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名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公示 

项目名称 塑料加工过程的形态控制与多层次结构 

提名单位 教育部 

提名单位意见：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提名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

均符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的填写要求。 

按照要求，我单位和项目完成单位都已对该项目的拟提名情况进行了公示，目前

无异议。 

该项目采用先进表征方法对高分子加工过程的形态学、结晶学、共混热力学与动

力学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阐明了塑料材料加工过程中强剪切场、稳态拉

伸场等在温度场的耦合作用下的多层次结构形成和发展规律与形态控制机理，取得了

一系列重要发现；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设计塑料加工装置中剪切场、拉伸场与温度

场的耦合作用方式，发展了新的塑料加工装置和加工技术对制品的结构和形态进行有

效控制，从而提高我国塑料加工过程中多层次形态结构控制的能力，突破了高性能汽

车保险杠以及锂离子电池隔膜等的理论认识和技术手段的障碍。 

项目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与认可，促进了我国高品质塑料制品制

备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有利地促进了高性能汽车保险杠的发展以及锂离子电池隔膜的

国产化，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照国家自然科学奖的授奖条件，提名

该项目申报 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项目简介： 

项目属机械工程学科中的“塑性加工工艺与设备”领域。 

塑料材料经过30余年的迅猛发展，其应用领域也已经触及人们生产生活和国民经

济的各个领域。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和塑料工业的快速发展，对塑料制造业在基本的

“赋形”之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塑料材料加工过程中复杂外场耦合作用下的多层

次结构的形成发展与形态控制是制约塑料制造工业发展的重要理论瓶颈之一，也一直

是世界范围内塑料制造业和科研工作者力图解决的难点。这一问题，曾严重制约了我

国在高档塑料制品如高性能汽车保险杠、高性能锂离子电池隔膜特别是动力电池隔膜

等的发展，使我国在相关领域长期受制于发达国家，也阻碍了我国汽车工业轻量化进

程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突破。 

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复杂耦合外场的解析，以及组成复杂耦合外场的剪切流场、

拉伸流场等与温度场共同作用下的多层次结构的形成发展规律与形态控制理论。为

此，我们采用先进表征方法对高分子加工过程的形态学、结晶学、共混热力学与动力

学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分别阐明了塑料材料加工过程中强剪切场、稳态

拉伸场等在温度场的耦合作用下的多层次结构形成和发展规律与形态控制机理，在此

基础上，创新性地设计塑料加工装置中剪切场、拉伸场与温度场的耦合作用方式，发

展新的加工装置和加工技术对制品的结构和形态进行有效控制，从而提高我国塑料加

工过程中多层次形态结构控制的能力，突破了高性能汽车保险杠以及锂离子电池隔膜

等的理论认识和技术手段的障碍，取得了如下科学发现： 

（1）在加工过程的强剪切作用下，发现聚烯烃的结晶形态由球晶形态转变为各

种形式的取向结晶形态；发现随着剪切作用强度的变化，制品皮层到芯层的加速剥离

和层状纳米粒子诱导的剪切放大效应；发现聚合物原位微纤网络可有效抑制模塑制品

皮芯结构；系统地阐明了剪切场作用下，聚合物模塑制品取向结构和取向结晶等形态

结构的形成规律和调控机理； 

（2）在加工过程的稳态拉伸流场下，发现聚合物原位微纤化现象，阐明了原位

微纤形态结构的调控原理和加工外场和原位微纤共同作用下结晶聚合物的结晶成核

机理；为聚合物加工过程中的高性能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3）系统阐明了聚合物加工过程中长时高效剪切、稳态多级拉伸、剪切拉伸复

合复杂外场中串晶、横晶和取向片晶的可控形成机制；发现剪切诱导聚合物共混物体

系的相容或相分离的新原理和脆-韧-脆的转变规律，从而有效解决的高性能汽车保险

杠的结构调控问题；发现采用多级纵拉技术调控形变区域可有效提高薄膜拉伸成孔的

均匀性，并发展了多级纵拉以有效提高薄膜成孔性能的成套设备和技术方法，突破了

锂离子电池隔膜国产化的理论和技术瓶颈。 

8篇代表性论文被SCI 他引577次，多篇综述介绍了本项目成果。国内外著名研究

单位如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康奈尔大学、阿克隆大学等和中国

多个单位正面引用和评述了项目研究成果。研究论文2008年获国际著名高分子期刊

Polymer 优秀论文奖，2007年获中国化学会高分子科学邀请报告荣誉奖。有关微纤化

塑料合金的论文被美国"Plastics & Elastomers"网站，"Encyclopedia.com"网站，

"SpecialChem"网在R&D highlights 中报道，国际同行认为是 "Technologies that 



might soon impact your industry"。这些理论成果直接支撑了高性能汽车保险杠和

高性能锂离子电池隔膜等产品生产。研究成果获2010 年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客观评价： 

发 现 点 1 的 3 篇 代 表 论 文 被 包 括 国 际 知 名 杂 志 Prog. Polym. Sci. 、 

Macromolecules等国际著名杂志在内的SCI 期刊正面他引317 次。他引单位包括多个

国家和研究机构（如Univ Bayreuth, Montreal Univ, Univ Lyon, Univ Kaiserslautern

等）以及中国的18个单位（如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

学、天津大学等）。该项目在国际上较早开展三元纳米复合材料相形态、纳米填料网

络及力学改性的研究工作，全世界二十多个课题组在该研究成果的启发下开展三元纳

米复合材料相形态调控的相关研究，包括：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聚合物加工首席专

家、里昂大学P.Cassagnau教授，加拿大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协会主席、蒙特利尔大学

B. D. Favis教授，德国凯泽斯劳滕大学R.Thomann教授 ，德国拜罗伊特大学Axel 

Muller教授，比利时蒙斯大学P. Dubois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P.S. Clegg教授，日

本本田汽车研发所Hiroyuki Mae研究员，美国德州农机大学J.C. Grunlan教授等高分

子材料与加工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 

美国工程院院士、Texas大学D.R.Paul教授的综述文章（Polymer 2008,49,3187）

引用该项目研究工作指出“Nanoscale SiO2 particle ...where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phase dimensions ...”(...纳米SiO2粒子使得PS/PP共混物中PS相区

尺寸明显降低”)；著名的聚合物加工流变专家、里昂大学P. Cassagnau教授在综述

（Polymer 2009,50,1333）中引用指出“...after passing an optimum morphology, 

increasing the mixing time results in ...is thought to be kinetically 

controlled in that case”（在达到最佳的分散效果后，增加后续混合时间会造成

PS分散相粗化 ...此过程受动力学机制控制）；加拿大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协会主席、

蒙特利尔大学Basil D. Favis教授在论文（Polymer 2015,77,156）中引用指出， “The 

localization of solid particles ...through the formation of a 3D network of 

the particles ...”（固体粒子局部聚集在分散相中并形成3D粒子网络结构，会提

高分散相的连续性”；法国Alès高等矿业学院A.Taguet教授在综述（Prog.Polym.Sci. 

2014,39,1526）中专门把MMT填充PA/EPDM以及纳米SiO2填充PP/EPDM的两个体系的数

据绘制到一个新的图中，用很长篇幅详细分析比较了纳米片层与纳米球粒改善高分子

共混物冲击韧性的效果。 

日本聚合物加工协会会长M. Fujiyama教授在他的综述论文“ポリプロピレソ射

出成型品の構造の物性”用了较大篇幅介绍代表性论文3的研究成果。 

发现点2的2篇代表性论文被包括国际知名杂志被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ACS Macro Lett、Macromolecules、Composi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等高分子领域知名杂志正面SCI他引125次。他引单位Univ Calif Davis，Pittsburg 

State Univ，Univ Minnesota，Tech Univ Kaiserslautern，Univ Kaiserslautern

等国外机构和中国的28 个单位（如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香

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东华大学等）。所发明

的“挤出-热拉伸-淬冷”技术被德国凯泽斯劳成大学AK Schlarb 教授，美国加州大

学戴维斯分校G Sun教授，葡萄牙米尼奥大学ZZ Denchev 教授等在内的国内外十余单

位的课题组用于制备微纤化增强塑料合金；提出的流动场和微纤网络存在下聚丙烯结



晶的微纤辅助诱导成核获得纽约州立大学B. Hsiao 教授，复合材料国际联合会院士、

德国凯泽斯劳成大学K. Friedrich 教授，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G. Marom 教授，香港

科技大学C.M. Chan 教授等国内外众多同行的认同和多次引用。 

发现点 3的 3篇代表性论文被包括国际知名杂志 Prog. Polym. Sci.、 

Macromolecules、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Compos. Sci. Technol.等国际著

名杂志在内的SCI 期刊正面他引135 次。他引单位包括多个国家的研究机构如Univ 

Freiburg, Univ Mons, Gebze Inst Technol和中国的18 个单位（如中国科学院、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台湾青云大学等）。注塑成型

过程中利用剪切场引起橡胶相取向及相容性变化制备超级聚烯烃（超韧、超强）的研

究工作得到了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肯定及好评，如德国弗莱堡大学R. Mulhaupt教

授、意大利罗马大学M. Barletta教授、比利时蒙斯大学P. Dubois教授、土耳其盖布

泽理工学院H.Y. Erbil教授、台湾青云大学S. Hwang教授等。如Freiburg大学R. 

Mulhaupt教授在其论文Macromoleucles 2016,49,8048中指出“… (DPIM)…afford 

self-reinforcement at the expense of reduced resource- and ecoefficiency as 

compared to classical injection-molded polyolefins”（动态保压技术提供了自

增强效果，与传统的注塑成型聚烯烃比较可降低对资源及环境的消耗）；台湾青云大

学S. Hwang教授在其论文（Inter. Commun. Heat Mass Transfer 2013,39,383）中

指出“Fu et al. studied … HDPE/EVA blends. … control the phase separation, 

molecular orientation, and crystal morphology … obtain high tensile and high 

impact strength. … result from the elongated EVA particles aligned with the 

flow direction”（傅等人控制HDPE/EVA共混物的相分离、分子取向和晶体形貌获得

高拉伸、高冲击强度，这是由于EVA粒子沿着流动方向发生了伸展变形”。 

在多流体多次注射成型成型高密度聚乙烯制品中发现的结构十分规整的

shish-kebab 结构也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美国Virginia Tech 大学Kiran E 教授

在他们的工作【 Polymer 49 (2008) 1853】指出“It should be noted that 

crystallization of a different polymer (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 in 

gas-assisted injection molding that was reported recently displays lamellar 

growth patterns that show strikingly similar attributes to the lamellar edge 

patterns……Here the authors attributed the orientational features to shear 

effects.”。法国University of Savoie 教授Mélé P 教授也在他们的工作【J. 

Micromech. Microeng. 19 (2009) 025023】中引用本项目研究成果“When the melt 

is submitted to shear, the macromolecular chains tend to align and stretch 

along the shear direction [18]”。西班牙Universidad Politécnica de Valencia 

教授Cases F 也在他们的工作【Synthetic Metals 160 (2010) 99】中将他们所发现

的结构与我们的工作进行了对比：“Another similar structure that has been 

mentioned for polymers in bibliography is the shish-kebab structure. This 

morphology has been obtained for 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 [40] or……”。 



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 

1. 论文专著名称：The role of clay network on macromolecular chain mobility 

and relaxation in isotactic polypropylene /organoclay nanocomposites，刊名：

Polymer，作者：Wang, K; Liang, S; Deng, JN; Yang, H; Zhang, Q; Fu, Q; Dong, 

X; Wang, DJ; Han, CC，影响因子：3.684，年卷页码：2006 年47卷 20 期7131-7144 

页，发表时间：2006 年9月20 日，通讯作者：Fu, Q，Wang, DJ，第一作者：Wang, K，

国内作者：傅强，王笃金，王柯，梁思，邓瑾昵，杨红，张琴,，董侠，韩志超，SCI

他引次数：131，论文署名单位是否包含国外单位：否 

2. 论文专著名称：Largely improved toughness of PP/EPDM blends by adding 

nano-SiO2 particles，刊名：Polymer，作者：Yang, H; Zhang, XQ; Qu, C; Li, B; 

Zhang, LJ; Zhang, Q; Fu, Q，影响因子：3.684，年卷页码：2007 年48卷 3 期860-869 

页，发表时间：2007 年1月26 日，通讯作者：Fu, Q，第一作者：Yang, H，国内作

者：傅强，杨红，张笑晴，渠成，李博，张丽娟，张琴，SCI他引次数：122，论文署

名单位是否包含国外单位：否 

3. 论文专著名称：Suppression of skin-core structure in injection-molded 

polymer parts by in situ incorporation of a microfibrillar network，刊名：

Macromolecules，作者：Zhong, G. J.; Li, L. B.; Mendes, E.; Byelov, D.; Fu, 

Q.; Li, Z. M.，影响因子：5.835，年卷页码：2006 年39卷 19 期6771-6775 页，

发表时间：2006 年9月19 日，通讯作者：Li, Z. M，第一作者：Zhong, G. J.，国

内作者：李忠明，钟淦基，李良彬，傅强，SCI他引次数：64，论文署名单位是否包

含国外单位：是 

4. 论文专著名称：In-situ microfiber reinforced composite based on PET and PE 

via slit die extrusion and hot stretching: Influences of hot stretching ratio 

on morphology and tensile properties at a fixed composition，刊名：Polymer 

Engineering and Science，作者：Li, ZM; Yang, MB; Xie, BH; Feng, JM; Huang, 

R，影响因子：1.449，年卷页码：2003 年43卷3 期615-628页，发表时间：2003年3

月，通讯作者：Yang, MB，第一作者：Li, ZM，国内作者：杨鸣波，李忠明，谢邦互，

冯建民，黄锐，SCI他引次数：58，论文署名单位是否包含国外单位：否 

5. 论文专著名称：Transcrystalline morphology of an in situ microfibrillar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poly(propylene) blend fabricated through a slit 



extrusion hot stretching-quenching process，刊名： Macromolecular Rapid 

Communications，作者：Li, ZM; Li, LB; Shen, KZ; Yang, W; Huang, R; Yang, MB，

影响因子：4.265，年卷页码：2004 年25卷4 期553-558页，发表时间：2004 年2月

20 日，通讯作者：Li, ZM，Yang, MB，第一作者：Li, ZM，国内作者：李忠明，杨

鸣波，李良彬，申开智，杨伟，黄锐，SCI他引次数：67，论文署名单位是否包含国

外单位：否 

6. 论文专著名称： Super polyolefin blends achieved via dynamic packing 

injection molding: the morphology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HDPE/EVA 

blends，刊名：Polymer，作者：Na, B; Zhang, Q; Fu, Q; Zhang, G; Shen, KZ，

影响因子：3.684，年卷页码：2002 年43卷 26 期7367-7376 页，发表时间：2002 年

12月5 日，通讯作者：Fu, Q，第一作者：Na, B，国内作者：傅强，那兵，张琴，张

弓，申开智，SCI他引次数：72，论文署名单位是否包含国外单位：否 

7. 论文专著名称： Hierarchical crystalline structure of HDPE molded by 

gas-assisted injection molding，刊名：Polymer，作者：Zheng, G. Q.; Huang, L.; 

Yang, W.; Yang, B.; Yang, M. B.; Li, Q.; Shen, C. Y.，影响因子：3.684，年

卷页码：2007 年48卷19 期5486-5492 页，发表时间：2007 年9月10日，通讯作者：

Yang, M. B.，第一作者：Zheng, G. Q.，国内作者：杨鸣波，郑国强，黄莉，杨伟，

杨斌，李倩，申长雨，SCI他引次数：47，论文署名单位是否包含国外单位：否 

8. 论文专著名称：Por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β nucleated polypropylene 

stretched membranes，刊名：RSC Advances，作者：Wu,T; Xiang, M; Cao, Y; Kang, 

J; Yang, F，影响因子：3.108，年卷页码：2014年4卷69期36689-36701页，发表时

间：2014年7月31日，通讯作者：Yang, F，第一作者：Wu,T，国内作者：杨锋，吴桐，

向明、曹亚、亢建，SCI他引次数：16，论文署名单位是否包含国外单位：否 



主要完成人情况：  

1. 傅强，排名 1，院长，教授，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完成单位：四川大学，是该项

目的主要负责人，对发现点 1、3 均有重要贡献，负责项目总体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案

的制定、组织关键技术难点的攻关，并具体指导本项目的各项研究工作。发现注射制

品中聚丙烯与聚乙烯中的附生结晶形态、剪切引起加速剥离和剪切放大等现象，对推

荐书重要科学发现中所列第一发现点和第三发现点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即是第 1、2、

3、6 篇代表论文的作者。 

2. 李忠明，排名 2，四川大学双一流办公室主任，教授，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完成

单位：四川大学，是该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对发现点 1、2均有重要贡献，发明"挤出

-热拉伸-淬冷"技术、发现了纤维和流动场共同诱导聚丙烯结晶的"纤维辅助诱导成核

"机理。对推荐书重要科学发现中所列第一发现点和第二发现点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即是第 3、4、5 篇代表论文的作者。 

2. 杨伟，排名 3，副院长，教授，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完成单位：四川大学，是该

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对发现点 2、3 有重要贡献，参与纤维和流动场共同诱导聚丙烯

结晶的"纤维辅助诱导成核"的研究工作以及基于气体辅助注射成型的多流体多次注

射的研究工作，发现气辅注射成型过程中高压穿透引起的独特物理作用以及对聚合物

及其共混复合材料形态和性能的影响，对推荐书重要科学发现中所列第三发现点做出

了重要贡献，即是第 5、7篇代表论文的作者。 

4. 杨鸣波，排名 4，教授，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完成单位：四川大学，是该项目的

主要完成人，对发现点 2、3 均有重要贡献，发明"挤出-热拉伸-淬冷"技术、发现了

纤维和流动场共同诱导聚丙烯结晶的"纤维辅助诱导成核"机理。对推荐书重要科学发

现中所列第一发现点和第二发现点做出了重要贡献，即是第 4、5、7 篇代表论文的作

者。 

5. 向明，排名 5，教授，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完成单位：四川大学，是项目的主要

完成人，参与聚烯烃塑料在拉伸和剪切作用下的多层次结构，发展独特的多级纵向拉

伸工艺（一级高温慢速拉伸实现球晶间形变、二级低温快速拉伸实现球晶内形变，从

而有效的提高拉伸薄膜的成孔均匀性）。对推荐书重要科学发现中所列第三发现点做

出重要贡献，是第 8篇代表论文的作者。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傅强教授 1997 年底回到四川大学，获得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从事聚合物加工

过程中形态控制与多层次结构的研究，与高分子学院塑料加工系的杨鸣波教授、李忠

明教授开展合作研究，2002年杨鸣波教授的研究生杨伟硕士毕业留校参加工作后加入

团队，共同进行聚合物加工过程中形态控制方面的研究。2006年，因为基础研究成果

产业化的需要，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的向明教授加入该团队进行产业合作。2012年，

基于五位完成人的合作基础，完成人和四川大学另外几名教授共同申报自然科学基金

委创新群体项目获得通过，傅强教授作为创新群体负责人。直至项目完成日 2014年 7

月 31 日，五位完成人一直进行全方位的合作，作为创新群体团队进行合作，合作方

式包括论文合著、共同立项、共同获奖、产业合作等多种合作方式。合作者在本次报

奖的排名依次为：傅强、李忠明、杨伟、杨鸣波、向明。代表性的合作成果为下列 2

篇论文、创新群体拨款证明、企业应用证明，证明材料见附件。 

 

1、Li, ZM（李忠明）；Li, LB；Shen, KZ；Yang, W（杨伟）；Huang, R；Yang, MB*

（ 杨 鸣 波 ） ,Transcrystalline morphology of an in situ microfibrillar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poly(propylene) blend fabricated through a slit 

extrusion hot stretching-quenching process, Macromolecular Rapid 

Communications, 2004, 25(4),553-558页 

2、Yan, DX; Ren, PG; Pang, H; Fu, Q (傅强); Yang, MB (杨鸣波); Li, ZM *(李

忠明)， Efficient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shielding of lightweight 

graphene/polystyrene composite，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2012,22(36), 

18772-18774 

 



知情同意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