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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关键基础材料发展现状及展望
屠海令，李腾飞，马飞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北京 100088）

摘要：关键基础材料作为工业“四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制造业赖以发展的关键，对国民经济、国防军工建设起着重
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本文概述国内外关键基础材料的发展现状，归纳存在的问题，提出其进一步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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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rospect of China’s
Critical Basic Materials
Tu Hailing, Li Tengfei, Ma Fei
(Gener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onferrous Metals,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Critical basic materials are a key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addition,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critical basic materials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presents related challenges that are confronting domestic enterprises.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government policies that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basic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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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化工新材料、建筑新材料、重大和高端装备用钢铁
材料、高性能有色及稀有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

关键基础材料是指先进工业制成品自身及其生

料、特种纤维材料、生物医用和制药材料等。

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支撑和关键材料，是先进制造业

总体上看，我国关键基础材料经过多年的发展

发展的基础，主要包括：先进制造业中应用量大面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核心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产业

广，但仍存在问题的材料；影响经济安全和国防安

规模日益扩大，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工业建设

全，必须自主研发的材料；引领先进制造业未来发

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关键

展，需要提前布局的前沿新材料。本文中所述的关

基础材料的竞争力有待提高，产品质量和可靠性

键基础材料涉及电子信息材料、新能源材料、关键

难以满足需求，部分关键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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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存在 [1]。为此，有必要加强关键基础材料发展

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的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措施，这对落实《中国制造

《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中国制

2025》战略、提升我国工业基础能力、增强国防

造 2025》
《
〈中国制造 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
《工

军工实力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战

业强基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 年）》《关于加快

略意义。

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十三五”国家
科技创新规划》等宏观产业发展规划（见表 1）[2]，

二、我国关键基础材料的发展现状

同时针对具体领域发布了相关的阶段发展规划，
进一步明确了关键基础材料产业发展的目标和任

（一）关键基础材料的宏观政策环境不断完善
近年来，国务院、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工
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等有关部委发布了《国
表1

务并细化到具体产品、技术和装备，落实到重大
工程，为企业决策、政府配置公共资源以及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国关键基础材料产业发展规划

年份

发展计划

2010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决定》

高性能复合材料、先进结构材料、新型功能材料

2011

《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
（2011 年度）》

纳米材料、核工程用特种材料、特种纤维材料、膜材料及
组件、特种功能材料、稀土材料等

2011

《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新型功能与智能材料、先进结构与复合材料、纳米材料、
新型电子功能材料、高温合金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
料、先进稀土材料等

2012

《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特种金属功能材料、高端金属结构材料、先进高分子材料、
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前沿新材料

《半导体照明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高
品质特殊钢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高
性能膜材料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医
疗器械科技产业“十二五”专项规划》《节能与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有
色金属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等

半导体照明材料、高品质特殊钢材料、新型轻质合金、膜
材料、生物医用材料、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

2013 年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能源发展
“十二五”规划》《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的意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关
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大尺寸硅、光刻胶等集成电路关键材料、太阳能电池材料、
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

2014 年

《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
《关
键材料升级换代工程实施方案》

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信息功能材料、海洋工程材料、节
能环保材料、先进轨道交通材料

2015 年

《中国制造 2025》

特种金属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功能性高分子材料、
特种无机非金属材料和先进复合材料

2016 年

《关于加快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先进基础材料：高品质钢铁材料、新型轻合金材料、工业
陶瓷及功能玻璃材料等；关键战略材料：耐高温及耐蚀合
金、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先进半导体材料、生物医用
材料等；前沿材料：石墨烯、增材制造材料、智能材料、
超材料等

《关于实施制造业升级改造重大工程包的通知》

先进金属材料、先进有机材料、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先
进复合材料、前沿材料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先进结构材料技术、先进功能材料技术、变革性的材料研
发与绿色制造新技术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高强轻合金、高性能纤维、特种合金、先进无机非金属材
料、高品质特殊钢、新型显示材料、动力电池材料、绿色
印刷材料、石墨烯材料、纳米材料、智能材料、仿生材料、
超材料、低成本增材制造材料、新型超导材料、空天 – 深
海 – 深地等极端环境所需材料以及稀土、钨钼、钒钛、锂
等特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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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实现国产化，自主研制的 2205 型双相不锈钢，

（二）关键基础材料的研究水平进一步提高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核心技术突破是推进

已 用 于 化 学 品 船。 液 化 天 然 气（LNG） 船 用 9 %

工业强基、提高竞争力的关键环节。经过近 20 年

Ni 钢和液化乙烯储罐用 12Ni19 钢已经批量生产。

的发展，通过产学研用结合，我国关键基础材料的

研制出的强度大于 800 MPa 的快速凝固喷射沉积

一批核心技术取得了突破，大量研发成果开展了

铝合金和新一代高强高韧高淬透性铝合金材料，

推广应用，显著提高了相关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2]。

综 合 性 能 达 到 国 际 先 进 水 平 [5]。 铜 带、 铜 管 拉

大直径硅材料在缺陷、几何参数、颗粒、杂质控

铸以及铜铝复合等铜材的高值化和节约化制备技

制 技 术 等 方 面 不 断 完 善，300 mm 硅 材 料 可 满 足

术已经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亚微米级超细晶硬质

45 nm 技术节点的集成电路要求，此外还研制了无

合金整体刀具的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屈服强

位错 450 mm 硅单晶材料 [3]。人工晶体材料经过

度 355 MPa 以下平台用钢基本实现国产化，占平

多年的发展，偏硼酸钡（BBO）和三硼酸锂（LBO）

台用钢量的 90 %。大型钛合金铸锭和锻件研制生

等紫外非线性光学晶体研究居国际领先水平并实

产取得明显进展，钛合金材料研制、大规格钛合

现了商品化，氟代硼铍酸钾（KBBF）是国际上唯

金材料加工等领域技术水平显著提高 [6]。C194、

一可实用的深紫外非线性光学晶体，并在我国首

KFC、C7025 电子引线框架铜带突破了产业化关

先成功装备先进的科学仪器，Nd:YAG、Nd:GGG

键 技 术， 达 到 万 吨 级 生 产 规 模。T300 级 碳 纤 维

和 Nd:YVO4 等 激 光 晶 体 主 要 技 术 指 标 达 到 国 际

实现了稳定生产，单线产能提高到 1 200 t，T700

先进水平，实现了千瓦级全固态激光输出 [4]。锂

级高性能碳纤维突破干喷湿法纺丝工艺，关键装

离子电池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均能满足

备实现了自主设计和制造，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

小型电池要求，隔膜、电解质锂盐等关键材料基

玄武岩纤维、聚苯硫醚纤维等产品性能达到国际

本改变了依靠进口的局面。通过开展超高分子量

先进水平。我国发布了《电磁超材料术语》国家

聚乙烯纤维、卤化丁基橡胶以及高性能驱油聚合

标准，开发了基于超材料与超射频技术的新型卫

物等工业化技术开发，缩小了我国化工材料产业

星通信产品，如图 1 所示。石墨烯等二维材料研

和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海底管线钢 X65、X70、

究方兴未艾，低成本石墨烯相关材料实现了初步

X80 及厚壁海洋油气焊管、化学品船用中厚板均

应用，如图 2 所示 [7,8]。

图1

超材料及其应用

微电子
电线电缆
超级电容器

环保产业
透明导电薄膜
超级催化剂
导热材料
复合材料

图2

石墨烯材料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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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键基础材料的规模不断扩大

效率、降低制造过程环境污染方面进行了不懈努

近年来，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先导的新材料

力 [15]。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关键基础材料

产业发展迅速，产业规模由 2010 年的 6 500 亿元

的产品结构也得到了调整，绿色环保材料的开发与

增长至 2016 年的 25 000 亿元（见表 2），年均增

应用力度不断加大。铝、钛、镁等轻质结构材料的

速约为 25 % [9]。在关键基础材料中，稀土功能材

使用和推广对能源、资源、环境的作用日益突出，

料产量居世界首位，2016 年出口总量为 47 227 t，

自主研制的新型阴极结构高效节能铝电解槽，大幅

同比增长 35.6 % [10]。2015 年半导体硅材料产值

降低了的能耗，为节约能源作出了突出贡献。攻克

达 到 53 亿 元， 约 占 全 球 份 额 的 5 %， 相 比 2010

了特殊钢专业化生产线共性关键技术问题，突破了

年增长 60 %。膜材料研究及应用发展迅速，2015

汽车用钢的短流程、深加工制备工艺，单位生产能

年仅膜法水处理产业的总产值就达 849 亿元，比

耗大幅降低 [16,17]。实现了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航空

2014 年增长 15.8 % [11]。光伏发电产业持续增长，

领域的应用，有效减轻了装备重量，降低油耗和排

2016 年 新 增 装 机 容 量 为 34.54 GW， 累 计 装 机 容

放，节约了运营成本 [18]。发展完善了废旧纺织品、

量为 77.42 GW，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均为全球第

塑料等回收与资源再利用体系，调整化纤再生与循

一 [12]。半导体照明产业初步形成了从上游外延材

环产业结构与原料构成，提高了优质产能与再生纺

料生长与芯片制造、中游器件封装、下游集成应用

织品的比例，科学推进再生与循环技术创新，建立

的比较完整的研发与产业体系，2015 年产值达到

了高品质、多功能、低能耗为特征的新一代化纤循

5 216 亿元，同比增长 22.8 % [13]。生物医用材料

环产业体系。

和制品规模持续增长，2015 年我国生物医用材料市

关键基础材料对民生安居、新能源环保和新

场销售额近 1 440 亿元，年增长率超过 17.2 % [14]。

一代信息技术等重大工程的顺利实施作出了重大贡

同 时， 作 为 国 民 经 济 建 设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支 柱 材

献。建材新材料产业已经形成自身发展与国家重大

9

料，2016 年 钢 材 产 量 为 1.138×10 t， 同 比 增

工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为绿色建筑、建筑节能、

长 2.3 %， 继 续 稳 居 世 界 首 位， 其 中 特 殊 钢 同 比

旧城改造、安居工程、新农村建设、防灾减灾及灾

增 长 10.52 %。2016 年 十 种 有 色 金 属 总 产 量 达 到

后重建等重大工程提供了重要支撑 [19]。镍氢动力

7

5.283×10 t，同比增长 2.46 % ；其中铜加工材产
7

量达到 2.095×10 t，同比增长 12.53 % ；铝加工
7

材产量达到 5.796×10 t，同比增长 9.72 %。

电池、锂离子动力电池和燃料电池等新能源材料的
技术进步，促进了电动汽车的发展，产品在北京奥
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十城千辆”等电动汽车示范
运行中得到应用，为发展新型能源、减少环境污染

（四）关键基础材料对国家重要战略的支撑作用日
益显现

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20]。微电子材料的技术进
步有力支撑了“十二五”期间科技重大专项的顺利

随着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要求的进一步提高，

实施，对国内集成电路和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起到

我国实施节能减排战略，逐步改变高投入、高消耗、

了推动作用。通过产学研用结合，攻克了若干技术

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模式，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

难关，钢的强度不断提高、韧性和塑性有了显著改
善，重大和高端装备用钢铁材料品种和质量控制有

表2
年份

2010—2016 年我国新材料产业规模
新材料产业规模 / 亿元

了长足进步，有力地支撑了国家重大工程和高端装
备制造的发展，如图 3 所示 [21,22]。

2010

6 500

虽然我国关键基础材料的研发与产业化取得了

2011

8 000

长足进步，但总体来看，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

2012

10 000

较大差距，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

2013

12 500

题 [23,24]：①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基础支撑体系不

2014

16 000

健全。目前我国关键基础材料未形成大批具有自主

2015

19 000

知识产权的材料牌号与体系；通用基础原材料的国

2016

25 000

家及行业标准、统一的设计规范和材料工艺质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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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

高铁列车轮对

图3

高速精密机床

汽车自动变速箱

关键钢铁材料的典型应用

制规范尚不完善；缺乏符合行业标准的材料结构设

业的关注与重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纷纷制定

计 – 制造 – 评价共享数据库。②共性技术研发能力

相应的规划，在研发、市场、产业环境等不同层

不强，高端产品自给率不高。目前我国大多数行业

面出台政策，全面加强扶持力度，推动关键基础

的共性技术研发处于缺位状态，共性和前沿技术研

材料产业的发展 [2]。迄今为止，已有 20 多个发

发缺少良好的资源配置机制和持续有效的投入，因

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制定了与材料相关的新兴产

而无法在技术源头上支撑自主创新。产业共性关键

业发展战略，启动了 100 余项专门计划。美国于

技术研发缺失已成为制约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

2009 年、2011 年 和 2015 年 三 度 发 布《 国 家 创 新

级、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的瓶颈。③顶层设计和统

战略》，其核心理念是构筑“创新金字塔”，清洁

筹协调不够，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虽然从国

能源、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空间技术、健康医疗、

家层面到各地方政府均发布了材料产业规划，但一

先进制造等国家优先发展领域都涉及关键基础材

些地方没有立足于本地区自身条件和优势，没有科

料。欧盟为实现经济复苏、消除发展痼疾、应对

学合理定位和实现差异化分工，在某些产业领域存

全 球 挑 战， 于 2010 年 3 月 制 定 了《 欧 洲 2020 战

在严重的趋同现象，布局同质化，发展缺乏主线，

略》，提出多个战略重点。德国于 2010 年发布《创

形成产能之后即陷入低层次竞争 [2]。④资源配置

意、创新、增长：德国 2020 高科技战略》。英国商

分散，产业链不够完整。目前我国关键基础材料的

业、创新与技能部于 2011 年发布了《促进增长的

企业数量多而分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数

创新与研究战略》报告。日本于 2015 年在《经济

量少，行业规模效益水平低，价格控制能力弱，国

再兴战略》的基础上发布了《新增长战略》。韩国

际市场话语权有待提高。部分关键基础材料产业链

于 2009 年发布了《绿色增长国家战略及五年行动

缺失，产业链条上各环节的协调及配套服务滞后，

计划》和《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各国还

未形成集聚发展的良性态势。上游环节发展滞后，

通过制定专项规划和行动计划，加大实施力度，支

下游应用面临较大的升级压力，上下游产业之间的

持材料重点领域优先发展。美、日、欧等国家和地

链接不顺，不利于产业的健康发展。⑤绿色低碳理

区还分别推出了《“智慧地球”计划》
《大数据研究

念薄弱，节能环保有待加强。我国部分关键基础材

与开发计划》《欧盟物联网战略研究路线图》《数字

料生产企业的绿色低碳理念薄弱，只顾“短、平、

英国》《数字日本创新计划》等专项实施计划。巴

快”发展，低端产品急速增加，部分领域盲目发展，

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则采取重点赶超战

导致资源大量浪费，环境污染严重。

略，在新能源材料、节能环保材料、纳米材料、生
物材料、医疗和健康材料、信息材料等领域制定专

三、国外关键基础材料发展的特点

门规划 [25]，力图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抢占一席之
地。上述规划都将关键基础材料作为发展产业的重

（一）对关键基础材料的宏观引导不断增强
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对于关键基础材料产

要环节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和发展领域，并以此作为
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重要支撑（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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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关键基础材料发展现状及展望
表3

国家或组织

国际关键基础材料相关的发展战略与计划
发展计划

涉及新材料相关领域

美国

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重整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先进制造
伙伴计划（AMP）、纳米技术签名倡议、国家生物经济蓝图、电
动汽车国家创新计划（EV Everywhere）、“智慧地球”计划、大
数据研究与开发计划、下一代照明计划（NGLI）、低成本宽禁带
半导体晶体发展战略计划

新能源材料、生物与医药材料、环保材
料、纳米材料，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
与网络技术和电动汽车相关材料、材料
基因组、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等

欧盟

欧盟能源技术战略计划、能源 2020 战略、物联网战略研究路线
图、欧洲 2020 战略、可持续增长创新：欧洲生物经济、“地平线
2020”计划、彩虹计划、OLED100.EU 计划、旗舰计划

低碳产业相关材料、信息技术（重点是
物联网）相关材料、生物材料、石墨烯
等

俄罗斯

2030 年前能源战略、2020 年前科技发展、国家能源发展规划、到 新能源材料、节能环保材料、纳米材料、
2020 年生物技术发展综合计划、2018 年前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规划、 生物材料、医疗和健康材料、信息材料
2025 年前国家电子及无线电电子工业发展专项计划、2030 年前科 等
学技术发展优先方向

德国

能源战略 2050：清洁、可靠和经济的能源系统、高科技战略行动
计划、2020 高科技战略、生物经济 2030 国家研究战略、国家电动
汽车发展规划、工业 4.0（见图 4）

英国

低碳转型计划、英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路线图、技术与创新中心计划、 低碳产业相关材料、高附加值制造业相
海洋产业增长战略、合成生物学路线图、英国工业 2050
关材料、生物材料、海洋材料等

法国

环保改革路线图、未来十年投资计划、互联网：展望 2030 年

可再生能源材料、环保材料、信息材料、
环保汽车相关材料等

日本

新增长策略、新国家能源战略、能源基本计划、创建最尖端 IT 国
家宣言、下一代汽车计划、海洋基本计划

新能源材料、节能环保材料、信息材料、
新型汽车相关材料等

韩国

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核能振兴综合计划、IT 韩国未来战略、 可再生能源材料、信息材料、纳米材料
国家融合技术发展基本计划、第三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1 世纪 等
光计划

印度

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国家太阳能计划、“十二五”规划（2012—
2017 年）、2013 科学技术与创新政策

新能源材料、生物材料等

巴西

低碳战略计划、2012—2015 年国家科技与创新战略、科技创新行
动计划

新能源材料，环保汽车、民用航空、现
代生物农业等相关材料等

南非

国家战略规划绿皮书、新工业政策行动计划、2030 发展规划、综
合资源规划

新能源材料、生物制药材料、航空航天
相关材料等

可再生能源材料、生物材料、电动汽车
相关材料等

万物
互联

传感器和高速网络

工业
4.0
柔性和
精益制造

高端制造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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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关键基础材料技术的突破发展推动产业

（三）以绿色、低碳作为关键基础材料发展的重要

变革

衡量标准

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关键基础材料提

太阳能、核能和生物能等新能源产业的崛起，

出新的挑战和需求，同时材料更新换代又促进了

引起电力、建筑、汽车、通信等多个产业发生重大

高技术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 [2]。例如，微电子芯

变革 [35,36]，拉动风机制造、光伏组件、多晶硅

片集成度及信息处理速度大幅提高，成本不断降

等一系列制造业和资源加工业的发展，促进智能

低，硅材料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300 mm 硅片

电网、电动汽车等输送与终端产品的开发和生产。

可满足 14 nm 技术节点的集成电路要求，450 mm

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推动节能建筑和

硅片已产出样片。硅材料需求预测如图 5 所示 [26]。

光伏发电建筑的发展，目前欧洲 80 % 的中空玻璃

低 温 共 烧 陶 瓷 技 术（LTCC） 的 研 发 取 得 重 要 突

使用 Low-E 玻璃，美国 Low-E 中空玻璃的普及率

破，大量无源电子元件整合于同一基板内已成为

达 82 % [37]，Low-E 玻璃的节能原理如图 6 所示。

可 能 [27]。 目 前 LTCC 技 术 主 要 作 为 MCM/C 的

通过提升新型结构材料强韧性、提高温度适应性、

互连封装手段，除此而外，还有许多非电路应用，

延长寿命以及材料的复合化设计可降低成本、提

如燃料电池、传感器和电子元件。伴随着先进材

高质量，如 T800 碳纤维抗压缩强度（CAI）达到

料研究技术的不断延展，也产生了诸多新兴产业，

350 MPa，使用温度达到 400 ℃以上，并在大型飞

如氮化镓等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的发展，催生了半

机和导弹的主结构件中得到大量应用。功能材料向

导体照明技术 [28]。白光发光二极管（LED）的

微型化、多功能化、模块集成化、智能化等方向发

光效已远远超过白炽灯和荧光灯，给照明工业带

展以提升材料的性能 [38]。纳米技术与先进制造技

来革命性的变化。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不断提高，

术的融合将产生体积更小、集成度更高、智能化更

极大地推动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镁合金与钛合

强、功能更优异的产品。

金等高性能结构材料的加工技术取得突破，成本
不断降低，研究与应用重点由航空、航天以及军

（四）变革关键基础材料的研发模式成为共识

工领域扩展到高附加值的民用领域 [29~32]。基于

进入 21 世纪以来，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依

分子和基因等临床诊断材料和器械的发展，使肝

赖于试错的传统材料研究方法已跟不上工业快速

癌等重大疾病得以早日发现和治疗；介入器械的

发 展 的 步 伐， 甚 至 可 能 成 为 制 约 技 术 进 步 的 瓶

研发催生了微创和介入治疗技术，使心血管系统

颈。因此，亟需革新材料研发方法，加速材料从

疾病的死亡率大幅下降 [33,34]。

研发到应用的进程。例如，作为美国政府“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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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硅材料需求预测

注：1 ft2 ≈ 0.092 9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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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玻璃

普通中空玻璃
热损失
80%

室内热辐射

10%
10%

太阳能

84%
透过

100%
8%

室内热辐射

热损失
80%

反射
再辐射
对流
50%
10%

太阳能
100%

65%
透过

8%

8%

Low-E玻璃

27%

图6

Low-E 玻璃的节能原理

制 造 伙 伴 计 划 ”（AMP）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2011
年启动的“材料基因组计划”（MGI），其新材料

材料基因组计划

人类基因组计划

从发现到应用的速度至少提高一倍，成本至少降
低一半，旨在发展以先进材料为基础的高端制造
业，并继续保持其在核心科技领域的优势 [39~41]。
MGI 的 具 体 内 容 包 括： ① 发 展 高 通 量 计 算 工 具
和方法，减少耗时费力的实验，加快材料设计；
②发展和推广高通量材料制备和检测工具，更快
地进行候选材料的验证和筛选；③发展和完善材
料数据库 / 信息学工具，有效管理材料从发现到应

人体的基因排列决定了
人体机能

材料显微组织及其中的原子排列
决定了材料的性能

测定、分析和储存人类
基因组图谱

寻找和建立材料从原子排列—
相的形成—显微组织的形成—材
料宏观性能与使用寿命之间的相
互关系

成功的关键：高通量快
速的实验方法、生物信
息学、强有力的领导

成功的关键：材料理论计算与模
拟、高通最快速的实验方法、材
料性能数据库和信息学、强有力
的领导

用的全过程数据链；④培育开放、协作的新型合
作模式。MGI 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类比，如图 7
所 示。 在 这 场 变 革 材 料 研 发 模 式 过 程 中， 欧 盟、
日本等也启动了类似的科学计划，例如欧盟以轻
量、高温超导、磁性及热磁、热电和相变记忆存

图7

MGI 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类比

储等高性能材料需求为牵引，推出了“加速冶金
学计划”（ACCMET）[2]。

化生产技术的突破和系统集成技术的完善，缩短与
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高水平

四、我国关键基础材料发展重点

材料研发平台，加强工程化技术的研究，推动重大
材料制造装备的国产化，实现关键基础材料的批量

根据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工业对关键基础材料
的需求，结合国际最新发展趋势，有重点的遴选出

生产，自给率达到 70 %，基本满足国家重大工程建
设、国家安全等领域的需求。

关键基础材料，加速重大技术突破，营造适宜产业

2. 2025 年发展目标

发展的环境，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形成良好产业生

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整体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

态，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平，实现大规模绿色制造使役和循环利用，基本建
成关键基础材料产业创新体系，实现绝大部分关键

（一）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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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材料的自给，满足国民经济、国家安全、社会

1. 2020 年发展目标

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实现我国由材料大国向材料强

掌握大量关键基础材料的核心技术，实现规模

国的战略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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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关键基础材料的重点发展领域

发展领域

发展内容

关键微纳电子材料

硅及硅基材料、传感材料、GaN 和 SiC 等各类衬底、栅介质、存储材料以及相关配套材料等

新型显示材料

薄膜晶体管（TFT）、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LED 背光源、高世代液晶显示、印刷和激光显
示等器件及其关键材料等

新能源电池材料

太阳能电池材料、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燃料电池材料等

高性能化工材料

塑料、橡胶、纤维、涂料、胶黏剂以及复合材料等

新型建筑材料

高效阻燃保温材料、建筑节能玻璃、特种玻璃、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等

高端钢铁材料

能源用钢、交通用钢、海洋工程用钢、高品质特殊钢

先进合金材料

铝、铜、镁、钛等有色金属合金材料以及高温合金

关键稀土功能材料

稀土磁性材料、稀土光功能材料、稀土储氢材料、稀土催化材料等

特种无机非金属材料

先进结构陶瓷材料、无机非金属陶瓷纤维、连续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耐火材料、高性能碳 / 碳复
合材料、高纯超细陶瓷粉体材料等

特种纤维材料

高性能碳纤维、功能性差别化纤维、生物质纤维等

生物医用和制药材料

骨（牙）再生材料及植入器械、新型心脑血管系统介 / 植入器械、医用高分子及高端术中耗材，医
用植入性微电子器械、新型药用辅料等

前沿新材料

新型碳纳米材料、超材料、超导材料、导电高分子材料、膜材料、智能材料等

（二）重点发展领域
关键基础材料的重点发展领域，如表 4 所示。

企业与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建立供应链协作关系，优
化品种结构，促进产品融入全球高端制造业供应链，
提高我国关键基础材料的国际竞争力。

五、加快发展我国关键基础材料的政策建议
（四）加强配套政策支持
（一）加快研发体系建设
紧密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加强顶层设计，合理

加大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对关键基础材料
的扶持力度，建立和完善规范化的风险投资运行、

布局关键基础材料的研发体系。重视当前处于研发

避险和退出机制，形成鼓励使用国产关键基础材料

阶段的前沿材料，适度超前安排，建立符合行业标

的健康体系。完善支持创新的税收政策，创造良好

准的关键基础材料设计 – 制造 – 评价共享数据库，

的投资环境，防止一哄而上，出现“投资碎片化”，

建设与国际接轨并具有我国特色的材料标准体系，

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

着力突破关键基础材料产业发展的工程化问题。

等政策。

（二）完善产业发展环境

（五）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加快制定关键基础材料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和投

实施创新人才发展战略，鼓励采取核心人才引

资导向意见，完善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发挥

进和团队引进等多种方式引进海内外人才，鼓励企

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科学引导，理性投资，协调

业积极培养自主创新的人才队伍。同时充分发挥行

国家对重点基础材料行业的聚焦支持，帮助关键基

业协会、科研单位和大学的作用，共同建立关键基

础材料中小企业群体健康成长，营造具有国际竞争

础材料产业专家系统，加强材料研发、生产和应用

力的产业生态环境。

的直接沟通和交流。关键基础材料产业专家系统可
就关键基础材料发展现状、发展趋势和需要关注的

（三）促进提质增效协同发展

重点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提升关键基础材料的产品质量稳定性，降低生
产成本，增强产业支撑能力。围绕国家重大工程建
设需求，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提高关键基础材
料的一致性和服役可靠性。推动优势关键基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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