向下，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

不同的情况时，可同时支持这 2 个项目。2 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

阶段支持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 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

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1. 高通量材料制备新原理与新方法研究 

研究内容：以提升材料成分-工艺-组织-性能间关联关系的研

究效率为目标，研发基于物理法、化学法、生物法或多种方法相

融合的材料高通量制备新原理和新方法；发展面向无机非金属、

有机高分子、金属与合金、生物质等材料体系，或两者以上的复

合材料体系的多组元材料成分与组织结构高通量可控制备新技

术，研发高通量制备新技术的装置原型，并进行示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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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开发出 2 种以上、国内外文献未见报道的高通量

制备新技术（物理法、化学法、生物法或多种方法相融合）；样品

成分控制精度优于 1%；与相应的已有高通量制备方法相比，效

率改善一个数量级以上；组合芯片类高通量制备技术一次制备样

品数≥1000 个，块体和粉体类材料一次制备样品数≥100 个；开

发出相应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通量材料制备装置，可控化学

组分 3 种以上，在 3 种以上典型材料体系中获得验证性示范应用；

申请发明专利 10 项以上。 

2. 高通量材料表征新理论、新技术和新装备 

研究内容：研发与高通量材料制备技术有机融合的高通量表

征新理论和新技术，重点解决热学、电学、光学、磁学、力学等

物理性能高通量表征的关键技术，研制相应的新装备；探索材料

基本物理化学参数及微观、介观组织结构表征的新原理，开发材

料成分与组织结构跨尺度的高通量表征新技术，高效构建材料成

分-结构-性能间的关联关系。 

考核指标：开发出 2 种以上、国内外文献未见报道的高通量

表征新方法，研制出表征物理参数 5 种以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高通量表征新装备；通过基本物理化学性质的表征，构建成分-

结构-性能间关联关系模型 3 种以上；薄膜及阵列类样品一次表征

样品数≥100 个，单点表征区域≤200μm，单点表征时间≤1s；块

体材料样品一次表征样品数 10 个以上；申请发明专利 10 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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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型高性能热电能量转换材料高通量设计制备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发展热电材料电、热输运性质的高通量计算设计

方法，建立基于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的热电材料构效关系预测方

法，并应用于新热电材料体系的设计、筛选与性能优化；研究适

用于热电材料的高通量制备以及多参数快速微区测量方法与技

术；研究新型环境友好、低成本的高效热电材料，研制热电器件，

并开展示范性实证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建立热电材料物理化学性

质和服役行为关键参数的数据库。 

考核指标：实现≥102级的并发式高通量计算，计算的样品数

≥104；实现样品数≥100 个/批次的高通量制备；单点表征区域≤

200μm，单参数表征时间<1s/样品，筛选出 3 种以上新型热电材

料，在 2 种以上新材料中实现热电优值≥2.0；热电器件转换效率

≥15.0%，完成≥1000 瓦发电示范；建立热电材料与器件设计方

法、软件平台及数据库。 

4. 基于材料基因工程技术的前沿性新材料探索与发现 

研究内容：利用材料基因工程的先进理念、方法和技术，开

展具有新组分、新结构和新特性的前沿性、颠覆性新材料的探索

与发现研究；开展材料成分、微观结构、物性和服役行为的相关

性和预测方法研究，融合材料基因工程高通量计算、高通量实验

和材料数据技术，采用纳观、微观、介观和宏观尺度等材料集成

设计方法，探索材料新特性、新机制，实现新材料的设计与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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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新器件/构件的设计；鼓励与有明确前沿新材料需求的单位

或部门开展合作研究。 

考核指标：探索和发现 2-3 种具有新组分、新结构和新特性

的前沿性或颠覆性新材料；突破 3 项以上前沿新材料设计和制备

的新原理、新方法和新技术；开发的新材料在 2-3 个行业或领域

实现典型示范应用，或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原创性研究论文 10

篇以上；申请发明专利或著作权登记 10 项以上。 

5. 材料基因工程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协同创新研究 

研究内容：选择 2 种以上高端制造业或战略新兴产业有重大需

求的典型材料，利用材料基因工程的先进理念、方法和技术，开展

高通量计算/高通量制备和表征评价/材料数据库和数据技术等协同

融合技术研究，提出开展协同创新研究的新理念、方法和途径，重

点解决材料基因工程计算、实验和数据等技术和平台高效协同的机

制问题，开展示范应用，大幅度提高研发效率、降低研发成本。 

考核指标：开展材料基因工程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协同创新

研究，提出协同创新的新理论、新方法，建立 1 个以上协同创新

平台，建立 2-3 条协同创新的技术路线，大幅度提升 2 种或 2 种

以上现有材料的品质和性能，综合性能提高 30%以上，研发成本

降低 20%以上。 

6. 高通量材料计算应用服务平台 

研究内容：依托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建设支持大规模、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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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材料计算的硬件系统和运行环境；集成材料计算软件、前后处

理和数据可视化模块，研发面向材料计算的全链条算法工具集成

和统一接口技术，支持多组元材料体系从微观、介观到宏观的结

构、物性和服役行为的多尺度计算仿真技术；开发高效率任务调

度和工作流的软件系统，满足多用户、多任务的高通量计算需求，

实现材料计算设计的全流程自动控制，以及海量数据的高效传输

和积累，支持数据库的建设。 

考核指标：集成从电子尺度到宏观尺度材料计算软件 50 个

以上，软件功能支持 3 组元及以上材料体系的成分、结构、性能

和服役行为等关联的全流程多尺度计算；平台计算能力大于 3000

万亿次/秒，支持云服务模式和 10PB 级以上数据存储管理，支持

多用户（100 以上）和多任务（103～104 量级）的并发式计算任

务；申请软件著作权 5 项以上，获得 10 个以上单位用户的应用验

证。 

7. 高通量多尺度材料模拟与性能优化设计平台 

研究内容：依托超算网格资源，集成材料计算模拟软件和高

通量自动流程软件，利用云计算和云服务技术，建设具有强大高

通量计算和高效计算结果分析能力的材料模拟计算与性能优化平

台；研发任务调度软件，支持多个高性能计算系统间的大规模资

源管理、负载均衡与任务调度，实现网格资源的高效利用；发展

材料计算数据自动采集、智能分析技术，支持多尺度全流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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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设计和数据库建设；研究适用于材料基因工程发展的计算平

台运营模式，针对典型材料，开发材料设计、计算和筛选全流程

的工作系统。 

考核指标：建立 2 个以上区域级高通量材料计算平台，各平

台具备 500 万亿次/秒以上计算能力，支持云服务模式和 PB 级以

上材料计算数据的存储管理；集成材料计算软件 20 种以上，支持

3 组元及以上材料体系的 103级以上并发式高通量计算；申请软件

著作权 5 项以上，获得 3-5 类材料的应用验证。 

8. 高通量材料制备技术平台 

研究内容：围绕薄膜、纤维、粉体、流体、块体等典型材料

的制备，构建覆盖模板选控、化学前驱物喷射、扩散多元节及梯

度结构、凝固控制等方法、技术和装置的高通量材料制备平台；

开发高通量制备平台的数据自动采集、传输与存储关键技术；建

立开放共享的国家级高通量材料制备技术平台，支撑多组分新材

料体系的发现、快速筛选和性能优化；开展示范应用研究，形成

新材料快速研发能力，满足高端制造业与高新技术发展的需求。 

考核指标：拥有 4-5 种高通量材料制备技术和相应的装置，

组合芯片材料样品单元密度≥200 个/mm2，粉体/流体样品单元数

≥100 个，块体材料制备方法与传统技术相比单个样品的制备速

度（单位时间样品数）与成本比值提高 50 倍以上；高通量材料制

备装置的可控化学组分不少于 3 种；样品单元适用于表征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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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3 个，样品单元性能稳定性误差≤10％。 

9. 基于先进光源的高通量材料表征平台 

研究内容：研究材料高效综合表征方法，依托国家先进光源

资源，研发覆盖先进光源衍射、散射、成像及谱学等研究手段的

高通量材料表征技术和与之配套的试验装置，实现材料的原位实

时表征；建立面向薄膜、纤维、粉体或块体等材料合成-加工-服

役过程的高通量表征平台，实现材料成核、结晶、取向，以及缺

陷和应力等的多层次、多维度、多尺度演化的原位无损分析和表

征；高通量获取材料成分、结构、物理化学性质及动力学规律，

建立材料结构和性质数据库。 

考核指标：研制出 3-4 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位、实时、

无损的高通量综合表征技术和与之配套的实验装备；表征技术涵

盖先进光源衍射、散射、成像和谱学的研究手段，表征参量涵盖

材料成分、结构、物理和化学性质等 9 种以上，并满足服役环境

下材料表征的需求；实现表征区域≥200μm，空间分辨率≤100μm

的原位无损表征；形成包含 9 个以上材料体系的数据库；申请发

明专利 3-5 项，软件著作登记权 3-5 项。 

10. 国家材料基因工程数据管理与数据服务技术平台 

研究内容：面向材料基因工程发展的需求，建设多源异构数

据自动采集、汇交管理、分析挖掘和应用服务等的标准化描述方

法和技术；研发大规模材料基因工程数据存储、管理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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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高效运行服务和开放共享的运行环境；研发材料基因工程数

据关联、集成、检索和推送方法，融合机器学习、挖掘分析等材

料数据技术，建成开放共享的国家材料基因工程相关科技计划项

目的数据汇交、管理和应用技术平台。 

考核指标：提出多源异构材料基因工程数据的汇交管理、分

析挖掘、应用服务的标准化描述方法，建立相关标准 5 项以上；

建成大规模材料基因工程数据高效存储、管理的运行环境，支持

1 亿条以上数据资源的管理和服务，实现 40 家以上材料基因工程

数据的规范化汇交，支持面向新数据资源的动态汇交和发展，并

开放共享；申请发明专利或著作权登记 10 项以上。 

11. 材料基因工程专用数据库平台 

研究内容：针对新材料发现、高端装备先进材料研发以及国

防关键材料性能提升的需求，研发典型材料数据积累、整合的专

用技术，建设专用数据库；面向材料设计、制备、表征及服役等

全链条应用，研发满足一站式、批量化数据积累的数据库技术，

以及与数据管理平台的接口技术；在材料基因工程数据库统一架

构的基础上，融合材料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实现特色鲜明

的材料计算、实验与生产数据全流程集成，材料数据的自动采集、

积累、整合与应用。 

考核指标：研发出材料计算、实验与生产等数据自动采集和

筛选技术 2-3 项，建成成分-工艺-组织结构-性能等计算、实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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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等数据较为完备的材料基因工程专用数据库 2-3 个，数据总

量达到 30 万条以上；研发出支持数据库共享和应用的数据传输和

专用接口技术 2-3 项，实现数据的协同与共享，满足新材料发现、

工艺优化和性能提升的需求，实现在 1-2 种材料研发上的示范应

用；申请发明专利 5-8 项，软件著作权 4-6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