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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人工智能与新材料 

秦荣山 

英国开放大学 

一、引言 

        现阶段一款新材料从开始研发到形成产品需要十几年时间，严重滞后于社会日益快

速发展的需求。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影响材料性能的因素众多，很多关于这些因素间相互

作用的科学关系还没有完全研究清楚。所以按照材料的传统研发方法不得不进行反复试

验和不断纠错才能达到所需要材料的性能，期间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财力。而人工智能

可以借助于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等途径，指导人们在材料多因素复杂情况下迅速攫取

最合理的材料加工参数，缩短材料研发周期，为新材料的研究提供全新视角，引起学界

和工业界的广泛兴趣。 

        新材料的三个要素分别是新功能，有用途和可生产。材料界很多人认为研发没有用

途的新材料是浪费时间，此说法应该不包括那些完全以科学探索为目的而做的基础研究。

新材料的研发多起源于社会需求，这些材料在研发出来之前就被赋予了相关用途。 所谓

可生产是指可以提供规模化生产此材料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工艺条件和设备设施。可生

产因素在新材料研发过程中需要被考虑到，既要避免使用稀缺元素又要避免工业上难以

达到的条件和对环境的影响，从而增加了新材料研究的难度。钢是材料研发历史上最成

功的例子之一，它所需要的基本原材料铁和碳都是地球上很丰富的。铁更是世界的终极

材料，当整个世界因为核聚变和核裂变反应而进入终极状态时，其他元素都会转变成铁，

铁在自然界的总量越来越多。钢的用途随处可见，规模化生产钢随着吹氧炉的发明，连

续铸造和轧制工艺的发展早就成为现实。而人工智能很早就被用于钢铁生产线的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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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各种各样的化学和光学传感器以及声音和图像的采集分析装置被用到从练铁炉到

轧钢线上，人工智能方法根据采集到的数据自动对配料系统和加工参数进行调整从而保

证在原材料品质波动和环境因素变化下仍然产出质量稳定的产品。 

        社会对新材料的需求始于对新性能的需求。比如核电站主管道需要新材料的新型抗

腐蚀，抗热老化和抗冲击性能，地质钻探的钻头需要新材料的更高强度和更耐磨性能等

等。新材料的研发就是寻找为实现这些新功能所需要的材料最合理化学组份和加工流程

工艺条件，这个关系可以简单归结为性能-加工关系。但是材料的传统研发途径提供的是

一个与此方向相反的关系，即加工-组织-性能关系，也就是说先要知道的材料加工条件

包括化学组份和流程制作工艺，按照这些条件制造出材料样品后使用各种设备观察表征

样品的微观组织从而确定加工-组织关系，然后再测试样品的性能以确定组织-性能关系。

由于找到新材料的加工条件是给材料研发者的任务而不是预先提供给的参数，所以材料

设计者们只能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去预设材料的加工参数，然后根据这些参数制作的

样品在测试性能之后与需求进行对比确定是否达到目的，否则就对加工参数进行调整修

正并再次试验。材料研究过程中增加的微观组织测试环节是为了通过加工-组织-性能关

系更好地理解加工条件对性能的影响。这些关系揭示材料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的科学规

律，有助于减少试错的次数。可是找到科学可靠的加工-组织-性能关系又需要大量系统

的实验验证和科学探索，所以新材料的研发花费较长时间。 

        近年来对新材料性能的要求还有两个新趋势：一是对材料性能指标的要求越来越精

细。比如以前对汽车钢的要求是更轻, 更高强度和更好韧性，而现在往往提出具体的数据，

低于或者超过给定的数据都不行。第四代高强钢的研发就基于此需求之上，更强更韧变

成了更合适，难度显然增加了。二是增加了对材料多类性能的同时要求。比如功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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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对新材料的物理性能如光学和电磁性能并且同时对其力学性能也提出新指标。作为

显示屏和可穿戴器件的柔性电子材料就是其中的例子。人们对一些以前不太要求的材料

性能也变得越来越挑剔，比如更多追求材料使用过程中的视觉和触觉感受。不断开拓的

材料使用环境对材料的性能提出新的挑战，比如全球变暖下适合北极圈内大温差变化的

石油和天然气的新型输送管道， 适合太空环境和极端化学条件下的材料等等。这些因素

都使得材料的传统研发方法面对新材料快速增长的社会需求显得更加吃力。而从另一方

面看，长期的材料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学知识和材料数据，不断进步的传感器和监测

技术使得材料研究机构和材料加工企业每天产生海量的数据，飞速发展的机器学习，人

机对话和大数据处理技术使人工智能可以对新材料研究提供进一步的技术支持，人工智

能的方法有可能为新材料研发面临的挑战提供较大帮助。 

二、 人工智能与新材料设计数据库和计算方法 

        过往的材料研究提供了许多材料的大量数据。材料手册和材料性能手册根据相应的

标准收集提供了部分经过验证材料的化学组成，加工条件，微观组织，宏观性能和服役

行为等数据。这些数据服务于工业设计中的材料选择。一个工业器件往往需要将多种材

料的不同性能进行组合和匹配来实现整体功能，比如飞机发动机就是把多种材料的优异

性能组合起来共同实现对飞机提供动力的装置。材料选择原理帮助人们从已有材料的性

能数据库中选择所需要的材料【1】。这些性能包括材料的力学性能(如曲服强度、延申

率和冲击韧性等) ，物理性能(如密度、导电性和磁化率等) ，化学性能(如抗腐蚀性能)，

热物理性能（如热膨胀率）和热力学性能（如结构稳定性）等等。一些工业设计软件

（如 Granta Design）提供了可用于此类工业设计的计算机工具和数据库界面。材料选

择是根据工程目的去选择材料的性能。工程需要但数据库中没有的材料就成了新材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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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驱动力。人们曾经设想过材料选择的逆问题，即根据材料的性能去寻求其工程应用

【2】，这个想法的本质是希望无论研制出什么样的新材料都可以帮助找到其应用，可

惜此想法到现在仍未能实现。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帮助实现此想法目前还不得而知。而另

一方面，材料杂志，会议文集和技术报告中报道了比材料手册所收集的数据多得多的材

料，这些材料因为没有权威机构组织的后续系统评估验证而无法在工业设计中被考虑。

很多有用的材料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被埋没，造成了浪费也延误了发展。人

工智能方法可以通过数据挖掘和处理去发现其潜在重要性并推荐人们对其进行关注。 

        新材料的研究涉及到从微观到宏观的多个时空尺度。在各个尺度和跨尺度领域科学

家们和工业界研究人员都在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数据库和新材料设计工具。材料晶体数据

库提供了部分元素和它们的化合物在一定条件(比如温度和压强)下可能形成的稳定结构。

剑桥结构数据（CSD）已经可以提供 90 多万种不同材料的晶体结构，而且数据库还在持

续增加。英国科学设备研究理事会下属的国家实验室专门开发了计算机界面帮助人们调

用和进一步开发材料的晶体结构数据库。英国联合计算项目有团队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

开发数据处理软件用以解析从同步辐射探索到的新晶体结构。 除了实验探索和表征之外，

很多基于量子化学和分子动力学的软件也被开发出来用以预测更多未知结构，DL_POLY

和其他一些软件支持科研机构免费使用并提供年度技术培训。一些著名杂志比如 Nature

还定期举行晶体结构预测竞赛邀请科学家们用自己开发的软件和计算方法来预测新的晶

体结构并与最新的实验结果进行对比。人工智能的方法被嵌入到晶体结构的计算软件和

计算过程中以提高计算效率和准确性，并且已经取得很大成功。机器学习可以学习算法

的构建，人工智能还帮助选取最有可能的晶体结构或组合来作为初始态开始计算，避免

了过去计算从随机初始态开始的传统办法，极大地缩短了从非平衡到平衡态的弛豫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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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减少了计算时间【3】。有些晶体结构的计算程序在使用人工智能方法后已经可

以用手机计算完成， 而在以前这些工作通常是用并行超算机来进行的。   

        材料中可能包含一种或多种不同的结构单元，每一种结构单元称为一个相，材料中

的相可能随着外部条件比如温度和压强的变化而变化。反映材料中的相随着外部条件的

变化而变化的图称为相图。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Larry Kaufman 教授是材料相图计算方

法的开拓者【4】。相图计算需要材料的热力学数据，许多国家都开发有自己的热力学

数据库和计算软件，比如瑞典的 Thermal_Calc,  英国的 MTDATA, 加拿大的 FactSage,  

美国的 Pandat， 德国的 Lucas 等等。热力学数据库中有些数据（比如焓）是通过实验

直接测量到的，另外一些数据是通过计算然后跟实验结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对比得出的。

用第一原理计算法，密度泛函理论，嵌入势模型等方法计算得到越来越多的材料热力学

数据。欧盟 COST 基金近几十年来资助了一系列此方面的课题用于研究、完善和评估各

种材料的热力学数据。比如 COST 507 研究了轻合金的热力学数据，而 COST 531 研究

了无铅焊料的热力学数据。利用这些数据，计算相图软件可以帮助预测新材料在一定加

工条件下可能形成的相。然后根据已有的有关这些相的组织-性能关系来判断是否需要这

些相以及需要多少，从而调整材料的化学组分直到获得理想的相及其相比例为止。 这样

的设计提高了样品微观组织的合格率，从而节省了研制样品的实验损耗和时间。更多的

材料热力学数据还在完善和补充之中，比如热电合金，高熵合金等多元材料的热力学数

据正在逐步建立。同时材料的动力学数据对预测新材料的组织形成也非常重要，相同的

起始和终了温度但是不同的冷却速度和处理时间可以得到完全不一样的材料性能。材料

内部各化学组分的扩散系数和扩散行为影响新材料的方方面面。DICTRA 数据库可以提

供许多化学元素在不同温度下的扩散系数。JMatPro 软件和数据库可以提供材料制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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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时间一温度一相变关系(称为 TTT 图)和连续冷却相变关系(称为 CCT 图)。

MATCALC 软件根据材料的热力学和动力学数据预测金属材料中析出物的形成。析出物

可以用来调节材料的硬度和影响材料的服役行为。将机器学习和材料相图计算以及动力

学过程结合起来可以更加快速准确地预测加工-组织关系，缩短新材料的研发过程，近年

来已经有不少这方面的论文发表【5，6】。      

       对于新材料微观组织的研究从理论到实验近年来都取得巨大的进步。越来越广泛利

用的原子探针技术对材料的微观组织变化提供了非常多的新信息，更新了人们对材料微

观组织的科学理解。人工智能方法已经被应用到原子探针层析技术之中，通过图像分析

技术和深度学习技术的结合，使得原子探针断层扫描分析更加高效，敏感和客观【7】。

在计算机模拟方面，相场方法可以根据热力学和动力学数据模拟出与实验观测非常相近

的微观组织。用神经网络表达相场方法的尝试已经有了报道。而人工智能可以用来训练

神经网络，从而帮助新材料微观组织的快速准确模拟。而随着人们对材料加工-组织-性

能关系认识的不断进步，材料的逆处理方法逐渐被发现，比如对核电站一级主管道双相

不锈钢材料的性能再生处理就是最近发明的新型材料处理技术【8】，在核电站高温环

境下经过长期使用而发生老化的不锈钢管道可以经过快速处理而迅速年轻化，从而使其

服役寿命大幅度延长。结合材料的热力学和动力学数据以及加工-组织-性能关系进行的

新材料设计取得了很多重要成绩，比如美国西北大学 Greg Olson 教授开发的 QuesTek

软件就帮助设计了包括美国硬币在内的若干合金。 

        材料基因组计划的实施为促进人工智能在新材料设计中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更好的条

件。这个计划起始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宣布的先进制造业伙伴关系，对材料设计中的软

件、数据和报告进行了规范，要求促进材料软件共享，数据共享以及材料设计加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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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方面的合作。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对促进材料基因组计划的研究实施投入了

大量的财力和人力。高通量，系统性和全面的材料实验将提供材料各个时空层次上更多

的数据和知识，而大规模计算将提供对材料多尺度层次上更加深刻的科学理解。目前在

电子材料，能源材料，生物替带材料和医用材料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材料基因组

研究计划的目的也是大幅度缩短新材料研发所需要的时间，从目前的十几二十年缩短到

两到三年。人工智能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到材料基因组研究计划中的多个方面，比如机

器学习方法已经被用于材料计算和材料加工过程中的参数优化等方面。 

三、神经网络与新材料研发 

        神经网络利用已有的材料设计、加工和制备数据来揭示材料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并利用这些关系来设计新材料的加工条件，从而达到指导新材料快速开发的目的。神经

网络不等同于人工智能， 前者可以帮助找出材料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揭示出它们

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人工智能通常不能揭示新材料设计中的内部科学规律但是它可以

帮助培训和优化神经网络方法。神经网络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在计算过程中可以将有

关材料的各个因素之间预设相互作用并表示成简单的数学关系【9】，这种关系包括相

互作用权重和背景参数。利用大量已有的数据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来确定权重和的背景

参数的具体数值。然后利用另外一批已知数据对这些神经网络参数进行验证，如果计算

结果与已知数据的相差在可接受误差范围内就可以认定这些公式可以用来预测新材料的

加工条件，如果误差太大就需要更多更有效的数据对神经网络进行进一步训练。所谓更

有效就是与新材料有更大的相关性。 所以神经网络适合有大量可靠的相关数据但是材料

的加工-组织-性能关系比较欠缺的复杂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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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神经网络方法在新材料设计中应用的成功例子，剑桥大学 Bhadeshia 教授的研

究组利用此方法设计了全新的-TRIP 钢。TRIP 是相变导致塑性的英文缩写。TRIP 钢是

一种新型汽车钢，它利用相变来获得较大的材料强度和塑性，在汽车发生碰撞事故时本

来比较软的奥氏体相瞬间变成强度很高的马氏体相并提供更大内部空间来保护车内乘客

的安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人们发现在室温条件下钢中须要保持有 10%以上的奥氏体

相。通常奥氏体相会在温度低于几百摄氏度时消失并转变成别的相。为了使奥氏体相能

一直保持到室温条件下，理论上钢中需要加入重量比不低于 0.8%的硅。实践中人们往往

加入 1.5%以上的硅来保证 TRIP 效应。但是钢中加入太多硅会导致钢的表面性能下降，

因为加入太多硅以后形成的氧化硅颗粒在钢的轧制过程中不易变形而影响钢的表面美观

度，从而影响用这些钢板做成的汽车对顾客的吸引力。所以当时面临的挑战是一方面需

要使钢中的奥氏体能够保持到室温条件下，另一方面又需要硅的含量比较低从而保证钢

板的优秀表面性能。神经网络方法就被用来解决这个问题，让奥氏体保持到室温但是硅

含量不高于 0.8%的限制作为神经网络的任务, 高强钢研究中已有的数据被用来训练神经

网络模型和确定其中的参数值以及检验模型预测的误差。经过研究确定了一组可以满足

要求的化学成分。将这组成分输入 MTDATA 计算相图软件发现不仅所需要的奥氏体相

有足够的体积分数保持到室温，而且比奥氏体相通常更早消失的相也有一部分保持到了

室温。所以这种新钢种就因此被命名为-TRIP 钢【10】。经过实验室进一步的研究和几

家钢厂的测试，这种钢被发现有很多优秀的性能。 

        从上面的例子看出，用神经网络方法协助研发新材料需要有足够多可靠的相关材料

数据。但是有些方面的数据仍然欠缺。另外有关材料复杂微观组织的数学表述标准还没

有建立，文献中往往以图片的形式进行展示，许多有用的细节没有挖掘和保存下来。用



9 
 

神经网络研发新材料时，这些关于材料微观组织的信息难以作为数据和变量进行计算。

而现有的神经网络方法还没有报道过可以把材料的微观组织照片直接作为输入变量加以

识别和计算，所以需要发展关于材料微观组织的精确描述方法。检验这种方法的的标准

是人们能够根据描述来重新构造材料的微观组织图形而且得到的图形跟实验拍到的图片

可以进行统计学对比。材料科学中的信息计算还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需要借助诸如人

工智能等方法来提高。 

        另一非常可惜的方面是人们以往专注于发表比较成功的结果而对于不成功的实验结

果由于少有杂志和媒体愿意报道所以没有留存下来。而事实上这些所谓不成功的实验结

果只要数据可靠就对材料的研究有用。从人工智能的观点来看数据可靠性是最重要的。

数据的可靠性影响人工智能在材料研发中的应用。所有的可靠数据都可以对新材料的研

发提供帮助。这些数据包括理论数据，计算机模拟数据和实验数据。在统一标准下进行

理论计算和实验操作有利于提高数据的可靠性。令人欣慰的是材料基因组计划对此有了

明确的建议。 

四、 人工智能在新材料生产中的应用 

        将人工智能方法直接用在工业生产线上，现场指导生产和提高材料的产品品质是当

下的大趋势。欧盟地平线项目在 2018 年的研究指南中对此有了明确的强调。要求一些

工业界承担的项目考虑利用人工智能对生产线上产生的大数据进行现场分析并将分析结

果和建议直接反馈到生产中去提高产品的质量。由于工业生产线处在复杂的环境下，有

些生产参数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波动。而工业生产线上对很多生产参数(比如温度)和产品

质量(比如表面缺陷)有实时监测，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数据。人工智能可以对这些数

据进行快速处理，如果发现在某些生产参数下生产出来的材料品质更好就立即将此信息



10 
 

反馈到生产控制室从而对材料的生产参数进行调整以生产出更好质量的产品。已经批准

的欧盟项目中包括笔者参加的由英国、法国、西班牙和瑞典的六家钢铁企业以及英国两

所大学参加的联合课题。中国在材料基因组计划支持下，也已经启动了企业和高校的联

合课题致力于人工智能在材料生产中的直接运用。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以及深度学习

等人工智能方法会对材料生产加工企业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日益发展的传感器技术

和极端环境下的材料表征和检测技术会为人工智能在材料生产中的应用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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