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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潘复生最开始接触到镁合金时，镁及其合金的应用领
域还很狭窄。在整个合金材料研究领域，也少有人关注镁合
金。那么，潘复生为何会选择这样一个看似“冷门”的研究领
域，又是什么支持着他一直走到今天，获得如此大的成就？

潘复生表示，在某个阶段，自己做的事可能看似“冷
门”，但从大的趋势和需求而言，自己选择的是一条明智的科
研创新道路。“实际上，我们做的事情是‘大多数人都喜欢’的
事情，这种创新也更容易，因为更能获得大家的支持。”

据介绍，镁合金具有密度低、比强度高、电磁屏蔽和减
振降噪性能优良、散热效果好、生物特性优异、环境友好等
特性。这种特性，使之在航空航天、交通、高端装备、建筑、
3C产品、休闲产品、储能装备等领域，都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前景。许多国家都已把镁合金发展和应用上升为国家战
略，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去青海盐湖考察了“镁产业一体化”
项目，对该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

例如，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现有电池技术下，新能源汽车
重量大约会比传统燃油车重1/3-1/4，这意味着能耗也要大
幅增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实施汽车轻量化。而镁密
度只有钢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是铝的三分之二，镁合金的
大量应用，无疑能够在汽车轻量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潘复生强调，每一个国家的先进制造业，都会蕴含一
些特色技术，而轻量化可能是未来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最
有特色的领域之一。从产业的转型升级角度而言，镁作为
最有潜力的轻量化材料之一，对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至关重要。

更重要的是，镁资源十分丰富，约占地壳质量的
2.35%，我国镁矿资源已探明储量，更是居世界第一。在我
国铁矿、铝土矿需要大量进口的形势下，一旦受到国外的
制约，将对国家的发展影响重大。从这个角度而言，镁合
金的推广应用利国、利民，对镁合金的研究，也绝对是大家
都喜欢和需要的。

潘复生表示，他个人和团队在探索一个新领域的同
时，也希望重庆在这个领域中能有独特性。重庆是以制造
业为主的工业城市，镁合金等轻量化材料的应用有助于重
庆制造业的新突破，而这个突破也正好顺应了重庆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要。

目前，镁合金已成为我国具有国际话语权的少数金属
材料之一。但潘复生坦言，镁合金行业现阶段的发展也面
临一些挑战：和钢铁、铝合金相比，镁合金基础研究还比较
滞后；低成本先进深加工技术也有待提升；设计与应用领
域衔接需进一步完善等。“希望有更多的优秀科技工作者
加入到镁合金的研究与开发队伍中，共同为实现我国从材
料大国到材料强国做出新的贡献。”

“研究目标最好选择
大多数人都喜欢的”

本报记者 白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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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复生与创新的那些事儿
本报记者 白麟

不鼓励中小学生
搞太多“奇思妙想”

我不太鼓励中小学生一天到晚去搞
太多“奇思妙想”的东西，或者老是去质疑
老师。我跟我小孩说，小学、中学，你要敢
于提问，但得到老师的回答后，你就要相
信老师讲的东西。有时候，老师会有0.1%
的错，但不影响大局。如果你对老师的回
答还有怀疑，可以把这个怀疑放到今后再
去研究。但读到大学专业课后，你就必须
要积极地去质疑、寻根究底。就老师而
言，要注意不能粗暴、刻板地对待学生的
疑问，像“本来就是这样”“书上怎么写你
就怎么做”之类的回答，是会抹杀学生的
创造力的。

背后故事>>>

院 士 说

不求第一 但求最好

有句话叫“不求最好，但求更好”，我
认为这话是影响创新的。不求最好，但求
更好，只是说比你原来做得更好一点，但
这种突破很有局限性。我们创新是需要
横向对比的，如果老是自己跟自己比，是
没多大意思的，也很难有真正的突破的动
力。我父亲就一直告诉我，做事要“不求
第一，但求最好”。第一很难，因为只有一
个，但最好的却可以有很多个，你要做最
好那个团组中的一个。这样的话，你也有
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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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7日，中国工程院公布
2017年院士增选结果，潘复生当选院士。

潘复生，国际著名镁合金科学家和知
名铝合金专家，在镁合金、铝合金、工具钢、
复合材料、薄带铸轧等多个领域有卓越建
树。20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在镁合金相关
领域开展了艰苦卓绝的研究攻关，取得了
一系列重要成果，在推动镁合金在制造业
等领域的规模应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潘复生说，在多年的研究生涯中，创新
思维的运用，对他和团队起到了极为关键
的作用。而这种创新思维，是可以从每个
人年轻的时候开始培养的。

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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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成
为国家牌号合金，还建立了国际标准，在
世界镁合金领域发挥了重要的前沿影
响。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潘复生创造
性提出的“固溶强化增塑”合金设计新思
路。

回想这期间的研究和创新历程，潘复
生说，是“敢于提问”的创新思维帮助了他
和他的团队。

一般而言，金属经过适当的合金化
后，固溶元素会使强度、硬度有所提高（这
被称作固溶强化），但其塑性会有所降
低。镁本身具有密排六方晶体结构，对称
性低，因此其塑性较低，加上合金化的影
响，导致镁在结构制造等重要领域的推广
应用中，存在巨大障碍。

潘复生没有被这个难题吓倒，他给自
己和团队提出了一个问题：一般情况下，
固溶强化会降低塑性，但这对于镁合金，
是不是必然的？

对潘复生而言，敢于提问，意味着不
会受到一些条条框框的约束，勇于突破一
般的规律，而这往往是一些重要创新的起
点。

顺着上述问题的思路，潘复生团队开

始研究如何在固溶强化的同时，提高镁合
金的塑性。经过不懈努力，他们发现了特
种固溶原子影响基面和非基面滑移的独
特作用，结合长程有序相、纯净度和晶粒
度等参数的控制，成功实现了“固溶强化
增塑”的目标，为镁合金的规模化应用，开
创了一条可行性极强的新途径。

“敢于提问”的创新思维从何而来？
潘复生回忆，1977至1978年，他在浙江兰
溪高中毕业后，在当地中学当了一年代课
老师，负责教高中物理和化学。由于条件
有限（复习资料很少），连他本人此前也很
少接触物理、化学，去哪里找题目给学生
做呢？

潘复生只能一天到晚自己给自己提
问，然后再把问题转化为教学生做的题
目。通过“提问教学、自学法”，潘复生不
仅顺利完成了教学任务，在高考中，他的
物理、化学都获得了高分。巧合的是，他
给学生出过的一道化学题，正好是当年的

高考题。
在潘复生看来，自己在那段时间里，

很好地锻炼出了一个科研工作者应具备
的重要素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
力。

“不会提问的人，是很难搞创新的。”
潘复生说，比如一个小朋友，看到别人喝
水的杯子口是圆的，那他可能要问，为什
么是圆的？是不是因为材料、口感或是要
满足其它需求？这就是一种基本的提问
能力。

潘复生读研究生时，在做一个跟高速
钢有关的课题期间，发现了一个问题：在
一些高速钢标准中把硅作为杂质元素看
待，要求将高速钢中的硅元素控制到百分
之零点几以下的水平。他对此产生了疑
惑：高速钢对各种杂质含量作出限制，是
因为这些杂质基本都已明确对高速钢性
能有害，但只有硅这个元素没有明确。

那为什么在合金标准中又要限制

硅？潘复生将这个疑惑请教老师，老师也
认为是个问题。遇到了问题，反而激起了
潘复生的研究欲望。在导师的支持下，他
将这个题目作为了自己的研究生论文题
目，并在后来通过不断深化研究，证明了
适量的硅可以改善力学性能，某种程度上
还可以起到部分代替昂贵钴元素的作用，
在国内外发表了《含硅高速钢中的碳化
物》等一系列论文，在高速钢领域产生了
重要影响。目前，大多数高速钢标准已不
再把硅作为杂质元素加以限制。

如今，潘复生在教学上，也要求学生
必须先提出一些问题，再讨论如何解决，
分析可行性，评估效果。“比如说从沙坪坝
到解放碑，你不能光跟老师说，我没到过
解放碑，该咋走？我会告诉学生，先不要
问老师，你先自问，想走哪条路，用什么交
通工具，途中可能会碰到什么问题。从创
新角度，这其实就是要求用最快的时间，
最低的成本，最环保的方法。”潘复生至今
为止已培养20多名博士后，100多名博士
硕士研究生，其中第一位博士生张静只用
两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学业，目前已成为
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张静
教授至今还保留着潘复生院士当年指导
学生从事科研工作的部分笔记。

学会提出问题
他为镁合金的规模化应用开创了新途径

1993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即将完成
学术交流回国的潘复生，找到了英国政府
的相关人士，提出了一个令对方惊讶的要
求——想到英国所有拥有材料学科的高
校去访问交流一次，并希望英国方面给予
全部资金支持。

英方人士听到这话，第一反应自然是
拒绝。毕竟一直以来，到英国留学和交流
的中国人中，还没有哪个人提出过这种要
求。但潘复生却用一个非常中肯的理由
打动了对方：中国和英国未来要加强材料
方面的学术与行业合作，就必须要提供加
深互相了解的机会。

在英方的同意与资助下，潘复生用了
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对英国十多所知名
高校材料学院的访问，并与多位材料学院
负责人做了学术交流，探讨了铝合金、镁
合金、铁基复合材料、高速钢等材料发展
和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做这些事与创新有什么关系？“做创
新之前，我们必须了解世界。”潘复生说，
了解以后，你才能知道你所要解决的问题
和创新的方向。而要做高质量的创新，更

是要了解世界最前沿的情况，因为在这个
基础上，你只要往前走一小步，就是世界
意义上的创新。如果不了解世界，即使你
走一百步、一千步，你可能都还落在别人
后面。

在研究生阶段，潘复生就长期在图书
馆里查资料，经常因为待了太久而被锁在
图书馆里。在研究高速钢的时候，他也在
丁培道、周守则老师的大力支持下，走遍
了国内的主要钢厂。

有了在英国的访问经历，1996-1997
年在德国工作期间，潘复生又申请到该国
高校材料学院、研究机构等作一轮访问，
并想要德国研究基金会给予资金支持。
德国方面一开始自然也不同意，提出的理
由是“没有先例”。而当潘复生告诉对方
自己在英国的经历后，德方人士立马同意

了这一请求。
在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的学习和工

作，极大地提升、扩充了潘复生对世界前
沿科学的了解，他也亲身体会、亲眼观察
到这些学校和机构的创新体系、研究方
法和方向，这为他后来的创新奠定了无
比坚实的基础。“在当今网络时代，了解
世界当然比过去容易多了，但有些实地
考察和面对面交流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潘复生说。

而潘复生在上述国家开展的学术访
问，也确实大大促进了国际间的学术交
流。在第一届、第二届中英先进材料研讨
会和第三届中欧先进材料研讨会上，潘复
生均任中方主席；2007-2017年间，潘复
生又连续担任了4届国际镁合金会议的大
会主席。

在长年的学术交流访问中，一些发达
国家在新材料研究和创新上，所采用的团
队合作模式，也令潘复生印象极为深刻。

他坦言，随着科技创新对学科交叉的
要求越来越高，要了解、分析一个创新领
域，所需要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再像过去
那样，一个人锁在屋里独自搞研究搞创
新，也越来越难了。”为此，他在学校的支
持下，先后从清华大学、英国帝国理工学
院、日本熊本大学等引进了刘庆、龙思远、
彭晓东、张丁非、Jonghyun Kim等一批
知名学者，也从法国贡比涅技术大学、比
利时鲁汶大学、德国亥姆霍兹研究中心等
引进了孙德恩、胥钧耀、袁媛、宋江凤等一
批青年专家。

如今，潘复生已带领一大批国际顶
级创新人才，在重庆大学建立起世界上
规模最大、实力世界一流的镁合金研究
机构。在学术界，潘复生担任了镁合金
国际刊物的主编；在产业界，潘复生担任
了ISO镁合金国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
席，显著提升了我国在世界镁合金行业
的话语权。

积极了解世界
他访遍国内钢厂和英德高校

潘复生有时与自己的学生聊天、开玩
笑，会出一道题目：如果你开车到半路，有
两块石头在路中间挡住了，车开不过去
了，你怎么做？

“一般人的想法可能是搬走石头。那
么有没有其它方法？能不能跳出石头，在
路、车、人等方面考虑？”潘复生说，这里面
就存在一个逆向思维的概念。又比如说，
一般的动物园里，都是人在外面看笼子里
的动物，而现在发展出来的野生动物园，
却是人被关在了像笼子一样的观光车
里。“在科技创新当中，如何运用逆向思维
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潘复生团队的好几个创新中，逆向
思维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过去，镁合金加
工的难度很大，因为在加工方面基本是参
照其它金属合金的一贯做法，也就是对称
加工，但镁合金越追求对称加工，性能反
而越差。这也导致了全世界长期以来不
能大规模生产变形镁合金产品，严重影响

了镁合金的推广应用。
后来，潘复生团队运用了逆向思维，

创新发展出了不对称加工技术。这一方
法通过改变挤压模具结构等，使镁合金板
材的挤压加工效率更高、产品质量更好。
该技术的应用，使得与潘复生团队的合作
企业，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镁合金板材的
大规模生产，并使得镁合金变形材生产产
生了重大变革。如今，该项技术在镁合金
棒材、型材、板材等产品规模生产中，正发
挥越来越大的应用潜力。

通过逆向思维实现的另一个重要突
破，就是“无熔剂自纯化”。

镁的纯度，对其合金改善力学性能、

降低噪音、提高耐蚀性等有重要影响，因
此，高纯度一直是国内外镁合金行业追求
的重要目标。但镁容易氧化，杂质多，采
用传统熔剂净化方法，存在金属损耗增
加、熔剂污染熔体等问题，不能有效实现
深度高纯化。

对此，潘复生和他的团队没有按照常
规思路，去研究如何改进熔剂成分，而是
走了一条与依靠熔剂纯化相反的道路—
开发无熔剂自纯化的新技术工艺。该技
术工艺通过对镁合金熔体的热力学和动
力学控制，可使镁合金中的杂质铁含量，
降低到5ppm（百万分比浓度）以下，达到
世界领先水平，解决了镁合金容易氧化、

杂质多、高纯化难度大的世界难题。
潘复生独特的创新思维模式也和对基

础研究的重视密切相关。潘复生早年在英
国牛津大学和德国国家材料所工作时，连
续多年从事材料的电子显微镜研究并得到
了世界著名电镜专家Peter Hirsch院士的
亲自指点。电子显微镜研究是原子层面的
基础研究，这一阶段的工作对潘复生形成
独特的技术创新思维具有极其重要的影
响。潘复生一直认为，只有以基础研究为
重点的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同步推进，科
技创新才能实现持续创新。

“当前，创新生态正迅速改善，创新政
策之好前所未有，科技创新遇到了新时
代。”潘复生认为，“学什么做什么的时代
正在改变，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低决
定我们的未来，要懂得运用知识、学会提
问、放眼世界，要拥有恒心毅力，重视偶然
性，学会逆向思维，保持信心，只有这样，
才能离成功更近一步。”

善于逆向思维
他解决镁合金加工世界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