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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成立
        2019年10月14日，上海科技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智造系统工程中心（CASE）经过一年
多的筹建，正式启动。上海科技大学校长江绵恒，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施尔畏，上海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鲁雄刚，副教务长江舸，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秦健，总经理叶峻，以及来自中外工业界、学术界的多位专家共同出席了启动
仪式。
        江绵恒校长在仪式上致辞并指出，制造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数据、物联、智能和5G等
信息技术元素的融入将深度重塑供应链与生产线。上科大因应形势，成立智造系统工程中心，
将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和物质科学等学科优势，通过多学科集成研发产业链数字化关键技术，突
出创意，为智能制造新业态的发展和普及提供可借鉴的案例。他强调了智造系统工程中心
(Center for Adaptive System Engineering）英文名中的Adaptive一词，正是希望中心能
与时俱进、积极应对，用创意融合各院所交叉学科资源，同时明确目标与方向，加强与产业界
合作，为制造业升级提供优质技术与服务。

江绵恒校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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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造系统工程中心的成立获得了上海联和
投资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党委书记、董事长
秦健在致辞中对中心的启动表示祝贺，他指出，
智造系统工程中心是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与
科研单位创新合作模式的全新尝试，旨在为科
创成果转移转化探索出更好模式。智造系统工
程中心主任杨锐向校领导、院领导、上海联和
投资有限公司，以及所有参与中心筹建的老师
表示诚挚的感谢，并简要介绍了中心的近期工
作计划。他表示，中心将顺应制造业发展趋势，
突出需求导向，以数字化推动材料、设计与制
造融合，建设有特色的智造技术平台。随后，
江绵恒校长与秦健董事长共同为智造系统工程
中心揭牌。

CASE揭牌仪式

秦健致辞

与会嘉宾合影

杨锐致辞

自适应打印实验室的研究内容

2.1. 发展历程

2.2. 实验室建设

       为服务国家科技创新的总体战略和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结合张江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集群和张江国家实验室的重大项目平台优势，聚焦
智能制造领域应用型研发和人才培养，上海科技大学于2018年秋季开始筹
建智造系统工程中心。
       中心重点开展在材料、物理、自动控制、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机械
工程交叉基础上的集成应用创新和产业孵化，聚焦智能制造领域的前沿性、
颠覆性技术开发和应用，致力于高端动力装备、航空航天、汽车、医疗器械
等领域制造过程中的构筑材料设计、3D打印材料研发、多尺度增材制造机
理与工艺、精密检测、智能装配、表面工程、自适应修复、制造大数据生态
系统等核心技术方向；建立以产品性能为导向的闭环控制基础理论，探索从
几何精度驱动的传统制造迈向物理性能驱动的数字化制造的理论体系，形成
以材料与制造为核心的系统构架和技术方法；构建基于数据、物联网、全制
造流程闭环反馈的自适应制造系统，形成可输出的示范性高端智造通用技术
平台，致力于高端制造与设计、创意艺术领域的融合性突破创新。
       智造系统工程中心位于上海科技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占地面积 1150
平方米，至2020年12月已经建成自适应打印实验室、精密检测实验室、智
能装配实验室、增材制造工程应用实验室。现有教职员工13人，包括特聘
教授2名，助理教授1名，研究员3名，科研教辅人员7名；在读研究生23名。

·   自适应打印实验室
       基于材料和设计创新的高性能、复杂金属构件激光增材制造
及显微结构表征实验室，致力于镍基合金、高强铝合金、钛合金、
钴基合金、不锈钢等金属材料的零件级增材设计、打印及性能表
征，以及下一代高性能复合双相构筑材料的设计、3D打印及性能
表征。实验室现有设备包括SLM 280金属3D打印机两台,TESCAN 
MIRA4场发射扫描电镜一台(配有牛津仪器Symmetry2超快高灵
敏EBSD探头和EDS探头，Kammrath & Weiss原位高温拉伸/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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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台），莱卡光学显微镜一台，马尔文Mastersizer 3000粒度仪一台， LaVision StrainMaster
全场应变测试系统，真空热处理炉、马弗炉各一台，FormLAB Form2 SLA 3D打印机一台, FDM 
3D打印机2台, 以及包括Struers Tenupol-5电解双喷仪、Struers LectroPro-5电解抛光蚀刻仪、
Struers LaboForce-100自动磨抛机、线切割等在内的金相和电镜样品制备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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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打印实验室主要设备

       精密检测实验室致力于面向大型、复杂产品与构件的制造、装配过程与质量控制的精密检测
方法、传感技术与仪器的研发与平台化；围绕三维数字化测量体系、微观与介观缺陷无损检测、
精密测量设备研发展开工作，重点研发大型复杂结构件精密检测与数据融合技术、加工偏差分析
与闭环控制、变形检测与装配补偿，装配过程在线检测、传感与智能化技术，制造与再制造过程
在线检测、传感与智能化技术，数字化检测数据管理技术，缺陷检测技术等。现有设备包括
Hexagon三坐标测量机、Leica绝对关节臂、Leica激光跟踪仪，Creaform三维激光扫描设备、
Chenway数字摄影测量设备、Ritec RAM-5000 SNAP高能非线性超声设备、锁相红外热成像
无损检测系统等。

·   精密检测实验室

       智能装配实验室致力于机器人硬件系统平台化、智能化建设，专注于机器人的自动化检测、
运动精度实时检测、精确加工、物料识别与分拣、智能巡检、人机协作装配等技术研发。 现有
KUKA KR210工业机器人2台、KUKA LBR iiwa自主移动型复合机器人1台、UR 10 协作机器
人2台、 Google AR Glass 3套。

·   智能装配实验室

精密检测实验室主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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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材制造工程应用实验室

       增材制造工程应用实验室着重开发高温合金、陶瓷类材料零件级的结构功能一体化设计、增
材制造工艺与性能表征，以及增材制造技术在动力装备再制造领域的技术。目前有3D Ceram 
C900陶瓷打印机一台、基于机器人的环境箱激光熔覆设备一台。

KUKA 工业机器人 IIWA自主移动型复合机器人

UR 10协作机器人

智能装配实验室主要设备

增材制造工程应用实验室主要设备

2.3. 人员状况

       CASE现有教职员工13人，包括特聘教授2名，助理教授1名，研究员3名，科研教辅人员7名。

专业背景涵盖材料、机械、应用光学、工程热物理、光电信息科学、精密仪器、机器人与自动化。

智造系统工程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1992年博士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材料科学专业。
材料技术专家，长期致力于轻质高强、高温金属材料及其近净成形技术研究，研发的新
材料和部件制造技术应用于航空、航天和深海领域国家重点工程。曾担任科技部973项
目“材料计算设计与性能预测基础问题”、“面向性能的材料集成设计的科学基础问题”
和“基于集成计算的材料设计基础科学问题”首席科学家。获授权发明专利64项（其中
美国专利2项）。
研究方向：发动机、医用、海洋用钛合金及复合材料计算设计、增材制造的材料设计与
材料性能数据库。
邮箱：yangrui@shanghaitech.edu.cn

杨  锐：

智造系统工程中心副主任、研究员，2001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材料科学
与工程专业，曾在日本国立材料研究所（NIMS）从事博士后工作。曾就职于通用电气中
央研究院，历任高级科学家、实验室经理、技术总监，GE中国智能制造技术中心总经理，
聚焦航空、能源、医疗设备等领域的先进制造技术，致力于高温合金防护涂层、表面强
化、材料的再制造等技术研发与工程应用，已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在中国、美国、欧
洲申请专利25项，已授权13项。
研究方向：表面工程，材料的再制造技术
邮箱：wuyn@shanghaitech.edu.cn

武颖娜：

CASE教职员工专业技术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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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造系统工程中心特聘教授，1994年博士毕业于美国University of Nabraska-Lincoln
制造工程专业。曾任GE中央研究院材料与制造方向全球总工程师，全球特种装备和工业
互联网技术专家，拥有30年以上特种加工工艺方向的科研、生产和管理经验，共获得55
项授权的国际专利，发表32篇技术文章。
研究方向：非传统制造技术、数字制造系统、工业互联网技术
邮箱：weib20188@outlook.com

魏  斌：

智造系统工程中心研究员，1995年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光学工程专业。加入上海科技大
学前为GE中央研究院、GE中国智能制造技术中心首席科学家；长期致力于激光与光学仪
器设计、光纤传感技术、激光及光电测试技术、机器人与工业自动化等领域的研究与开发。
研究方向：激光与光学仪器设计、检测技术、数字化装配、机器人与工业自动化
邮箱：xiegp@shanghaitech.edu.cn

谢广平：

智造系统工程中心研究员，2009年博士毕业于英国约克大学物理专业。加入上海科技大
学前，曾就职于ANSYS中国（担任资深工程师）和GE中央研究院（担任高级科学家）。
长期致力于金属增材制造工艺开发，工艺仿真，结构优化等领域的研究与开发。
研究方向：增材制造功能结构一体化设计，增材制造工艺仿真
联系方式：zhaizr@shanghaitech.edu.cn

翟梓融：

智造系统工程中心助理教授；2015年博士毕业于丹麦RISØ国家实验室材料工程专业，
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之前就职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长期从事高性能金属结构材料先进组
织表征和性能调控方向的理论与实验研究，主要涉及航空、深海和核电等领域广泛应用
的镍基高温合金、钛合金和钢等。在金属材料领域国际知名期刊发表文章20多篇（Acta 
Mater. 8篇）。在上海科技大学智造系统工程中心，主要致力于基于3D打印的构筑材
料多尺度设计与表征，以及面向发动机和内燃机的3D打印高温结构材料的组织表征与性
能调控。
研究方向：基于3D打印的构筑材料设计，高性能金属材料先进组织表征与性能调控
邮箱： zhangzhb1@shanghaitech.edu.cn

张振波：

智造系统工程中心副研究员，2009年博士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光电子专业。在加
入上海科技大学前，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曾就职于新加坡A*STAR
信息技术研究所（担任副研究员）和GE中央研究院（担任架构师）。长期致力于智能制
造数字化，数据平台架构，机器视觉及数据分析等领域的研究与开发。在传感领域国际
知名期刊及国际会议发表文章30余篇，国际专利两项。
邮箱：nina@shanghaitech.edu.cn

倪  娜：

智造系统工程中心高级工程师，2007年硕士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电子专业。在加
入上海科技大学前，曾就职于GE中央研究院（担任高级工程师）和中航通用电气民用航
电系统有限公司（担任主任工程师）。长期致力于机器人及其自动化，机器人检测与过
程控制，数字化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研究与开发。申请专利7项，已授权5项。
邮箱：yangtt@shanghaitech.edu.cn

杨婷婷：

智造系统工程中心助理研究员，2009-2020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获得材料科学与工
程专业学士、博士学位。曾参与工信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上海市科委和宝钢等单
位支持的科研项目，从事有关轻质高强材料的激光加工与数值模拟研究，发表论文8篇，
申请专利8项。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性能金属材料的激光加工制造、材料表征和性能优化，
涉及铝硅镀层热成形钢、大厚度低温金属的高效激光焊、镍基和钛基等高温合金的增材
制造、异种材料连接原理和原位力学性能测试等。
邮箱：linwh@shanghaitech.edu.cn

林文虎：

智造系统工程中心高级工程师，2012年硕士毕业于上海大学集成电路工程专业。在加入
上海科技大学前，曾就职于GE中央研究院和GE中国智能制造技术中心，担任高级工程师。
研发项目涉及增材制造、光电材料、表面工程、机械自动化和石油化工等领域。申请专
利16项，已授权4项。
邮箱：changhai@shanghaitech.edu.cn

昌  海：

智造系统工程中心高级工程师，2003年硕士毕业于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信号与信息处理
专业。在加入上海科技大学前，曾就职于上海无线电设备研究所、上海贝尔软件有限公
司和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等，担任高级工程师。长期致力于通信设备、
物联网设备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开发。研究方向是工业控制和自动化、嵌入式设备开发
等。申请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3项，外观设计1项。
邮箱：taozhf@shanghaitech.edu.cn

陶志锋：

智造系统工程中心助理工程师，2020年硕士毕业于中国民航大学航空器适航审定工程专
业。从事铝合金、镍基合金、模具钢等合金材料增材制造工艺开发、机械自动化等领域
的研究与开发，发表文章5篇。
邮箱：ouyao@shanghaitech.edu.cn

欧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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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造系统工程中心博士后，2019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博士期间从
事小型燃气轮机低污染燃烧室的设计研究，参与国家自然基金委、上海市科委、中科院
等部委的重点燃气轮机研发项目，博士论文工作在上海和兰透平动力技术有限公司完成，
并获得工程验证。发表文章3篇，申请专利8项。博士后期间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增材制造
过程中针对高温合金的熔池流动仿真以及微小型燃气轮机结构功能一体化3D打印零部件
设计。
邮箱：wangwh2@shanghaitech.edu.cn

王韦昊：

2.4. 任务与目标

       CASE在“十四五”期间的建设目标是建成具有显著影响力的柔性制造创新中心，致力于智
能制造装置和装备的产业孵化，以及制造业升级的“一站式”解决方案。科研重点有：
       · 能源动力、空天、医疗器械的核心部件智能制造技术，融合材料与制造，兼顾绿色与智能
       · 涵盖构筑材料、增材制造、检测与装配、再制造等核心智造技术，以及材料物理化学、机
械电子、光学工程、识别与诊断、数据库、机器学习、协同控制等学科生态建设与交叉集成
       · 配合创艺学院的智能设计方向，形成优势互补、交叉融合的创新平台
       · 尺寸和缺陷检测装置、新一代3D打印装备、自动化制造系统、数字化智造系统的产业孵化

2.5. 重点研究领域

2.5.1. 微燃机的整机智能制造

       以微燃机部件轻量化、制造智能化和为设计开拓更大想象空间、提高燃机综合效能为牵引，
分阶段实现零件简并、拓扑优化与点阵轻量化、现有材料可打印与新适印材料设计等目标，提供
智造示范，实现系列技术集成应用。

微燃机智能制造发展路径

2.5.2. 高性能材料全尺度构筑与工程应用

       基于增材制造技术，从纳观、介观到宏观全尺度构筑高性能多功能材料，结合高通量制造、
表征、测试和计算机深度学习，推动自适应打印高性能材料的可控制造和工程应用。

       针对通过激光选区熔覆（SLM）制备的CoCrMo合金开展多尺度结构表征和变形断裂机制的
系统研究。与316L不锈钢类似，CoCrMo合金的打印组织具有典型的胞状（cell）结构，胞状结
构界面上（cell boundary）富含Cr、Mo元素，且有Mo和Si的纳米颗粒。TKD的研究结果表明，
该胞状结构平均取向差约为1°。合金的塑性变形主要通过孪晶和应力诱发相变进行，而取向差低
的胞状结构对于机械孪晶和应力诱发相变的阻碍作用很小，因此相对于316L以位错为主导的变形
方式CoCrMo合金中的胞状结构对强度贡献较弱。应力诱发相变和孪晶导致的应变集中是裂纹产
生的主要原因，同时断裂与合金中的胞状结构有明显的关联。该研究致力于通过调控3D打印
CoCrMo的微观结构实现合金性能的优化。

高性能材料全尺度构筑研发路径

3D打印CoCrMo合金胞状结构、成分微区偏析以及断裂失效机制的示意图

2.5.2.1 3D打印COCRMO合金多尺度结构与变形断裂机制



1312

2.5.2.2 多功能梯度材料的构筑设计

       自然界的很多生物材料，如人体骨头等，由于具有精细的梯度结构而展现出优异的性能。在
工程结构材料中引入多功能梯度结构并实现可控制备，有望大幅度提升现有工程结构材料的综合
力学性能。目前关于结构材料的梯度结构设计主要通过一些表面处理技术实现，对材料和结构的
整体性能提升有限，且工程化应用推广困难。本研究通过调控合金材料的成分，构筑出具有多尺
度成分和组织梯度的多相材料。该梯度材料在变形过程中产生多阶段加工硬化，大幅提升了合金
的强度，且对于材料的塑性没有损害。该制备方法对于材料的尺寸和形状没有限制，可以用于制
备大尺寸结构复杂的结构件，具有重要的科学和工程应用价值。

2.5.3. 全生命周期数字化协同增材制造系统

       满足未来能源动力装备对增材设计和增材工艺提出的新要求，研发大幅面金属增材设备，具
备高度的工艺自适应性和质量一致性，实现与大数据相结合的分布式制造。

数字化协同增材制造研发路径

(A,B) 通过构筑设计的合金成分梯度；(C) 合金变形过程中的应变梯度；(D) 合金综合力学性能

典型三重周期性最小曲面结构
（在隐式建模开发架构下，可以高效地完成三重周期性最小曲面的几何建模，并能导入

有限元仿真数据（如应力、热和流体仿真结果），从而重构晶格的微观结构）

       在数学概念中，三重周期性最小曲面结构(TRIPLY PERIODIC MINIMAL SURFACE ,  简称
TPMS结构) 指的是平均曲率为零的曲面。它是应用在轻质多功能结构上的一种新方法。与以前的
蜂窝和栅格结构泡沫金属不同,TPMS结构由连续和光滑的壳组成,允许大的表面积和连续的内部通
道,可很好地避免应力集中。典型的TPMS包括：
Gyroid
cos(x)*sin(y)+cos(y)*sin(z)+sin(x)*cos(z)
Neovius
3*(cos(x)+cos(y)+cos(z))+ 4*cos(x)*cos(y)*cos(z)
SplitP
1.1*(sin(2*x)*cos(y)*sin(z)+sin(2*y)*cos(z)*sin(x)+ 
sin(2*z)*cos(x)*sin(y))-0.2*(cos(2*x)*cos(2*y)+cos(2*y)*cos(2*z)+ 
cos(2*z)*cos(2*x))-0.4*(cos(2*y)+cos(2*z)+cos(2*x))

       拟通过有限元仿真和试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开展针对多种类型的高强铝TPMS结构的机械性
能的研究。利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万能试验机、DIC应变测量系统评估打印样品的质
量和力学性能。借助仿真数值分析对周期/非周期结构在准静力压缩条件中的应力分布及失效模式
进行剖析。同样，考虑热处理工艺对结构的显微组织结构和硬度的影响。

2.5.3.1 三重周期性最小曲面结构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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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2 抗冲击吸能材料和结构的新概念设计

       理想的吸能材料应该具有轻质和高能量密度的特点，同时材料可以实现多次重复使用且吸能
效果不受加载速率影响。拟通过比较优化结构和原结构的吸能效果，实现优化结构的更高的比吸
能和更合理的材料布置。

2.5.3.3 基于低分辨图像特征提取的打印过程风险分析

       选区激光熔化工艺开发中，会使用低分辨率的黑白相机采集每层图像用以检测每层铺粉质量。
拟通过不同的机器学习算法，包括CNN、SVM和RF等，通过分析这些图片来探测打印过程中发
生的零件的翘曲。

零件打印边缘的轮廓提取及特征识别（通过不同连通域的搜索，提取零件打印边缘的
轮廓及完成特征识别，按照时间序列标记像素特征变化的趋势完成对翘曲数据的训练）

针对周期/非周期晶格的静力学分析（结果表明非周期晶格设计可有效降低最大应力
（从先前的43MPa降低至38MPa））

金属粉末在激光热源下的熔化、流动和凝固全过程仿真
（通过设置不同的热源模型和工艺参数，理解非稳态的多相耦合过程）

柔性检测与协同控制研发路径

       基于非稳态多相流、多物理场的数值仿真，针对金属增材制造中的熔池动力学开展介观形态
计算及微观组织结构演化的研究，以达到对不同材料在不同工艺参数下熔融—凝固过程的精确预
测。

2.5.3.4  基于熔池动力学仿真的SLM工艺优化研究

       随着“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提出，基于工业机器人的数字化加工系统在工业领域的重
要性迅速上升，然而，工业机器人现有的绝对定位精度还不足以满足精密加工领域的需求。 另一
方面，工业机器人随着服役年限的上升运动精度逐渐下降，如何有效监测工业机器人精度是一个
亟待解决的问题.

2.5.4.1  机器人精度检测技术

       发展基于激光、红外、超声成像等原理的尺寸检测与缺陷识别技术，开发高速算法，构建敏
捷反馈的自适应控制系统，研发针对多种极限环境的多尺度检测工业装置。

2.5.4.  柔性检测与协同控制工业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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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针对工业机器人精度的实际需求，正在研制机器人精度视觉监测设备，可以应用于成规
模的使用机器人生产的产线，用于监测机器人的精度衰退。也可以作为机器人系统在线精度补偿，
提高工业机器人的绝对定位精度，以适应机器人精密加工的要求。该设备利用立体视觉成像系统
检测目标靶标位置，从而监测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的绝对定位精度。目前已完成初始方案设计、立
体视觉成像系统标定算法、打光方案设计、靶点位置计算算法等可行性验证。当前可行性验证方
案的位置精度在+/-0.12mm之内，预计该设备原型机目标精度将位置精度可以控制在 +/-0.05
mm之内。后续该设备将会完成原型机开发，进一步优化相机排列位置，完善目标靶球设计，提
高算法精度与响应性，开发原型机软件及相关工具。

机器人精度视觉监测系统当前检测精度

机器人精度视觉监测系统示意图

靶点位置检测与系统多相机标定

机器人激光自动化手眼标定系统

       随着机器人在测量与精密制造等方向的应用推广，线激光作为重要的传感器被用于机器人系
统中。但如何能够精准的手眼标定是其关键问题，传统的机器人手眼标定方法示教点较多，对示
教点要求高，精度低，制约了相关应用的推广。
       CASE针对线激光在机器人系统中的手眼标定问题，拟研发全自动的机器人激光器手眼标定系
统。该系统提供的机器人手眼标定方法计算量小，全自动标定，无需精准示教，可以对手眼坐标
系各轴的精准控制的标定精度。经济性高，人力成本低，可大大提高标定工作的效率，在工厂现
场与实验室等多种环境中均可广泛应用。目前已完成原型机的软硬件的开发，根据两个粗略的示
教点，即可完成六轴的自动标定，标定精度0.2mm/0.1度之内。该系统已申请相关专利一项，后
续会继续优化标定块向更轻量化发展，同时进一步提高算法精度与效率。

2.5.4.2  机器人激光自动化手眼标定系统

       当前CASE有多种不同品牌的机器人及若干种不同品牌的传感器，如何能够更高效的完成相关
机器人应用的开发，提高代码的复用率与鲁棒性是实验室初期建设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CASE根据高校实验室的特点，选择采用机器人操作系统(ROS)作为统一的开发平台。开发了
基于ROS系统的双目视觉智能分拣系统。该系统融合了双目视觉、机械臂控制、路径规划、与人
工智能技术，可以自动识别物体种类，计算出物体位置信息，协作机器臂完成抓取。该系统是谢
广平项目组开发的ROS的样板示例系统。基于该样板示例系统，项目组可以迅速的将其迭代到多
种机器人应用，如基于AGV的协作机器人物料运送系统、基于面激光的三维复杂零件测量机器人、
基于视觉的智能书写机器人等。

2.5.4.3  基于ROS的机器人开发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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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复合能量场的自适应再制造

       针对航空、能源、医疗器械等高端制造业的核心部件，开展材料的绿色再生、自适应闭环、
复合能量场再造、全生命周期监测等方向的研发工作。目前在开展基于熔池轮廓分析的DED
（direct energy deposition）工艺闭环控制研究。

       搭建了可见光/红外激光熔覆同轴熔池成像系统，可在激光熔覆过程中在线监测熔池并快速有
效提取熔池特征信息，并得出激光熔覆三个主要工艺参数对熔池长度、宽度、面积的影响规律。
前期实验结果表明，利用多重图像处理算法可有效滤除粉末和杂散光对熔池图像的影响并有效地
提取熔池边缘。下一步将完善加工过参数的PID控制，分析不同波长下的熔池形态，叠加温度场信
息，研究熔池形貌/温度对最终熔覆零件内部缺陷的映射关系。

自适应再制造的研发路径

基于激光熔覆熔池形貌分析的闭环控制，实时调节功激光功率以缓解打印过程中的热累积效应

基于双目视觉的智能分拣系统

       针对一款自研燃机的IN718回热预混器，开展了3D打印工艺及后处理研究。通过间接支撑设
计的方式，实现对内部空腔结构的零支撑打印。随炉样棒测试结果表明：力学性能达设计指标。
目前已交付12件，将进行装机考核。

3.1.  回热预混器的3D打印工艺

       在传统工艺制备复杂形状的Ti-48Al-2Nb-2Cr零件较为困难的情况下，以高温预热的选区
激光熔化成形为制备方法，重点研究选区激光熔化成形Ti-48Al-2Nb-2Cr合金内部凝固裂纹的
形成机理和止裂方法。结果表明基板预热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打印致密度，但是由于底板预热效
果在z高度方向受限制，所以不能根本消除微裂纹。针对实际应用需求，完成了Ti-48Al-2Nb-2Cr
合金喷嘴缩比件的打印，xy方向打印精度优于0.1mm，z方向打印精度优于0.3mm。

3.2.  Ti-48Al-2Nb-2Cr合金的预热3D打印工艺

三、主要科研进展

交付的3D打印IN718回热预混器

3D打印的Ti-48Al-2Nb-2Cr试块

IN718 3D打印态拉伸实验结果满足技术要求
（拉伸强度优于1400MPa，屈服强度优于115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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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光镜分析金相分析致密度和能量密度的关系，可见致密度随着能量密度的上升而上升，
但是能量密度过大造成熔池的不稳定和宏观裂纹的增多而导致致密度下降。拼合了xy平面的金相
结果显示，在10*10mm的视场里面，最低的孔隙率为1.69%，最优的致密度为98.31%，没有
明显的粗大裂纹。

3D打印的Ti-48Al-2Nb-2Cr缩比喷嘴（关键尺寸的测量结果表明满足技术指标，即xy方向
打印精度优于0.1mm, z方向优于0.3mm）

最优工艺参数下的金相结果拼合

不同预热温度条件下金相结果表明，600℃的基板预热可将致密度由96.8%提高至98.3%

       开发陶瓷3D打印机配合专用的氧化硅锆陶瓷膏料，通过优化光固化打印工艺及脱脂和烧结工
艺，得到满足尺寸精度和性能要求的陶瓷型芯。目前正在开展不同工艺的固化实验，研究不同打
印参数对固化深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尝试对复杂曲面进行打印脱脂烧结实验，初步结果表明，
烧结后氧化硅陶瓷的致密度达70%，陶瓷型芯打印原型的尺寸精度基本控制在±0.2mm，脱脂烧
结后尺寸精度达±0.4mm。
       不同的激光功率和扫描速度的光固化深度结果表明：4-5倍打印层厚的固化深度有利于层间的
结合。采用1300度的烧结温度制得孔隙率30%的氧化铝陶瓷型芯。

3.3.   陶瓷3D打印

       针对溢达等纺织企业面临的棉花人工采摘劳动力短缺，而机器采摘又会降低棉花品质的问题，
CASE与上科大信息学院合作开展了棉花智能化采摘系统的研发。该项目将机器采摘的低成本、低
质量和人工采摘的高成本、高质量进行有机整合，实现高质量、低成本的棉花采摘自动化与智能
化解决方案。

3.4.  棉花机器人采摘

光固化深度实验 陶瓷芯样品

棉花机器人采摘项目价值
（左上图：机械化采棉，速度快、成本低，但采棉杂质多，质量差；

左下图：人工采棉，杂质少，质量高，但采摘速度低，成本高；右图: 本项目，基于机器人与机器视觉的智能采棉，
可以实现连续采摘，降低采摘成本，同时可以减少采摘时的落叶等杂质，达到人工采摘的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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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机器人采摘系统集成了机器人、棉花识别与定位机器视觉系统、移动与行走机构、棉花
采集机构等多种技术，项目组在溢达上海棉田基地进行了可行性验证。CASE在本年度中负责棉花
采集机构的研发，该机构将带齿旋转结构与高速气流吸取机构融合起来，以有效解决不同抱紧状
态棉花的采摘，实现采摘机构的高鲁棒性和适应性。研制的基于增材制造的棉花采集机构在实际
的采集过程中具有较好的表现，既可以与机器人系统结合实现棉花自动化采摘，又可以作为半自
动棉花采集机构单独使用，减轻人工采集的作业强度，提高效率。在学校第三届创新创业大会上，
智慧棉田-基于动态感知的高精度采棉系统获得信息学院教师组二等奖和最佳人气奖。目前CASE
继续优化棉花采集机构的采集效率、采集品质、操作性以及与信息学院系统集成与测试等工作，
已提交专利申请一项。

棉花采集机构与机器人田间实地摘棉
（上图：集成真空吸取与旋转采摘的棉花采集机构原型机；中图：机器人棉花采集系统在实际棉田进行棉花采摘实验测试；

下图：在学校第三届创新创业大会上，本项目获得教师组二等奖和最佳人气奖）

       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叶片的几何精度和一致性对于发动机的动力性能和燃油效率有着至关
重要的影响。目前，通常采用三坐标测量机来检测叶片，测量效率低、成本高，且不能实现在线
检测。
       针对叶片生产中的实际需求，研制了高精度叶片三维轮廓扫描设备，可以实现压气机叶片和
涡轮叶片进出气边以及叶身轮廓的同时测量，与三坐标测量机相比，设备对振动环境不敏感、设
备体积小，可直接应用于车间现场，可以应用于叶片生产的在线检测及质量终检。
       系统硬件系统由三组高精度线激光轮廓传感器、高精度X与Z轴位移台、以及高精度旋转位移
台以及可以实现位移精密测量的光栅尺所组成。系统软件由叶片轮廓采集模块、叶片轮廓分析模
块、系统校准模块、测量结果可视化、测量报告输出等模块组成。
       技术指标如下：
       · 叶片轮廓测量精度：+/-0.01mm
       · 叶片进出气边测量精度：+/-0.005mm
       · 叶片进出气边测量范围：R0.1~1.5mm
       · 叶片厚度测量精度：+/-0.01mm
       · 叶片截面检测速度：5秒/截面
       · 叶片轮廓检测速度：2min/叶片
       · 可检测叶片最大高度：300mm
       · 适应叶片粗糙度：RA0.15μm~0.8μm

       CASE将与信息学院继续合作，除进一步优化棉花采集机构的设计，在大幅度提高采摘速度与
效率的同时，从系统与实际棉田工作状况的角度，在适合于棉田行走、低成本机械臂设计、系统
集成等方面开展合作研发，推动棉花机器人采集项目的产业化应用。

3.5.  叶片轮廓扫描设备

高精度叶片三维轮廓
扫描设备原型机

叶片截面轮廓测试参数原理图
（左图：叶片三维轮廓扫描设备原型机实物图，

右图：叶片三维扫描点云及截面轮廓测量示意图）



2524

3.6.  在轨3D打印机

       CASE与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院微纳所合作，研制具备空间使用要求的轻小型3D打印模块系
统（外形尺寸不大于180mm*180mm*200mm，重量不大于8kg，供电不大于120W），用于
装载在微纳所承研的创新院自主立项项目“空间达芬奇计划”卫星上完成卫星搭载的在轨打印任
务。目前完成初样的设计和制造，将开展后续的地面环境实验。

在轨3D打印机设计图及样机研制（航宇级电气元器件及满足真空环境要求的精密运动平台、集成定制开发的打印喷头）

三维轮廓数据采集程序
实现叶片进（左上曲线）排（左中曲线）气边及叶身

（左下曲线）的同时扫描，拼合生成叶片进排气边轮廓
（右侧曲线）及整体轮廓（编程进行中）的输出。

用于设备性能测试的两种压气机叶片
（大叶片排气边：R0.22mm, 小叶片排气边：R0.1mm）

大叶片排气边轮廓测量结果：轮廓拼合完整 小叶片排气边轮廓测量结果：轮廓拼合完整

       CASE张振波课题组近期与国际合作者研究发现多晶镍基高温合金中孪晶界更易于诱发裂纹萌
生扩展，通过多尺度结构表征和第一性原理计算，首次从原子尺度揭示了该反常现象的物理机制，
成功解释了孪晶界诱发氢致裂纹萌生扩展—这一困扰镍基高温合金领域多年的问题，对于调控多
晶镍基高温合金的性能具有重要意义。相关成果于2020年9月29日以题为”Strain localisation 
and failure at twin-boundary complexions in nickel-based superalloys”发表于国际著
名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Doi: 10.1038/s41467-020-18641-z)。

3.7.  发现孪晶界对镍基高温合金性能影响的重要机制

       MXene薄膜因其优异的机械和电气性能可用于航空航天
的超级电容器、锂离子电池、电磁干扰屏蔽等众多领域中，但
是目前将优异的机械和电学性能集成到MXene基板中仍然是
一个很大的挑战。作为合作者，CASE杨锐主任提出了从TiAl
制备高纯度MAX相的独特方法并为制备MXENE提供了高质量
原材料，合作者通过氢键和离子键的顺序桥接制造了高强高导
电的MXene薄膜。相关论文 “                                       
MXene sheets” 2020年10月21日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
PNAS上。

3.8.  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的高强高导二维材料

孪晶界（TBs）上V字形γ″相，以及由V字形γ″相导致的位错滑移带（DSBs）优先开动与氢致裂纹萌生扩展

有序交联MXene薄膜的制备过程和结构表征

Strong sequentially bridged 



2726

4.1.  课程教学

       针对智能材料设计与制造技术方向，于2020年9月首次面向研究生、本科生开设《材料的
智能制造》、《金属材料与结构设计》两门专业课，以燃气轮机的核心机为例，通过课堂教学、
实验动手、企业参观等灵活的教学方式，系统地讲述了智能制造的概念、核心技术与原理，从
方法论、实践（实验动手）、工具（如软件）的角度，使每位学生能够掌握智能制造的核心概
念、技术原理与工业应用。为同学们拓展了知识面，并培养学生问题导向的科研思路和多学科
交叉融合解决问题的科研方法。另外，CASE的老师还参与了物质学院的《能源科学与技术导论》
课程的教学，并协助物质学院完成了材料与化工专业硕士学位点申报材料。

《材料的智能制造》课程的课堂教学（左）、实验室实践（中）与企业参观环节（右）

四、教学与研究生培养
       CASE于2020年首次参与项目型硕士研究生的招生、面试和录取工作，与上海联擎动力技术
有限公司、上海和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和兰透平动力技术有限公司在燃机的智能制造领域
联合培养14名项目型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涉及燃机核心部件的设计与增材制造、高速电机结构
设计、核心部件的智能制造、虚拟预装配、缺陷在线检测等。

4.3.  项目型硕士研究生培养

4.4.  在读硕士研究生及研究方向

CASE学生参加第三届创新创业大赛

       在开展科研攻关、产业孵化的同时，CASE还承担着学生培养与智能制造学科建设的任务。
重点工作包括：
       · 以创艺学院的学科建设和学生培养为核心内涵，在多学科集成的基础上，提供应用型课程及
实践平台
       · 以物质/信息/智造/创意交叉为主攻方向，协助物质学院拓展与完善专业设置，为信息学院
的技术研发提供应用领域

4.2.  学生培养

郑哲同学斩获 2020百度之星·开发者总决赛三等奖
（基于特征描述符的序列生成与匹配）

黄子良（2019级）
毕业院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应用化学专业
研究方向：3D打印镍基高温合金结构和性能调控
研究内容：以固溶强化的镍基高温合金HASTELLOY X（HX）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尺度和多维度结构和力学表征手段，研究SLM制备的HX合金显著的各向异性和显微缺陷对
合金宏观和微观尺度力学响应的影响机制，通过引入调控相（如纳米氧化物颗粒、AL/TI Γ'形成元素等）减弱SLM HX合金的各向异性，探索通过SLM制备综合力学性能优异
的镍基高温合金的方向

王樾之（2019级）
毕业院校：湖南师范大学 物理学专业
研究方向：内结构光学三维测量技术与应用研究
研究内容：光学内轮廓三维检测的机理与装置开发，研究应用于物体内表面的高分辨率光学检测成像系统（低F数限制了可用景深），并基于光学成像方式对物理内表面形貌
进行3D重构，开发算法对生成的三维点云进行数据分析，获取被测零件内部结构参数。

宣宇（2019级）
毕业院校：西南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研究方向：基于先进粉末制造技术的金属材料强韧化设计制备
研究内容：以异种合金粉末的选区激光熔覆技术为主要手段，综合利用选区激光熔覆技术的自退火、合金成分扩散和相变等特点，对异种合金的成分和微观结构进行多尺度设
计，通过调控激光选区熔覆工艺参数和后续热处理制度，多尺度构筑微观组织区域和层级分布，探索利用先进粉末制造技术得到突破传统金属材料的强韧化倒置的设计方法，
制备性能优异的可工程应用的高性能金属材料。

白惠中（2020级）
毕业院校：华中科技大学 光学与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研究方向：气膜冷却孔制备过程中缺陷的红外检测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通过红外探测方式检测材料内部的微观/介观缺陷，研究脉冲红外探测与锁相红外探测技术，研发红外探测技术在航空发动机透平叶片的气膜孔在线缺陷检测、热
障涂层厚度测量等方面的工程应用。

常家强（2020级）
毕业院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材料化学专业
研究方向：基于激光熔覆的的核电用钢梯度设计与性能调控
研究内容：采用送粉激光熔覆工艺制备用于核电的316L/508-3梯度材料，结合多尺度结构表征、原位力学实验、应力腐蚀实验结果等先进手段研究不同梯度设计和打印工艺
对结构和力学性能的影响，从而优化梯度结构设计和打印工艺，制备综合性能优异的梯度复合316L/508-3材料，推动在核电领域的工程应用。探究梯度设计与微观组织、力
学性能之间的传递函数。

陈姝文（2020级）
毕业院校：苏州大学 纳米科学技术专业
研究方向：陶瓷3D打印
研究内容：研究基于SLA的氧化物陶瓷增材制造技术，通过模拟仿真、DOE快速迭代，对增材制造陶瓷的工艺进行优化，并开发适用于SLA技术的氧化物陶瓷原料，以及后处
理工艺（脱脂、烧结），分析力学性能与制造工艺、微观结构的传递函数，为增材制造陶瓷零件的工程应用提供理论与实验基础。

陈奕璇（2020级）
毕业院校：上海科技大学 化学专业
研究方向：机器学习在增材制造熔池监控及闭环控制中的应用
研究内容：搭建可见光和红外同轴成像系统，通过在线监测熔覆过程中熔池的形态研究工艺参数对熔覆质量的影响，实现基于机器学习的工艺闭环控制。通过监控选区激光熔
化过程中熔池反射的能量，结合神经网络算法建立工艺参数与增材制造产品缺陷的关联，为实现增材零件产品质量一致性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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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力（2020级）
毕业院校：哈尔滨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研究方向：气膜冷却孔电火花加工的数字化生产线
研究内容：基于EMQ X，TDENGINE、MQTT等数字化技术，建立涡轮叶片气膜孔电火花加工生产线的数据可视化平台。通过实时采集、存储及分析生产与检测数据，实现
加工过程的实时监控，从而提高气膜孔的加工良品率。通过实时监控设备的状态，从而实现设备的健康管理和预测性维护，最终实现全产线的自动化和数字化生产。

李嘉鹏（2020级）
毕业院校：同济大学 车辆工程专业（汽车）
研究方向：增材制造熔池动力学计算及微观组织演化仿真
研究内容：通过非稳态多相流、多物理场的数值仿真手段，结合实验工艺研究增材制造过程中的熔池形成及演变规律。理解增材过程中特有的瞬态温度场叠加和原位热处理效
应，重点模拟重熔再凝固过程中的微观结构演化，并根据实验数据确定合金的形核参数，为业界控制增材制造过程中晶粒结构演变及定制组织结构提供物理依据。

李晓晨（2020级）
毕业院校：青海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研究方向：选区激光熔覆718镍基高温合金晶界工程
研究内容：通过选区激光熔覆制备INCONEL718镍基高温合金，综合利用多尺度结构表征、原位常温/高温力学测试、数字图像相关（DIC）等技术研究SLM 718合金晶界类
型、晶界形态和晶界上析出相等对718合金力学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而通过优化SLM打印工艺和后处理制度，调控晶界分布和晶界特征，从而制备综合力学性能特别是疲劳性
能优异的718合金。

李子健（2020级）
毕业院校：山东大学 自动化专业
研究方向：叶片自动打磨系统的力控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压气机叶片、涡轮叶片机器人磨削加工系统中，磨削力的控制精度与稳定性将决定磨削加工质量的关键技术问题，研发高精度力/位置闭环控制系统。研制嵌
入式高速高精度线性电机扭矩、位置采集系统，研发作用力、位置快速解调算法，建立适用于机器人高精度磨削加工的精准力/位置控制系统。

马海能（2020级）
毕业院校：西南交通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研究方向：基于机器人与视觉的智能物料抓取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发针对复杂环境下物料识别与抓取的需求，建立基于ROS的机器人、机器视觉、三维扫描技术的统一管理与数据平台，研发机器人三维空间与二维图像的匹配算
法，生成零部件最佳抓取位置，规划无碰撞的机器人抓取路径，实现复杂环境下物料的智能化抓取。

彭程（2020级）
毕业院校：华中科技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研究方向：涡轮叶片轮廓测量检测设备软件研发
研究内容：面向自主研发的叶片轮廓测量系统，研发叶片轮廓参数分析算法与软件平台，研发叶片传感器数据拼合、叶片轮廓提取、叶片进出气轮廓、叶片厚度、玄长等叶片
关键参数与特征算法，实现叶片轮廓关键特征尺寸数据和误差分布的快速准确测量、分析、质量评判。

王宁（2020级）
毕业院校：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研究方向：陶瓷方向增材制造
研究内容：研究基于SLA技术的非氧化物陶瓷（碳化硅、氮化硅）增材制造工艺与性能，重点解决非氧化物陶瓷材料增材制造过程中难固化问题，开发适用于SLA技术的非氧
化物陶瓷原料以及后处理工艺（脱脂、烧结），并分析微观结构、缺陷与制造工艺之间的关系。

王友成（2020级）
毕业院校：大连交通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研究方向：面向增材制造零件的力学性能的非线线超声检测方法的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增材制造零部件，开展疲劳强度，残余应力等力学性能的高能非线性检测与分析方法的研究，研制高能非线性超声信号的高速数据采集系统与快速分析算法，
建立增材制造零部件的高能非线性超声数据库，利用深度学习算法，提高检测灵敏度和准确性。

王渊成（2020级）
毕业院校：东北大学 机械工程专业
研究方向：叶片自动打磨系统的路径设计与优化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压气机、涡轮叶片等曲面变形、加工一致性差，导致机器人磨削加工无法保证面型轮廓质量的痛点问题，融合CAD、CAM技术，结合叶片实体轮廓测量
数据，研发叶片机器人磨削路径自适应规划算法和机器人后置程序，实现叶片机器人自适应分区磨削，优化打磨效率和质量。

张宁鹭（2020级）
毕业院校：东北大学 机械工程专业
研究方向：微燃机的虚拟预装配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开展以微型燃气轮机为研究对象的装配质量虚拟仿真预测方法的研究和应用。建立基于零部件、工装夹具的设计公差的整机装配尺寸链模型与仿真分析，优化设计
公差与分配。分析燃烧室等薄壁零件变形对整机可装配性、以及在高速运转时运动间隙对动平衡的影响。通过对加工零件实际尺寸与三维轮廓参数的测量，建立基于实测数据
的整机可装配性仿真与预测模型，根据仿真结果给出零部件返修与装配优化策略。实现微型燃气轮机装配质量精确预测及装配偏差可视化。

张郇（2020级）
毕业院校：大连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研究方向：高速永磁电机转子设计
研究内容：对某100KW燃气轮机直驱高速永磁电机的转子进行设计，并利用有限元方法对转子强度及其动力学进行分析明确热应力、磁钢分布式参数、离心力等对转子性能
的影响，建立碳纤维护套的分析方法和设计程序，优化转子结构，形成高速电机表贴式转子设计工艺规范。

张宇（2020级）
毕业院校：大连理工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
研究方向：增材制造高温合金多尺度结构和力学行为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燃机用高温合金，合理进行成分改良，研究通过选区激光熔覆（SLM）、定向能量沉积（DED）等3D打印的多尺度结构对合金力学响应的影响，制备用于燃
机制造的高温合金样品，结合原位表征和力学实验等进行力学性能测试与微观机理研究，实现优化增材制造工艺和合金的多尺度结构设计，优化燃机用高温合金的性能。

张钊（2020级）
毕业院校：哈尔滨工业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研究方向：高速永磁电机定子的设计
研究内容：对某100KW燃气轮机直驱高速永磁电机的定子进行设计，并利用有限元方法进行电磁仿真，分析定子铁损和定子铜损，设计电机整体结构、绕组的分布和定子硅
钢片拓扑形状等。

赵荣发（2020级）
毕业院校：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
研究方向：基于增材制造的先进换热器设计及验证
研究内容：重点研究三重周期最小曲面结构（TPMS）在先进传热与冷却设计中的应用。利用DIC应变测量系统结合万能试验机，实现对不同TPMS结构的材料应力-应变曲线
评估，并借助仿真数值分析对周期/非周期结构在准静力压缩条件中的应力分布及失效模式进行剖析。搭建试验台验证TPMS的换热效率极压损变化，为新一代增材制造换热
器提供理论依据。

赵郑南（2020级）
毕业院校：四川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研究方向：基于增材制造的新一代液压结构功能一体化设计
研究内容：采用增材制造的结构功能一体化设计概念，对液压阀体进行变截面设计，采用流体仿真技术探讨变截面设计对流阻的影响， 研究流体压力对液压阀体的影响，并运
用结构仿真技术对液压阀体进行设计优化，探讨增材制造工艺对液压阀体整体性能的影响。

郑哲（2020级）
毕业院校：南京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研究方向：基于深度学习的航空管路缺陷自动化检测系统的研究
研究内容：设计并实现基于深度学习的航空管路缺陷自动检测系统。针对工业缺陷图像稀缺的问题，结合传统图像融合算法（泊松融合等），研发新型的生成对抗网络，用以
生成逼近真实场景的缺陷数据。并采用模型压缩方式（神经网络架构搜索，模型蒸馏等），以实现实际工业场景下视觉检测系统高效且高精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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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示范展示

4.5.1.  80KW微燃机的智能制造示范

       针对一款由30个主要零部件组成的重86kg的微燃机，通过对燃烧室、压气机机匣等部件的

轻量化设计，研发了增材制造工艺，使主要零件个数减少50%，重量减轻32.5%，并使氮氧化物

排放从50ppm降低至30ppm，减少排放达40%。采用虚拟预装配的技术，对制造的零部件进行

形状尺寸的检测与重构，准确预测微燃机在实际装配过程中的间隙、配合以及最优的装配顺序。

另外，初步实现了微燃机的在线监测，可以实时监测到微燃机在运行过程中的压力、温度、振动

信号，为金属增材制造、数字孪生、闭环控制等智能制造关键概念与技术的教学与研发提供了实

践的平台。

基于增材制造设计、工艺与虚拟预装配智能制造元素的微燃机示范展示

4.5.2.  单晶叶片再制造

       高压涡轮单晶叶片是航空发动机的关键部件，使用条件恶劣，服役过程中叶尖处极易磨损破

坏，对叶尖进行加长修复可以降低高压涡轮叶片的维护成本，但由于叶尖处壁厚小于1mm，加长

部分需为定向柱状结构，使得叶尖修复技术难度较大。CASE利用6+2轴机械臂激光熔覆设备，对

服役后叶尖受损的镍基单晶叶片进行了叶尖加长的修复，初步达到修复叶尖为定向生长结构的标

准。为激光送粉熔覆技术的教学提供了实际工程应用展示。

单晶叶片的修复
（左：叶尖加长工艺的系统设置；右上：叶尖

加长部分的金相照片；右下：完成修复的叶片）

绿色氢能展示系统设计原理图
（系统管路、流程设计图，涵盖各种阀门、容器、

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等控制逻辑）

绿色氢能展示系统于7月10日开放日向学生展出

4.5.3.  绿色氢能展示

       本年度CASE与物质学院联合承担了上海科技大学绿色氢能展示系统的研发，CASE负责系统

原理图、管路系统布局图、设备机械系统设计、加工、系统集成、软件编程、系统调试与系统功

能联合测试等工作，与物质学院项目组合作按时完成了系统展示工作，并参加了7月初学校开放日

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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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参加学术会议情况

        · 全国有色金属结构材料制备加工及应用技术会议，长沙

参加者：张振波  

报告类型：会议邀请报告 

报告题目：镍基高温合金氢脆机制

                 与性能调控

        ·  材料与结构强度青年论坛, 西安

参加者：张振波（材料与结构的变

              形损伤机制分会场Chair）

报告类型：会议邀请报告  

报告题目：镍基高温合金应变局域

              化和断裂机制的多尺度研究

邀请报告证书

五、交流合作

张振波在做会议邀请报告

专题研讨会参会嘉宾集体留影

       · 空间材料科学实验卫星专题研讨会，桂林

参加者：翟梓融  

报告类型：会议邀请报告 

报告题目：轻质金属材料的太空制造

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机器人磨削系统

5.2.  对外合作情况

5.2.1. 卫星搭载的太空金属打印载荷研究

       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院微纳所与上海科技大学智造系统工程中心签订合作意向书，牵引其研

制具备空间使用要求的轻小型3D打印模块系统。上海科技大学智造系统工程中心于2020年3月启

动空间3D打印载荷的相关研制工作。

5.2.2.  与联擎动力合作开展机器人磨削系统开发

       2020年CASE与上海联擎动力有限公司合作开展了面向航空发动机高温涡轮叶片的机器磨削

系统的研发工作，旨在解决我国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主要靠人工磨削的现状，提升涡轮叶片的磨

削自动化水平与质量。

       针对我国涡轮叶片铸造变形大、无榫槽等诸多问题，CASE主要参与解决涡轮叶片机器人磨削

系统架构设计、涡轮叶片机器人抓取、叶片定位基准建立等关键问题的研究工作，目前系统正在

调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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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胚胎生长质量评估

5.2.3.  与曙光医院合作开发基于深度学习的辅助生殖(IVF)精准诊疗

5.3.  来访交流

       CASE于2019年11月和上海曙光医院生殖中心签署科研合作协议，在国内外AI胚胎形态诊断

的研究基础上，建立创新性的3D胚胎AI模型，提出了基于深度学习的辅助生殖精准诊疗系统。基

于此模型满足中国生殖学普适的Gardner囊胚形态评分图像实时评估金标准，从而达到临床应用。

国内外文献目前的AI模型为开源GOOGLE深度学习模型，对Gardner评分方法准确率不佳，只有

76%，且目前的算法只做了简单的好、中、差三分类，无法替代Gardner评分方法和实际应用于

国内临床。课题组采用变焦多重切片拍摄技术，构建3D细胞结构。在每一层切片上提取相关特征，

达到精准分类的效果。在数据标注方面,采用专家组盲标法，即5位专家打分制，为三大形态特征

做1-5分的评分，我们利用平均值作为标注数据，其后通过标注软件进行标注。按照项目合作计划，

2020年全部的囊胚数据已完成标注及评分，目前单模型算法准确率80%。2021年将专注于算法

及模型的精度提高，预期模型准确率>95%。

       2020年度，共有约150人次访客到CASE参观交流。

11月5日亚组委副秘书长、杭州市副市长陈卫强一行到访，

听取了CASE的整体科研情况和阶段性成果的介绍与汇报；

10月26日香港力世纪集团领导来访，与CASE重点进行

了自适应打印方向的交流，并讨论了3D打印技术在新能

源汽车方面可能的应用。另外，广州美院院长，前江南

大学设计学院院长、石川设计事务所CEO、《流浪地球》

美术设计总监、杜邦集团等人员本年度到CASE交流。

CASE参与了上科大开放日的学生接待。

       发明人：杨婷婷，谢广平，倪娜

       本发明的机器人手眼标定方法、系统以及终端，应用于设于机器人上的深度传感装置。本发明解决了现有的机器人手眼标定
方法计算量大，示教点较多，对示教点要求高，且大多数标定为离线标定以及这种方法精度低，并对准点的精度限制了手眼坐标
系的标定精度的问题。本发明提供的机器人手眼标定方法计算量小，全自动标定，而且无需精准示教，还可获得同于对手眼坐标
系各轴的精准控制的标定精度。经济性高，人力成本低，大大提高了标定工作的效率，在工厂现场与实验室等多种环境中均可广
泛应用。

       发明人：王樾之，谢广平、翟梓融

(2) 一种内腔结构原位三维测量方法

       提供一种内腔结构原位三维测系统及方法，所述内腔结构原位三维测量系统包括：准直激光光源发射装置，用于发射平行的
激光光束；环形光产生装置，用于根据所述激光光束产生沿光轴等间隔分布的多路平行环形光，以在待检测的内腔结构中同时产
生多个内轮廓光学截面；成像装置，用于对所述内轮廓光学截面进行成像，以实现对所述待检测的内腔结构进行三维测量。本发
明实现了对内腔结构多个轮廓截面的同时扫描与测量，解决了常规三维扫描设备的可达性、对环境振动敏感、测量效率低等问题。

       发明人：陶志锋，谢广平，杨婷婷，邓晨光，赵登吉

(3)一种棉花采摘装置

(4)一种用于高温循环负载下的叶片应变测量方法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棉花采摘装置的技术方案，该装置包括摘棉组件、软管、吸风组件、收棉袋、控制组件、电池组件、手动
开关和外部信号输入接口。该装置可以开发成手持式或背负式的，由单人自行操作采摘棉花。该装置也可以作为其他摘棉自动化
机械设备的执行装置，安装在该设备上，由该设备控制摘棉装置采摘棉花，实现无人自动化棉花采摘。

亚组委副秘书长、杭州市副市长陈卫强一行来访交流

1.  在研科研项目
(1) TiAl合金零件试制加工技术开发，横向课题，2020.4-2020.12
(2) 某型号喷嘴空心叶片增材成型技术开发，横向课题，2020.7-2021.6
(3) 陶瓷3D打印技术开发，横向课题，2020.11-2022.10

2.  发表论文

3.  申请专利
(1) 一种机器人手眼标定方法、系统以及终端

附 录

       发明人：武颖娜，翟梓融，谢广平
       提供一种用于在高温循环负载下工作的叶片的应变指示计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在叶片表面由内至外依次设置粘
接层、保护层，将保护层镂空后曝露粘接层的部分表面；2）将粘接层的曝露面上沉积铂族金属涂层后去除保护层，粘接层表面
沉积铂族金属涂层的区域形成叶片应变指示计。本发明进一步提供一种用于在高温循环负载下工作的叶片应变指示计及基于应变
指示计的叶片应变测量方法。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用于高温循环负载下的叶片应变测量方法，利用红外光学检测陶瓷层下方应变指
示计的特征尺寸变化，实现在役无损检测，不需要去除叶片表面涂层，能够依据应变量推断叶片的蠕变损伤状态，能长期工作在
高温、高应力、高转速的冲击腐蚀环境中。

       发明人：王韦昊，翟梓融，武颖娜，杨锐
       提出了一种利用实体晶格填充成型的强化隔热板结构的设计制造一体化方案，利用随形晶格填充软件进行设计整体结构，再
通过选区激光融化技术进行增材制造成型加工，最终使其既能更好的起到隔热作用，又能减小冷热两端巨大温差对结构的热应力，
提高其使用寿命。

(5)一种基于选区激光熔化技术的隔热板增材成型方案

(1) Zhang ZB, Yang ZB, Lu S, Harte A, Morana R, Preuss M, Strain localisation and failure at twin-boundary 
      complexions in nickel-based superalloys, Nat. Commun., 11 (2020), 4890.
(2) Wan S, Li X, Wang YL, Chen Y, Xie X, Yang R, Tomsia AP, Jiang L, Cheng QF, Strong sequentially bridged 
      MXene sheets, Proc. Natl. Acad. Sci., 117 (2020), 27154-27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