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编 致 辞 

自 1995 年克莱顿·克里斯滕森提出以来，历经演变和拓展，

颠覆性技术已成为对行业和领域的格局、秩序和体系具备重构能

力技术的统称。颠覆性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军事变革的重要推

动力量，是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竞争前沿。持续深入开展好战略

研究，尽早识别和发展颠覆性技术，在我国当前由大变强、奋力

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世界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的历史阶段具

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颠覆性技术，对颠覆性技术

的战略研究和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指示。为贯彻和落实指示要求，

2016 年 8月 25 日中国工程院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联合发起成

立了中国工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创新战略院”），

目的是联合国内单位组织开展持续、系统的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 

为及时、准确地报道国外政府、智库、高校及公司等在颠覆

性技术方面的规划及最新进展，展现国内外对颠覆性技术的相关

观察与思考，在工程院和中物院的领导和指导下，创新战略院和

“工程科技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项目组决定编辑

出版《颠覆性技术快报》，期望能为决策层提供有益参考，为同

行专家和研究人员提供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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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动态 

美预算提议增加人工智能与量子信息的科研支出 

【美国 TechCrunch 网站 2020 年 2 月 7 日】美国白宫发布 2021 财

年预算，向国会提议大幅增加人工智能与量子信息科学的研发支出。

美政府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将人工智能研发经费从 9.73 亿美元提升

至近 20 亿美元，并将量子信息科学研发经费提升一倍至 8.6 亿美元。

政府希望通过加大研究经费来继续确保其在人工智能和量子等关键

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美探讨如何保持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领域的全球领先优势 

【美国参议院官网 2020 年 1 月 15 日】美国参议院商业、科学与

运输委员会举办“未来产业”听证会，探讨美国如何在人工智能、量

子信息科学、先进制造、合成生物学以及下一代无线网络和基础设施

领域保持全球领先优势。与会人员包括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联邦通讯委员会、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的领导

和专家。此外，该委员会于 1 月 14 日曾提出一份《未来产业条例草

案》，该草案要求政府制定一项计划，使上述重点领域的基础投资在

2022 年前翻倍，并要求政府制定一份有关未来产业研发计划的报告。

（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美海军通过“技术桥”项目来加速创新 

【美国海军官网 2019 年 11 月 25 日】美国海军正在南卡罗莱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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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棕榈技术桥”办公室，以致力于开发网络安全、自主系统、通

信（5G）和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创新技术。“技术桥”项目由海军研究

办公室与海军系统司令部联合发起，旨在捕捉重点地区的创新苗头，

建立工业界、学术界和军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强化美国海军的创新生

态体系。“棕榈技术桥”办公室是该项目设立的第六个办公室。（中物

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美国防部将启动首个人工智能杀伤武器项目 

【C4isrnet 网站 2020 年 1 月 22 日】美国防部首席信息官表示，国

防部计划于 2020 年开展首个人工智能杀伤武器项目。该项目旨在通

过人工智能来管理和处理信息，以帮助作战人员在战斗中更快、更准

确地做出决策。在该项目下，人工智能的杀伤力可通过通信工具、侦

察机器人、战场目标瞄准工具等予以体现。该项目将由国防部联合人

工智能中心（JAIC）开展，属于 JAIC“联合作战”任务的一部分。

（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美国防创新小组发布 2020 年度首批项目需求 

【美国防部国防创新小组官网 2020 年 2 月】近日，美国国防创新

小组（DIU）发布 2020 年度首批商业方案征集，具体包括新型两栖

运输车、高比能存储系统、和平时期的指示与预警、飞行员训练模式

变革、健康预测、库存管理系统等 8 个项目。从最新公布的项目需求

看，国防创新小组仍着重围绕人工智能、自主性、网络、人类系统、

太空及能源等领域开展业务工作。（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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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拟投入 11.2 亿美元启动新的国家量子计划 

【OpenGov Asia 网站 2020 年 2 月 3 日】近日，印度政府计划未

来 5 年投入 11.2 亿美元启动一项新的国家量子计划，以推动量子技

术的发展。该计划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密

码学等。相比于印度 2018 年划拨给量子技术研发的 2.79 亿美元，此

次投资额度有了大幅提升，并与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等国持平。（中

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韩国将在未来 10 年内为人工智能投资约 4.3 亿美元 

【韩国联合通讯社网站 2020 年 1 月 23 日】韩国科技部拟启动韩

国人工智能（AI）国家战略，并计划未来 10 年内为人工智能和半导

体技术投资约 4.3 亿美元。根据该战略，韩国政府将与民间机构合作

对 5G 通信技术进行投资、建立 AI 专用基金、打造 AI 集群园区。此

外，韩国政府将全面开放公共数据用于 AI 开发，并为 AI 初创企业提

供放松管制、完善法律等全方位支持。（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美国能源部将投入 1 亿美元用于太阳能研究 

【美国能源部官网 2020 年 2 月 19 日】美国能源部宣布将在五年

内提供 1 亿美元资金，用于开发人造光合作用系统。该系统与自然光

合作用一样，将直接从阳光、二氧化碳和水中产生有用的燃料。能源

部表示，该资金将支持建立一个大型或两个较小型的能源创新中心，

以集成多学科、多机构的研究团队，加速实现太阳能生产所需的基础

科学突破，并确保美国在人工光合作用研究领域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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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美能源部拟投入 1.87 亿美元增强先进制造业的竞争力 

【美国能源部官网 2020 年 2 月 10 日】美国能源部宣布为 55 个项

目提供约 1.87 亿美元资金，以支持先进制造领域的研发创新。该资

金将用于三个主题领域，分别为：先进材料制造的创新研发（1.236

亿美元，共 36 个项目）；进行工业加热和干燥技术的创新研发，以提

高效率和生产率（2870 万美元，共 8 个项目）；互联、灵活且高效的

制造设施和能源系统（3350 万美元，共 11 个项目）。上述项目有助

于解决美国在制造技术、材料和工艺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推动实现政

府增强制造竞争力的目标，使美国在先进制造领域处于全球领导地位。

（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DARPA 拟组建量子计算联盟 

【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官网 2020 年 1 月 3 日】美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计划组建量子计算联盟，目前正在

寻找有意愿的合作公司。量子计算联盟将参考早前半导体制造技术联

盟的组建模式，采用研究经费由成员公司与联邦政府共同承担，研究

成果由公司和政府共享的形式。DARPA 希望通过这种模式来集中研

发资源和减少重复投入，实现研发成果共享。（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

编译） 

DARPA 推出混合模式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项目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官网 2020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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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破当前射频混合模式接口限制，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推出“混合模式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T-MUSIC）项

目。作为电子复兴倡议（ERI）第二阶段工作，T-MUSIC 项目的主要

任务是研发先进射频混合模式电子技术，并进一步推动通信、雷达和

电子战领域的前沿国防应用。该项目成员主要来自 BAE 系统公司、

雷神公司、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犹他大学

等九大研究团队。（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欧委会发布《人工智能白皮书》 

【欧盟委员会官网 2020 年 2 月 19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人工智

能白皮书》，提出了一系列人工智能研发和监管的政策措施。白皮书

提出建立“可信赖的人工智能框架”，重点聚焦三大目标：研发以人

为本的技术；打造公平且具有竞争力的经济环境；建设开放、民主和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根据白皮书，欧盟将在未来 10 年每年投入高达

200 亿欧元的技术研发和应用资金。（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美发布《美国人工智能倡议：首个年度报告》 

【美国白宫官网 2020 年 2 月 26 日】2019 年 2 月，美国总统特朗

普签署行政命令，启动了美国人工智能倡议。一年后，美国白宫科技

政策办公室发布《美国人工智能（AI）倡议：首个年度报告》。该报

告主要从人工智能研发投资、共享人工智能资源、消除人工智能创新

障碍等方面，总结了美国政府过去一年在实施人工智能倡议方面取得

的重大进展。（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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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智库分析中国、美国和欧盟的人工智能发展情况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网站 2019 年 8 月 19 日】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报告《谁会在人工智能角逐中获胜：

中国、欧盟或美国？》。该报告通过比较人才、科研、开发、应用、

数据和硬件六类指标，来分析中国、美国、欧盟的人工智能发展现状。

报告认为，目前美国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迅速追

赶，欧盟紧随其后。在考察的六类指标中，美国有四类指标领先（人

才、科研、开发和硬件），中国有两类指标领先（应用和数据），欧盟

则没有领先指标。（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英国 ARM 公司新款 AI 处理器性能大幅提升 

【cnBeta 网站 2020 年 2 月 13 日】英国 ARM 公司推出两款人工

智能处理器“Cortex-M55”与“Ethos-U55”，两款产品协同工作的性

能较前期产品提升了 480 倍。Cortex-M55 与 Ethos-U55 协同工作，可

大大提升对性能要求更高的手势检测、生物识别、语音识别等工作的

效率，且能耗较以往设备更低。（中物院科技信息中心编译） 

 

 

 

 

 



 

7 

观察思考 

智能无人飞行器技术 

机械与运载工程领域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与无人飞行器技术的结合类似于工业领域的“互联

网+”模式，是一种跨域融合，通过技术融合催生出新型力量增长极，

实现传统力量的倍增。类似于人类进化的过程，具备不断进化能力的

智能无人飞行器对未来战争有着不可估量的颠覆性影响。 

1 技术说明 

智能无人飞行器是指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模

仿人的思维，具备态势感知、信息融合、自主决策、组网协同能力，

可实现“自主、高动态与分布协同作战”的无人飞行器。智能无人飞

行器技术在军用和民用领域均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智能无人飞

行器具备如下特征：①全面的环境感知与智能战场态势认知能力；②

基于大数据知识库的自主决策能力；③高动态的自适应能力；④单兵

基础上的分布式协同作战能力。 

2 研发状态 

集人工智能与飞行驾驶为一体的智能无人飞行器的发展至今已

有 90 余年的历史。最早的智能无人飞行器就被人们用于军事侦察。

迄今为止，智能无人飞行器已经历了五次局部战争的实战使用考验。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越南战争、70 年代的中东战争、90 年代的海湾

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及 21 世纪的阿富汗战争中，智能无人飞行器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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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地执行了多种军事任务，如照相侦察、信号情报搜集、直升机航

路侦察等等。目前，世界各国军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尤以美国和以色列

发展最快，西欧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2011 年以来，美国空军、海军均提出了“云”作战构想，即将

各式武器装备统筹考虑，动态进行使命任务分配，从而取得整体最佳

作战效能。DARPA 针对集群式协同作战开展了三个集成验证项目，

分别是 SOSITE、CODE 和小精灵项目。2016 年 5 月，美空军发布了

首份专门针对小型无人机系统的飞行规划——《2016～2036 年小型

无人机系统飞行规划》，提出了美空军近期、中期和远期的 SUAS 主

要发展目标，并将智能化作为无人机发展主要方向之一。 

由此可见，以各类无人机为代表的无人飞行器，必然会朝着与人

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的方向发展，在大容量通信技术、分布式协同技

术、小型化高精度传感器技术、高速处理器技术、先进新材料技术等

多种尖端科技支撑下，未来战场上必然出现具备人类智慧特征、在无

人干预条件下，应对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自主完成各类任务的智能

无人飞行器族群。 

3 技术成熟度 

智能无人飞行器涉及以下技术：①有人/无人快速切换驾驶机器

人技术，技术成熟度为 6 级；②微型仿生飞行器技术，技术成熟度为

5 级；③智能集群技术，技术成熟度为 4～5 级；④无人系统机器学

习技术，技术成熟度为 3～4 级；⑤自主无人系统技术，技术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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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5 级。 

4 产业和社会影响分析 

按照西方军事思想的思维逻辑，在武器装备方面获得压倒性优势，

是赢得军事斗争胜利的前提之一。智能无人飞行器的应用，将有可能

使当前最先进的防御系统失效，从而彻底改变战争中的攻防平衡。随

着智能无人飞行器的自我演进，具备深度人工智能的无人飞行器可能

对未来战争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1）形成智能无人飞行器为核心的新空战体系。智能无人飞行器

将成为新空战体系的核心，智能无人飞行器和有人驾驶飞行器混合作

战，将对现有的空中作战样式产生重大影响。 

（2）提升综合作战效能，改变兵力生成模式。军用无人系统不受

人体生理因素限制，不仅能够进入一些有人装备无法进入的区域执行

任务，还能够赋予部队新的作战能力。 

（3）改变作战制胜机理，颠覆传统作战模式。无人机技术已经被

美军视为未来武器技术的支柱，由无人机实施的远程火力打击将是美

军未来全球力量投送的主要手段之一。未来，面对高动态的复杂战场

环境，智能化武器装备和分布式协同作战将极大改变军队的行为模式，

各类作战单元将紧耦合在复杂的超级物联网中，各类作战要素将基于

“超级物联”和“云计算”实现体系作战效能的最大化。 

5 我国实际发展状况及趋势 

西方国家虽然在无人作战飞机的控制与实现技术上处于国际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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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地位，但是他们在多无人作战飞机协同控制技术方面仍然存在很多

研究空白，特别是采用仿生智能技术对多无人作战飞机协同控制问题

进行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我们国家在这个时候对这一

新兴的多学科交叉领域进行深入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6 技术研发障碍及难点 

目前在智能化自主无人作战飞机控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

无人作战飞机的自主控制性问题，这也是目前困扰各国军工科研人员

的头等难题，目前的芯片处理速度还不够快，软件尤其是高度自适应

的软件也没有，导致目前无人作战飞机的智能化存在处理速度慢、可

靠性低等瓶颈问题。 

无人战机的高智能自主控制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只有在容错技术、

行为智能和自适应推理系统（如神经网络）取得突破的前提下，无人

作战飞机的智能化才能成为现实。而人工脑、群体智能、仿生硬件等

交叉学科领域的仿生智能新技术为无人作战飞机的高度智能化工程

实现提供了可行的技术途径。此外，多无人作战飞机/无人作战车异

构分布协同控制也是一个新兴的战略性研究领域。 

7 技术发展所需的环境、条件与具体实施措施 

（1）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大财政资金对无人机产业发展的投入

力度，在现有资金渠道内着力支持无人机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

产业发展关键环节，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2）加大融资支持力度。鼓励创立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型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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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企业。支持符合条件的无人机新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务等方式筹

集资金，鼓励各类金融机构优先向无人机新企业提供贷款和融资支持，

引导金融资本支持产业发展。 

（3）加强空间保障。加快建设无人机产业园和产业化基地，鼓励

有条件的地区依托产业基础，规划建设若干专业园区，完善基础配套

设施。 

（4）扶持无人机企业发展。引进、培育无人机产业龙头企业。充

分利用国内外丰富的无人机基础产业资源，加快引进和培育一批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掌握核心技术、引领作用强的无人机产业龙头

骨干企业，支持国内外知名无人机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等机

构。 

8 技术发展历程、阶段及产业化规模的预测 

综观世界各国无人机发展现状及无人机技术发展趋势，预测其发

展历程如下。 

2020 年左右：视觉感知和定位技术将取得实用性进展，并结合

控制系统、执行系统上技术的完善，有人/无人快速切换驾驶机器人

技术将以驾驶地面车辆为代表取得巨大突破。 

2025 年左右：飞行器设计技术、微机电制造、能源电池领域将

取得进一步进展，突破原有仿生飞行器的尺寸限制，实现厘米级、毫

米级微型仿生飞行器技术的实用化发展，并以此带动微型仿生技术的

发展；个体将在智能自主和群体协同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并在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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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和态势共享技术中实现突破，实现智能集群的自组网通信，推动

智能集群技术的实用化发展；机器学习算法将进一步发展，用于完成

新的任务，并逐渐从无人驾驶汽车领域向无人飞行器、无人海上系统

拓展，推动无人系统机器学习技术的广泛应用。 

2030 年左右：有人/无人快速切换的驾驶机器人、仿生飞行器、

智能集群技术、自主环境感知技术以及无人系统机器学习有望逐渐取

得标志性的成果，推动自主无人系统技术实用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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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 

有色金属连续挤压技术 

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领域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组 

1 技术说明 

金属的连续挤压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材料特性、变形速度、温

度、摩擦条件、坯料形状及尺寸、模具形状对成形过程都有影响，而

这些因素及作用是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制订工艺和模具参数的依据。

连续铸挤技术(CASTEX)是在连续挤压技术(CONFORM)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一种新的金属塑性加工的方式[1,2]。 

（1）连续挤压技术 

CONFORM 连续挤压工作原理是随着挤压轮的旋转，坯料在其

与挤压轮槽间摩擦力的作用下被带入由挤压轮槽、靴座和堵头封闭的

挤压腔内，再流经挤压模成形为挤压制品。即当坯料从挤压腔的入口

端连续喂入后，在摩擦力的作用下，轮槽咬着坯料向模口移动，当咬

合长度足够长时，由于摩擦力的作用而在模口附近产生的挤压力迫使

金属从模孔流出，从而实现坯料的连续挤压成形。 

（2）连续铸挤技术 

                                           

[1] 王辉,周海涛,王顺成等. 连续铸挤技术研究现状及发展[J]. 铸造技术, 2014, 35(4): 723-727. 

[2] 曹富荣,温景林.金属连续铸挤技术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J]. 中国材料进展, 2013, 32(5): 28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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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铸挤技术是在连续挤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挤压轮与凝固

靴块之间形成挤压型腔，液态金属从导流管流入挤压型腔中，动态结

晶过程中的金属液会沿腔壁形成薄的结晶壳。当金属料进入挤压靴入

口附近时达到完全结晶，随后在挤压靴内产生塑性变形，金属就从挤

压腔中挤出，并发生动态结晶和塑性变形过程。连续铸挤技术实现了

从金属熔体或半固态浆料到挤压成品的一体化生产，是一种短流程的

高效节能新技术，符合工业技术连续、紧凑、低碳环保的发展方向 

2 研发状态 

（1）连续挤压技术 

各种连续挤压方法在 20世纪 70年代相继被提出来，这些方法（包

括部分半连续挤压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基于 Green 的 CONFORM 连续挤压原理的方法，其共

同特征是通过槽轮或链条的连续运动（或转动），实现挤压筒的“无

限”工作长度，而挤压变形所需的力，则由与坯料相接触的工具所施

加的摩擦力所提供。 

1973 年，C.Etherington 对连续挤压的全过程进行了定性的分析，

并首次将槽轮内部的变形分为两个区域，即初始夹持长度区（primary 

grip length）和挤压夹持长度区（extrusion grip length）。在初始夹持

区，由于坯料与槽轮只部分接触故只产生部分屈服，直到挤压夹持区

才完全屈服。并给出了两个区域长度的近似关系式。 

1978 年，B.Maddock 等针对挤压变形过程的特点，假定材料的



 

15 

剪切应力取决应力分布，在剪切面之间速度呈线性减少，并给出了变

形区的速度分布图。 

1979 年，J.Tirosh 等采用工程近似法和能量法对 CONFORM 连续

挤压过程进行了详尽的理论推导和实验研究。分别导出了：①挤压轮

与工件的接触面的压力分布；②靴块包角即咬入角Ф0；③载荷作用

位置Фm；④驱动马达功率；⑤摩擦条件对工艺参数的影响。 

这些理论与实验研究，对 CONFORM 连续挤压工艺过程的改造、

设备的设计及一些力能参数的选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一些理论

分析结果已经应用于工程实际。 

（2）连续铸挤技术 

Castex 连续铸挤技术起初源于英国霍尔顿 (Holton)公司对

Conform 连续挤压机进行的改进，采用液态金属作原料直接进入主机。

20 世纪 70～80 年代英国霍尔顿公司设计与制造了多种型号的 Castex

连续铸挤机。1990 年，美国 Ashok 等人获得铸挤半固态挤压的专利，

半固态金属从铸挤机入口进入经过轮槽在出口模子处挤压出来。1993

年，霍尔顿正在进一步开发该工艺过程和原型系统以增加连续铸挤的

工作效率。 

2000 年，Thomas 介绍了采用 Castex 的实践经历，把 Conform 坯

料换成液态金属(铝液)变成 Castex 可以大大节省能量和提高生产率。 

2006 年成立的霍尔顿 Crest 公司把连续铸挤(Castex)、连续包覆

(Conclad)和连续挤压 (Conform)三项技术统称为连续旋转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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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ous Rotary Extrusion)。霍尔顿 Crest 公司连续旋转挤压的产品

包括铜、铝和其他金属。 

在国内，对连续挤压与连续铸挤技术的研究起步较晚，1986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将连续挤压技术列为“七五”攻关项

目，由原中南工业大学副校长、现工程院院士左铁镛负责，1990 年

研制成功，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1991～1995 年，建立了国

内第一条连续铸挤生产线，生产 Al-Ti-B 合金细化剂线材。在 2000

年前后，又建立了不同型号的 3 条连续铸挤生产线，可以实现有色金

属及其合金的连续铸挤。 

3 技术成熟度 

我国连续挤压技术的发展始于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通过引进、

吸收、消化得以不断提升。历经 30 多年的发展，我国一举成为连续

挤压技术的设备生产大国和工艺技术应用大国，国内每年生产的连续

挤压设备占到全球总量的 90%以上，国内拥有的连续挤压设备数量已

经超过全球总量的 70%以上，工艺设备的应用涵盖了铜铝加工等多个

行业、领域。经从初创时的仿制、改进，到现在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再创新，我国已形成了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连续挤压关键技术

体系，并已具备国际先进水平，在某些方面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目前连续挤压技术产业化生产的产品只局限于纯铜和微合金

化的锡铜、镁铜、银铜等系列，而对于广大市场需求的铜铬系合金、

铜铁磷合金、铜镍硅合金等还处于实验室阶段，目前还无法提供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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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需要的大长度、性能均一的铜合金杆坯。在采用连续挤压工艺产

业化生产铜合金而言，还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 

4 产业和社会影响分析 

与传统的生产工艺相比，连续挤压技术取消了加热、热轧、拉拔

等工序，不仅缩短了工艺流程、而且大幅度缩短了生产周期、降低了

产品的单位能源消耗。连续挤压将压力加工中无用的摩擦力转变为变

形的驱动力和加热源，节能效果显著，符合低碳经济的要求。以铜板

带为例，连续挤压技术生产铜带每吨消耗的电能比传统工艺相比减少

500 千瓦时以上。同时，连续挤压整个过程都在密闭的水封状态下进

行，产品经过挤压出来后经防氧化管直接进入冷却槽冷却，表面光洁，

无氧化皮产生，无需铣面，无需酸洗，在生产过程中，基本不产生废

气、废水，可以完全达到国家环保要求，改变了有色金属加工企业生

产现场的脏乱差问题，对企业绿色制造目标的实现做出的贡献巨大，

也为将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环保基础。 

连续挤压技术从铝包覆电缆到铜加工的应用，走过了二十余年的

历程，其稳定良好的产品质量，简单高效的生产流程，绿色环保低耗

的工艺技术以及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控制等优势使其快速、全面的在铜

加工行业中推广，尤其是在电工无氧铜材加工领域，几乎完全取代了

凡是能够采用连续挤压生产的所有传统的铜加工方法（铜带、箔部分

取代），而且在铜材加工的其它领域，连续挤压技术和装备都得到了

良好的推广和应用。连续挤压技术的不断创新，造就了两个具有国际

竞争优势的制造产业——连续挤压设备制造产业和连续挤压工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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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产业（铜加工），为中国有色金属加工行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5 我国实际发展状况及趋势 

在我国，CONFORM 连续挤压的研究与引进，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先后从英国 Holton 公司和 Babcock 公司引进了多台连续挤

压生产线，当时主要用于电冰箱铝管的生产。为了加快消化吸收的进

程，将铝连续挤压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研究列为“七五”国家重点科

技攻关项目，由中南工业大学、大连铁道学院等单位承担。该研究如

期顺利完成，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在此基础上，大连铁道学院成

立了连续挤压工程研究中心，成为我国唯一专门从事连续挤压和连续

包覆技术的研究机构和制造基地，对该技术进行了系统、深入和开创

性的研究工作。同时昆明理工大学、中南大学、上海电缆厂等科研单

位的科研人员围绕 CONFORM 连续挤压工艺与设备开展了一系列的

理论研究，大大地推动了连续挤压技术在我国的应用。 

与 CONFORM 连续挤压工艺的进步以及设备的改造相比，关于

CONFORM 连续挤压过程中金属塑性变形行为的理论研究还很不完

善。尤其在铜合金连续挤压技术上，还有待进行进一步的突破。 

6 技术研发障碍及难点 

连续挤压技术制备铜及铜合金具有较好的工业前景，但受限于模

具寿命及易氧化合金原料的制备技术上。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开

发适合于高性能易氧化铜合金的高效连铸技术及装备进行原材料的

配置，再者进行高寿命连续挤压模具材料的研究及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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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挤压技术制备铜合金在工艺和工程技术等方面还有诸多问

题需要解决。连续制备含有 Cr、Zr 等元素的高性能铜合金坯料目前

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攻关，如何高效地制备含有易氧化元素的高性能铜

合金坯料目前还是一个技术难点。为了使该工艺过程在工业化生产经

济上更可行，需要对高寿命模具材料进行进一步的设计及开发。 

7 技术发展所需的环境、条件与具体实施措施 

首先，连续挤压技术适宜于进行连续化的有色金属材料加工。随

着我国高速铁路、电力电子等领域对于原材料连续化无缺陷的需求，

随着连续挤压技术进一步的成熟，有望在各领域逐步取代传统的挤压

技术。 

其次，连续挤压技术的发展颠覆了传统工艺对行业的界定，具有

较大发展空间。连续挤压工艺可以生产铜线、棒、排、板、带、箔，

甚至铜管。其工艺特征是：上引-连续挤压+下道不同加工，从而生产

不同的产品。既可以直接出产品，也可以生产坯料为下道加工做核心

铺垫，因此，应用面被极大扩展。只要对下道加工的引进和适用性改

造，就可以实现产业的应用。比如连续挤压可以直接出部分铜扁线和

铜排，作为产品直接使用，也可以作为坯料生产异形材和铜带，乃至

铜箔和铜管。所以，只要创新和应用好连续挤压技术，可以实现跨行

业的发展，突破现有装备和技术的行业局限性，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 

高性能铜合金是重要的有色金属材料，在装备制造业、航空航天、

电子通信、电气化轨道交通等高科技行业有重要配套和支撑作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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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国对高强高导铜合金均有较高刚性需求。国内主要采用真空熔炼

的方式进行生产含有易氧化元素的高强高导铜合金材料，无法满足对

大长度、性能均匀的线材、带材等产品的需求，不能满足我国在航空

航天、高速铁路、电子工业等重点领域的应用。因此，十分有必要开

发以市场需求的连续化生产的电线电缆铜合金内导体、大规模集成电

路引线框架材料、高性能电阻焊电极材料等系列合金产品，通过以非

真空熔铸技术、连续挤压技术、形变热处理技术为核心的高性能铜合

金规模化生产技术的研究和攻关，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制备新技

术和系列产品，填补我国在该领域研究空白，满足我国蓬勃发展的电

力、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领域对高性能铜合金材料日益旺盛的需求。 

8 技术发展历程、阶段及产业化规模的预测 

CONFORM 连续挤压的研究与引进，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

先后从英国 Holton 公司和 Babcock 公司引进了多台连续挤压生产线，

当时主要用于电冰箱铝管的生产。1998 年亚洲线缆会议上，BWE 公

司发表了关于利用连续挤压技术生产铜扁线的文章，展示了连续挤压

技术在铜加工方面应用的广阔前景。2004 年前后，铜扁线的连续挤

压开始在我国投产应用。2017 年，在铜扁线领域，连续挤压技术已

基本取代传统挤压技术。如能突破对于合金的连续挤压，预计 2022

年可用连续挤压技术连续生产铜合金达上万吨，如易氧化铜合金坯料

能够解决，预计 2025 年使用该技术可连续生产各类铜合金材料达 10

万吨，经济效益可观。 



 

栏 目 说 明 

前沿动态栏目主要报道国外政府、智库、高校及公司等在颠覆性

技术方面的规划及最新进展；观察思考栏目重点刊登颠覆性技术战略

研究各课题组阶段成果和认识；观点荟萃栏目主要刊登与颠覆性技术

有关的观点和看法，特别是期望刊登多种不同观点的争鸣，重在引发

讨论。观察思考和观点荟萃栏目内容要求为原创作品。 

如需引用本刊文章，请与作者联系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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