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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申晓佳）11月27日上
午，中国工程院公布2017年院士增选结果。重庆大学
材料学院的潘复生当选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院
士，成为2003年以来我市首名新增的中国工程院院
士。此外，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田村幸雄当选中
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据了解，中国工程院2017年院士增选工作于年初
正式启动，通过中国科协组织学术团体提名和院士提
名两条途径，共提名了533名有效候选人。在召开两轮
评审和选举会议后，并经各学部选举和全院全体院士
大会终选等程序，最终选举产生了67位新当选院士。

由重庆大学提供的信息显示，出生于1962年的潘

复生是重庆大学材料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博士生
导师。他同时也是教育部“轻金属”创新团队负责人，
重庆大学轻金属研究院院长，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主任，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重庆市
科协副主席，日本千叶大学客座科学家，英国玛丽皇后
学院访问教授，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荣誉教授，俄罗斯
矿业科学院院士，亚太材料科学院院士。

潘复生专长镁合金、铝合金、工具钢、冶金铸轧技
术、冶金熔体纯净化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特别是
在镁合金方面成就显著，是国际著名镁合金科学家和
知名铝合金专家。他在重庆大学建立了国家镁合金材
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建了一支在国际上有重要影

响的科研团队。
20多年来，潘复生教授和他的团队重点致力于解决

镁合金材料塑性差、加工成形难、纯净度低等关键难题，
承担并完成了一批重要的国家级项目和多个重要的国
际合作项目，在高塑性镁合金、先进成形加工技术和深
度纯净化等领域取得重要创新成果，为我国镁科学技术
与产业的发展壮大和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27日，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增选结果同步产生，本
次增选共有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18位外籍专家当选
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其中，重庆大学田村幸雄当
选外籍院士。

来自日本的田村幸雄受聘于国家外专千人计划，

目前是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同时也是日本学
术会议委员、日本工程院院士、印度工程院院士、欧洲
科学院院士。

田村幸雄长期致力于结构风工程研究，其突出学术
成就和贡献主要集中在建筑结构风荷载的数学模型、量化
和分析，为实现合理的建筑结构抗风设计做出了创造性贡
献，是建筑结构抗风研究和应用领域的国际著名专家。

田村幸雄与中国有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参与了
多项包括中日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在内的科研项目，并
担任国内15所大学的名誉教授、顾问教授、客座教授，
与国内科研人员的合作成果丰富，发表了大量高水平
SCI论文，显著推动并引导了我国风工程研究的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夏元 王先明）用镁合金替代钢
铁作为汽车零部件，不仅车身重量变轻，也更加节能。
11月2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科委、市经信委获悉，通
过产学研互动，以渝企及在渝科研院所研发的镁合金汽
车零部件为配套，让沃尔沃等品牌汽车成功“瘦身”。

具有密度低、易回收，减震降噪性能好、电磁波干扰
防护性强等特点的镁合金，能够充分满足汽车、航空航
天等行业轻量化和环保化需求，成为近年来重庆新材料
产业重点发展产品。

市科委介绍，此前重庆市科技攻关重大项目“汽车
轻量化零部件开发与产业化”通过验收，让重庆具备成
为大型镁合金产业化示范基地的基础。特别是，由重庆
大学潘复生教授牵头创建的“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既是目前国内唯一以镁合金命名的国家级
平台，也是推动全市镁合金新材料、新产品和新技术实
现产业化的重要平台。

“当前镁合金在汽车领域已有广泛运用。比如，目
前大多数汽车方向盘都是用镁合金制造，它不仅质量
轻，减震效果好，在发生意外撞击时对人体伤害也更
小。”市经信委人士称，在车轮、汽车防碰撞梁等部位使
用镁合金，不仅能保证汽车驾驶更安全，减重降耗的效
果也特别明显。不过，用镁合金制造汽车零部件，一直
存在压铸成本高、废品率高等问题。

为此，以重庆博奥公司牵头的研发项目组，开展了
大型镁合金零部件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工作，先后突
破了低成本大型镁合金构件压铸等多项关键技术，取得
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包括起草1项国家
标准、申请5项专利，其中4项为发明专利等。

另外，由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牵头，成功培育出
的“研究开发+中试孵化+产业示范”一体化镁合金科技
创新链，也是重庆镁合金产业重要“拼图”。其研发的镁
合金产品技术广泛应用于全市汽摩、电子、军工及航天
航空等领域，带动相关产业实现新增产值300亿元以
上。

市科委称，目前重庆已成功培育国家级万盛镁产业
示范基地，以此开展了镁合金板带线材、镁合金深加工
等产业示范项目。由渝企和在渝科研院所研发的镁合
金相关技术和产品，已成功输出或转移到国内多个省市
并实现产业化，推动了国内镁合金产业良性发展。

产学研推动“重庆造”
镁合金产品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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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研究“镁” 一个研究“风”

重庆大学再增2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镁合金，源于镁矿，用它制成的产品可在日常生活广泛
应用。而对于刚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潘复生来说，镁合
金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也是他最想推广和研发产品
的新材料。

矢志不渝，投身镁合金研究20多年

早在20多年前，潘复生就有一个让更多人知道镁，让镁
合金为更多人的生活服务的“镁”梦。

镁好在哪里？潘复生的同事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全球
镁矿资源丰富，储量仅次于铝和铁。而我国镁矿资源世界
第一，镁合金的推广应用有利于缓解全球铁铝矿资源的短
缺问题。

不仅如此，镁合金性能潜力大，具有密度低、比强度（即
材料的抗拉强度与材料密度之比）高、减振和散热性能好、
屏蔽电磁辐射能力强、生物相容性优良、环境友好等优异特
性，在轻量化和节能减排成为全球大趋势的情况下，镁合金
的推广应用又可以大幅度降低能耗和排放，节能减排效益
十分显著，对改善环境质量意义重大。

如今，镁合金的研究和应用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但在20多年前，除了烟花，人们几乎看不到镁产品。师

昌绪、左铁镛、李依依等院士向中央有关部门写信，呼吁国
家要重视镁合金产业的发展。

正因这些前辈科学家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我国一批科
技工作者开始了他们为之奋斗的“镁”事业，潘复生就在其
中。

多年来，潘复生经常对学生和同行谈到：一是让镁合金
尽快成为仅次于钢和铝的第三大基本金属材料，成为产量
超千万吨的新材料产业，为社会提供必不可少的新型金属
材料；二是尽快让镁合金为中国制造业“减重”，提升生活质
量，成为大家每天都无法离开的产品。

镁合金产品真有这么好？国家镁合金中心的专家为重
庆日报记者描绘了这样的情景：

将来某天，早上，我们被装有镁电池的闹钟按时叫醒，
拿起镁合金材质的手机，用镁合金杯子喝水，再用镁合金餐
具吃早饭。

吃完早饭，我们打开镁系材料制成的防火隔音门，走到
车库，打开镁合金车门，坐上镁合金座椅，手握镁合金方向
盘；汽车仪表盘、中控支架等全部是镁合金产品。到了办公
室，办公桌、计算机也都是镁合金产品。

“到时候，人们会发现车子遇到路面不平时晃动没那么
厉害了，计算机变得更轻薄，机箱长时间工作后也没那么
烫。”潘复生的助手王敬丰教授说，镁合金产品不仅轻便，而
且减震性能比钢产品高几倍、比铝合金产品高几十倍。此
外，它的散热性能良好，还能屏蔽电磁辐射。

事实上，镁合金已走入了日常生活，并且已在导弹、
卫星等领域实现了成功应用。20多年来，潘复生始终是
这项新材料产业工程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作出了许多贡
献。

不畏艰辛，开发多项国际领先技术

然而，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材料。镁有天然的优点，但也
有本质的缺点。镁具有六方晶体结构，它特有的原子排列
方式严重影响塑性，导致工程应用范围窄、产品成品率低、
制备加工成本极高。此外，镁还极易氧化，导致纯净度低、
耐蚀性差、强塑性不平衡。不突破这项技术瓶颈，镁合金产
品的推广应用就不可能实现。

为了解决这些关键技术瓶颈，潘复生和他的团队20多
年如一日攻克难关。

攻关靠什么？潘复生认为首先是勤奋和踏实。
团队成员都说，潘复生常常是实验室走得最晚的一个人。

晚上12点离开实验室，对他而言都是一种奢侈。20多年来，
潘复生始终追随着心底的科学梦，攻克着一个又一个难关。

“固溶强化增塑”是他们重要突破之一。固溶强化会降
低塑性，这是金属材料中的一般规律。而潘复生想做的，就
是要突破这一般规律，在固溶强化的同时提高塑性。从特
定原子固溶会对不同滑移系的滑移阻力产生不同影响的基
础上，潘复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固溶强化增塑”的合金设计
新思路。

按照这种思路，配合长程有序相、纯净度和晶粒度的的
控制，潘复生和他的团队成功开发了一批高塑性高性能新
型镁合金，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10余种新开发
的镁合金已成为国家牌号合金，多个新型镁合金作为国际
标准牌号正在国际标准组织网站上公示。

他们的另一个重要突破是“无溶剂自纯化”。
在材料领域，镁合金的高纯度是国内外镁合金行业追求

的重要目标之一。但镁合金容易氧化，夹杂物多，杂质含量
高，夹杂物密度和熔体密度差异小，使得高纯化难度极大。

对此，潘复生和他的团队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熔剂纯化
的工艺思路，开发了无熔剂自纯化的新技术工艺。成果应
用后部分镁合金中的杂质铁含量可以降低到5ppm（百万分
比浓度）以下，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可以显著改善镁合金的
力学性能和耐蚀性能。

此外，他们还融合化学、材料和冶金等多个学科，开发
出“化合物相变细化”技术，开拓了化合物细化的新途径。

传统工艺中，粗大初生化合物的细化必须通过锻造、轧制
等变形来实现，成本高并且效果不理想，对铸造产品则无法使
用。潘复生和他的团队通过亚稳化合物的形成和控制，把亚

稳化合物的相变作为细化途径，完全突破了传统工艺成本高、
效果差的瓶颈，部分合金中细化后的化合物尺寸可达微米级
至纳米级，大幅度改善了材料加工性能和力学性能。并且，这
项新技术不仅适用于变形产品，也适合于铸造产品。

在镁合金领域，潘复生在“非对称加工技术”等方面的突
破也引起了国际上的高度关注，被国际镁协评为工艺创新奖。

吸引人才，打造国际化团队和平台

科研不能“单打独斗”，创新更需要国际一流的团队。
潘复生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澳大利

亚昆士兰大学等国际著名高校留学和工作，他深深体会到
建设一支国际一流团队的重要性。

团队中，成员大部分是留学英、美、德、日、澳、法等国家
的优秀留学归国人员。

创新有了团队，还不能缺平台。为了推进镁合金的科
研和应用，潘复生组织建立了国家镁合金工程中心。该中
心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镁合金研究机构，也是国内外科
研实力最强的轻合金研究平台之一。每年，都有国际知名
的镁合金科学家主动要求到重庆大学和重庆市科学技术研
究院开展工作。

不仅如此，潘复生还组织重庆大学、重庆市科学技术研
究院、重庆博奥镁业、万盛镁合金产业园等单位组建的国家
镁合金产业基地，实现了“产学研用”的无缝链接。目前，该
基地已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镁合金产业基地之一，有力
推动了镁合金产品在汽车等领域的大规模应用。

20多年来，在潘复生和国内同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
“镁梦”走上了世界舞台。他的助手蒋斌教授介绍，如今，中
国已成为世界镁产业大国和镁合金大国，国家镁合金工程
中心在推动镁合金产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此同时，潘复生的科研成就也获得了国际认可。他
曾连续担任4届国际镁合金大会主席，并应邀担任欧洲材料
大会的合作主席和世界材料峰会圆桌会议主席，还兼任了
Elsevier出版社《镁合金学报》国际刊物主编。

2016年，经过德、英、日、法等多个会员国投票，潘复生正
式担任ISO国际标准化组织镁及镁合金技术委员会主席，任期
6年，这也意味着该组织对中国镁合金产业地位的高度认可。

如今，创新与探索的科研之路还在继续。潘复生表示，
下一步，他将带领团队继续攻坚克难，进一步推广镁材料和
镁合金产品，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潘复生的“镁”梦：让人们生活更美好
本报记者 申晓佳

风力发电机的叶片，最大能做到多大？
重庆本地的一家企业，给出的答案是

140米。这家企业刚刚推出了目前全球直
径最大的3兆瓦陆上风电机组，它的叶片转
起来，差不多能覆盖一个足球场。

不过，目前大多数风力发电装备，在抗
击台风和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均显能力不
足，容易损坏，修复的成本很高，严重影响了
能源产出和投资效率。

重庆大学在建的风工程·风环境·风资
源研究中心，凭借其耗资6000万元的风洞
实验室，以及全球先进的风荷载、阻尼数据
库，有望破解上述难题。该项目的发起者之
一，正是刚刚当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的日
籍科学家田村幸雄。

田村为啥来重庆？话还要从头说起。

风是如何摧毁建筑物的，多大的风力带
来多大的损失？本世纪初，日本东京工艺大
学教授田村，通过多次实验建立了风荷载数
据库，并根据数据建立数学模型，找到了风
力和建筑物损坏程度之间的量化关系。

风对建筑物的破坏，通常从掀翻屋盖开
始。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中国，到处是拥有大
型屋盖的建筑，它们都需要防风减灾的技术
方案。2014年，刚刚退休的田村，应邀来到
北京交通大学。结合该校教授杨庆山在该
方面近20年的积累，共同发展并完善了该
理论在大跨空间结构中的应用，找到了建筑
物抗击风力的结构设计方法，并成功应用于
沈阳南站、厦门高崎国际机场T4航站楼、云
南科技馆等重大工程。

此后，杨庆山教授联合有关单位主持编

制了建筑物抗风减灾的相关技术规范。给
建筑物作抗风减灾的结构设计，由此成为建
筑工程领域一门细分的业务。不过，田村和
杨庆山两人都认为，这套理论还有更大的实
践空间，尤其是中国国内频繁受到大风损坏
的风力发电装备，需要在增强抗风能力和提
供风力发电效率方面，做技术优化。

包括风力发电在内的新能源，是重庆十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2017年1月，杨庆山
来到重庆大学，担任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在他
的引荐下，田村来到重庆大学。同年7月，风
工程·风环境·风资源研究中心项目启动。

“事业吸引人，”杨庆山的博士后、和田
村打了多年交道的刘敏说，重庆提供的科研
条件，以及产业实践的空间，吸引了田村来
到重庆。

田村来重庆：主要是事业吸引人
本报记者 吴刚

田
村
幸
雄

（
重
庆
大
学
供
图
）

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观展者正在围观一全铝合金车体框架，它比传统钢板车身降重25%。
记者 张锦辉 摄（本报资料照片）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单 位

重庆大学

陆军军医大学

西南大学

陆军勤务学院

林同棪国际工
程咨询(中国)
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重
庆绿色智能技
术研究院

姓 名

杨士中

鲜学福

周绪红

杨永斌

李文沅

程天民

王正国

孔祥复

向仲怀

袁道先

郑颖人

邓文中

张景中

备 注

工程院

工程院

工程院

工程院

工程院
（外籍、加拿大）

工程院

工程院

科学院

工程院

科学院

工程院

工程院（外籍、美国）

科学院

在渝两院院士一览
（排名不分先后，未含此次

新增院士）

资料来源：重庆市科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