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科学奖公示 

项目名称： 

相分离型合金凝固理论及应用 

 

推荐单位（专家）意见： 

项目对相分离合金凝固理论及制备方法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多项原创

性成果，研发了多项产业化技术，主要如下：1. 创建了相分离合金连铸模型，

阐明了相分离合金凝固组织演变规律、宏观偏析形成机理及关键影响因素。2. 揭

示了电、磁场等外场作用下相分离合金凝固机理，提出了用电、磁场控制凝固

过程，制备相分离合金复合材料的思想。3. 建立了相分离合金快速凝固模型，

阐明了相分离合金快速凝固机理，提出了基于液-液相变研制弥散型非晶复合材

料的思路和合金设计准则。4. 基于以上研究，a）研发了 Cu-Cr 等高强高导电材

料、Al-70wt%Si 电子封装材料等的喷射成型技术，其中 Cu-Cr 等高强高导电合

金喷射成型技术已实现产业化生产；b）研发了优质 Al-B 合金和新型高效铝合

金晶粒细化剂 Al-Ti-B 合金的制备技术，其中 Al-B 合金制备技术已实现工业生

产，产品各项指标与性能均优于国内外同类产品。 

就项目研究，发表专著 1 本、获发明专利 22 项、在 Acta Mater、Scripta Mater

等杂志上发表论文 184 篇（SCI：118 篇），论文他引 1500 余次，其中 8 篇代表

性论文被 SCI 他引 161 次。项目在相分离合金凝固模型建立和制备技术研发方

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具有很高的系统性、科学性、创新性和很强的实用性，推

广前景好、社会意义重大。 

对照国家自然科学奖授奖条件，推荐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项目简介： 

Cu-Cr 等偏晶合金熔体在组元不混溶温度区间内发生液-液相分离，Al-B 等

合金熔体在冷却时会发生液-固相分离，这些合金统称为相分离型合金，它们的

凝固过程相似，液-液相分离理论稍加简化即可用于描述液-固相分离过程。相分

离型合金很多，其中许多具有重要工业应用背景，但这些合金在凝固过程中极

易形成偏析严重乃至两相分层的组织，工业制备受到了严重限制。研究该类合



金的凝固理论和工业制备技术具有重要的科学与实际意义。 

相分离型合金凝固组织形成是相分离过程（包括第二相液滴/粒子形核、长

大、粗化、迁移、凝并）和基体熔体凝固共同作用的结果，十分复杂。长期以

来相分离型合金凝固理论不完善，已成为制约该类合金制备技术研发的关键。

本项目深入研究了常规冷速和快速冷却条件下相分离合金的凝固组织形成机理；

探索了用电场、磁场等外场控制相分离型合金凝固过程、促进复合型凝固组织

形成的可行性；进而结合工业急需，研发了多种相分离型合金产业化制备技术，

并实现了工业生产，改变了 Al-B 等一些高性能材料依赖于进口的现状。 

项目所取得的原创性成果主要有：1）创建了连铸偏晶合金液相分离过程模

型，揭示了偏晶合金凝固组织演变规律和宏观偏析的形成机理，阐明了合金液

相分离过程的关键控制因素为第二相液滴的形核和空间迁移特性，明确了促进

液滴形核，降低熔体对流是抑制宏观偏析、制备弥散型偏晶合金复合材料的主

要途径。2）揭示了电场、磁场等外场对偏晶合金凝固过程的影响机理，阐明了

用电场、磁场控制偏晶合金凝固过程，制备偏晶合金复合材料的可行性。3）建

立了快速冷却条件下偏晶合金凝固模型，阐明了偏晶合金快速凝固组织演变规

律和宏观偏析形成机理，提出了基于液-液相分离过程研制弥散型非晶复合材料

的思想和合金成分设计准则，并用分子动力学模拟方法阐明了非晶的形成机制，

制备室温超塑性块体相分离纳米非晶。4）基于以上研究，研发了多种相分离型

合金的制备技术，包括: a）研发了 Cu-Cr、Cu-Ag、Cu-Cr-Zr 等高强高导电材料

和 Al-70wt%Si 电子封装材料等的喷射成型技术，其中 Cu-Cr 等高强高导电合金

喷射成型技术已实现产业化生产；b）研发了优质 Al-B 合金和新型高效铝合金

晶粒细化剂 Al-Ti-B 合金的制备技术，研制了 Al-B 合金的试生产线与生产工艺，

实现了 Al-B 合金的工业生产，产品质量与使用性能均远超国内外同类产品；c）

提出了汽车蒙皮用钢烘烤硬化工艺设计原则；d）研发了具有壳/核型复合组织特

种偏晶合金焊料球的制备技术；e）研发了利用液-液相分离过程进行电子废弃物

等混合金属资源的分离与回收技术。 

就以上研究， 发表专著 1 本、期刊论文 184 篇（SCI 收录 118 篇)。论文他

引 1500 余次，其中 8 篇代表性论文被 SCI 他引 161 次，获授权发明专利 22 项，

获国际铜业协会一等奖 1 项，省部级自然科学一、二等奖各 1 项，省部级科学



技术进步二等奖 1 项，一位项目组成员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两位项目组

成员入选德国洪堡学者。 研究成果受到了他人在公开场合的高度评价。 

 

客观评价： 

本项目发表专著 1 本、期刊论文 184 篇（SCI 收录 118 篇)。论文被他引 1500

余次，其中 8 篇代表性论文被 SCI 他引 161 次，获授权发明专利 22 项，研究成

果受到了他人在公开场合的高度评价，获国际铜业协会一等奖 1 项(见附件 22)，

黑龙江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见附件 23)，辽宁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见附件

24)，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 项(见附件 25)。此外，项目研究期间，一位

项目组成员获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见附件 26，27)，两位项目组成员获德国洪堡

学者资助(见附件 28，29)。 

第三方专著和学术刊物对本项目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主要如下： 

1）国内外同行对本项目创建的连铸偏晶合金液相分离过程模型给予了明确肯定

或高度评价。例如，①论文“Curr. Opin. Solid State Mater. Sci., 1999, 4: 273”认为

本项目建立了偏晶合金凝固模型，写到“Zhao et. al developed a model for the 

prediction of the microstructure of a hypermonotectic alloy as it is cooled through the 

miscibility gap. The model includes both the nucleation and diffusional growth in the 

liquid. Predictions of the model include the number density of the droplets and their 

size distribution as a function of cooling rate and alloy composition”；②论文“J. 

Mater. Eng. Perform., 2013, 22: 1319”对本项目提出的偏晶合金凝固模型给予了明

确肯定，写到“Zhao and Ratke described the microstructure evolution during a 

cooling of immiscible alloys and simulated repeated nucleation of minority phase 

droplets induced by drop motion…”；③论文“T. Nonferr. Metal. Soc., 2001, 11: 84”

认为本项目提出的偏晶合金凝固模型加深了人们对偏晶合金凝固过程的认识；

④国际上偏晶合金凝固研究方面最著名专家、德国宇航院空间模拟研究所常务

副所长 Ratke 教授在 “Z. Metallkd, 2000, 91: 919”发表论文，明确将本项目的模型

列为近十几年中偏晶合金凝固方面的主导模型；⑤论文“Mater. Chem. Phys., 2011, 

127:28”对本项目提出的偏晶合金凝固模型给予了充分肯定，写到“Zhao et al. 

made great efforts to study the kinetic models of the microstructure evolution in 

several liquid immiscible alloys…”;⑥论文“Metall. Mater. Trans. A, 2016, 47: 1339”

肯定了本项目有关基体熔体凝固的模型，写到“Zhao and co-authors developed a 

series of 3D CA models with consideration of multiorientation dendrites, the melt 

flow, and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2）国内外同行对本项目提出的用外场控制偏晶合金凝固过程及制备偏晶合金复

合材料的思路，给予了充分的评价。例如，①论文“Tribol. Lett., 2014, 55: 111”

认为本项目提出了新的抑制熔体对流和相偏析、制备偏晶合金复合材料的方法，



写道“Li and Zhao proposed an alternative process to minimize convective effects and 

segregation along the extent of the miscibility gap….”；②论文“J. Alloys Compd., 

2011, 509: 10098”和“J. Mater. Sci., 2012, 47: 5581”认为本项目揭示了恒定磁场对

偏晶合金凝固的影响机理，写到“…This study has shown that magnetic fields affect 

the microstructure formation mainly due to the damping of convection….” 

3）国内外同行对本项目提出的偏晶合金快速凝固模型以及基于液-液相变过程制

备弥散型非晶复合材料的思想和合金成分设计方法，给予了肯定评价。例如，

①论文“Acta Mater., 2013, 61: 1229”按本项目提出的有关偏晶合金壳-核型复合组

织粉末形成机理进行合金成分设计，成功制备了具有壳/核型合金粉末，验证了

本项目的相关理论；②论文“J. Alloys Compd., 2011, 509: 10098”肯定了本项目有

关偏晶合金壳-核型复合组织粉末形成的理论，写道：“…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mechanisms governing the formation of shell-type structure in the powder surface 

of atomized Al-30wt%Pb drops was performed by Zhao.”；③论文“J. Alloys Compd., 

2012, 535: 95”肯定了本项目提出的偏晶合金壳-核型粉末形成理论，写到“…The 

reason is more specifically proposed by Zhao that the dihedral angle between the 

minor phase droplet and the atomization gas and the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interfacial energy between the two liquid phases greatly determine the formation of 

the LMP phase shell.”；④论文“J. Alloys Compd., 2015, 639: 563”对本项目利用液-

液相变过程设计非晶复合材料的思路进行了肯定评论，认为“…A new application 

in preparing metallic glass composite materials by phase separation in 

multicomponent monotectic alloys was recently proposed.”；⑤韩国延世大学 Kim

教授和德国Eckert教授在著名期刊“Prog. Mater. Sci., 2013, 58: 1103”上发表论文，

对本项目基于液-液相变过程制备弥散型非晶复合材料的思想给予了充分肯定，

写到：“If Al-Pb atom pair with positive enthalpy of mixing exists in Al-TM-RE glass 

forming systems, phase separation in the liquid state can be expected. Recently, phase 

separation in the liquid state through the miscibility gap has been reported in Pb 

containing Al-Ni-Y-Co metallic glass….” 

除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国内外一些专著对本项目研究成果给予了大量肯

定和积极评价。例如，①材料研究领域国际著名专家德国宇航院 Ratke 教授和美

国的 Voorhees 教授合编的专著《Growth and Coarsening》（Springer，2002，214-216

页）中大篇幅引用了本项目的研究成果；②德国 Aachen University 的 Korekt 博

士在他 1999 年公开出版的题为 “Die Entwicklung des Grussgefuges von 

Lagerwerkstoffen aus Al-Pb-Basis unter Schwerelosikeit”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引

用了本项目的研究成果；③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郭景杰教授和付恒志院士合编的

专著《合金熔体及其处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中第十章多处整段引用本

项目的论文成果并给予了肯定评论。 

此外，本项目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大项目“难混溶合金快速



凝固过程中组织演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大块非晶合金凝固及

抑制形核机理研究”、重点项目“Cu 基液相调幅分解型合金凝固组织的演变机理

及其控制”结题验收时均获得专家的高度评价，验收成绩全部为“A”。附件 32 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大项目”的验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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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赵九洲 性别 男 排    名 第一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2-03-02 出 生 地 辽宁省 民    族 满族 

身份证号 230103196203023259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00-06-01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哈尔滨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1994-04 所学专业 铸造 

电子邮箱 jzzhao@imr.ac.cn 办公电话 024-23971918 移动电话 13840101624 

通讯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 72 号 邮政编码 110016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行政职务 课题组长 

二级单位 材料特种制备与加工研究部 党    派 中共党员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所 在 地 沈阳市 

单位性质 科研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1991-01-01          至    2012-03-01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项目负责人，主要理论提出者。指导项目实施，全面参与项目研究工作，对《重要科学发

现》中各项科学发现均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是第 3，5，6 篇代表性论文的第一作者以及 1，2，3，

4，5，6，8 代表性论文的通讯作者。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1)2007 年、国际铜业协会一等奖、自生壳型复合组织铜基微电子焊料球研制、第一； 

2)2006 年、辽宁省自然科学二等奖、偏晶合金凝固机理及组织控制、第一、2006Z-2-3-01； 

3)2008 年、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金属喷射成形高技术及新型金属材料制备、第二、

2007GC313-2-R02； 

4)2008 年、黑龙江省自然科学一等奖、钛和铝合金熔铸理论与技术研究、第五、2008-016-05.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

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

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

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

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何杰 性别 男 排    名 第二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6-09-23 出 生 地 湖南省 民    族 汉 

身份证号 430721197609234678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13-06-01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毕业时间 2006-06 所学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

程 

电子邮箱 jiehe@imr.ac.cn 办公电话 024-83973120 移动电话 15904089017 

通讯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 72 号 邮政编码 110016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材料特种制备与加工研究部 党    派 九三学社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所 在 地 沈阳市 

单位性质 科研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1 年 9 月             至      2012-03-01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项目主要完成人，开展了相分离型合金壳核结构形成机理研究；提出了利用合金液-液相分

离过程制备弥散型非晶复合材料、双相块体非晶合金的思想以及合金成分设计的方法。对《重

要科学发现》中第 2、3、4 项发现做出创造性贡献，是第 1，7 篇代表性论文的第一作者。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1)2006 年、辽宁省自然科学二等奖、偏晶合金凝固机理及组织控制、第二、2006Z-2-3-01；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

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

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

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

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江鸿翔 性别 男 排    名 第三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8-10-13 出 生 地 四川省 民    族 汉 

身份证号 513030198810132214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无 

技术职称 助理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中国科学院大学 毕业时间 2014-06 所学专业 材料加工工程 

电子邮箱 hxjiang@imr.ac.cn 办公电话 024-23971905 移动电话 18698836119 

通讯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 72 号 邮政编码 110016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材料特种制备与加工研究部 党    派 中共党员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所 在 地 沈阳市 

单位性质 科研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9 年 9 月       至        2012-03-01               

项目主要完成人，研究了电场作用下相分离合金的凝固组织形成过程和电场的影响机理，

参加了高硼含量 Al-B 合金和新型高效铝合金晶粒细化剂 Al-Ti-B、Al-Ti-C 合金的工业制备技术

研发。对《重要科学发现》中第 2 和 4 项发现做出创造性贡献，是第 2 篇代表性论文的作者以

及附件 33 和 36 所述专利的发明人。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

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

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

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

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mailto:hxjiang@imr.ac.cn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2001—2006 年间，何杰为赵九洲研究员的研究生，主要从事相

分离型合金壳核结构形成机理研究。何杰于 2006 年毕业、获博士学

位后，留赵九洲研究员课题组工作，期间（2006 年至今）一直与赵

九洲研究员保持合作关系。 

2009—2014 年间，江鸿翔为赵九洲研究员的研究生，主要从事

电场作用下相分离合金凝固组织形成机理研究，并参加了高硼含量

Al-B 合金和新型高效铝合金晶粒细化剂 Al-Ti-B、Al-Ti-C 合金的工

业制备技术研发。江鸿翔于 2014 年毕业、获博士学位后，留赵九洲

研究员课题组工作，期间（2014 年至今）一直与赵九洲研究员保持

合作关系。 

 

特此说明。 

 

 

 

 

              

 



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序

号 
合作方式 

合作者 

（项目

排名） 

合作

时间 
合作成果 

证明

材料 

备

注 

1 

论文合著、

共同立项、

共同获奖 

赵九洲、

何杰 

(1、2) 

2001-

2012 

1. 辽宁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2. Solidification micro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metastable 

phase transformation in 

undercooled liquid Cu-Fe alloys 

3. Liquid phase separation and 

microstructure characterization 

in a designed Al-based 

amorphous matrix composite 

with spherical crystalline 

particles 

附件 

1，7， 

24 

 

2 

论文合著、

共同立项、

共同知识

产权 

赵九洲、

江鸿翔 

(1、3) 

2009-

2012 

1. A three-dimensional cellular 

automaton model for dendritic 

growth in multi-component 

alloys 

2. 一种具有弥散相表面层的偏

晶合金复合线材的制备方法 

3. 一种用化学反应法制备铝硼

中间合金方法 

附件 

2、

33、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