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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研发推进人类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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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时代

人类利用自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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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

人类掌握冶炼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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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器时代

人类提升冶炼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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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进步带领人类社会进步

谁掌握了新材料技术，谁引领未来



传统材料研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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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years from 
creation to 
commercial 
manufacture!

Teflon

Titanium

Velcro

Polycarbonate

GaAs

Diamond-like Thin 
Films

Materials Data from: Eagar, T.; King, M. Technology Review (00401692) 1995, 98, 42. 

invented

1960 19701950

Lithium ion
S. Whittingham

Sony

1980 1990 2000

需要花 ~18 年不断改进方可商业化 （非常慢）



事例：发光器件演进（经历120年，材料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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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研发新趋势：第四范式

6

理论实验 数据计算

第一范式 · 经验科学

～1000年前

第二范式 · 理论科学 第三范式 · 计算科学 第四范式 · 数据科学

数百年前 数十年前 数年前

基于试错 基于理论预测

数据 + AI

弱信息化
弱信息积累

强信息化
强信息积累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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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氮化物新材料

人类过去70年，平均每年发现3.3个氮化物晶体，而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Ceder组，通过高通量计算等材
料大数据方法在一年内发现了92种该类材料，并用实
验合成了其中7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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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合金材料研发

“For over 20 years, QuesTek has applied its metallurgical 
expertise and Integrated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Engineering (ICME) technologies to resolve materials-
related technical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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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ek designs high-performance alloys for a 
variety of industries–from aerospace to high-end 
automotive–and its aluminum alloys piqued 
Apple’s interest. At the time, QuesTek’s buyer 
was described only as an unnamed Silicon Valley 
company, but multiple sources close to QuesTek
say the purchaser was indeed Apple, who used 
the company’s alloys in its Apple Watch and 
Apple iPhone.                        -- CHICAGOINNO

http://www.chicagobusiness.com/article/20130615/ISSUE01/306159980/the-alchemist-questeks-o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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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T高通量计算

原子结构
电子结构

XRD
热力学稳定性
电荷疏运
声子/震动
光吸收
力学性质
表面结构
磁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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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mly材料科学数据库

§ 自主开发、自主计算
§ 我国首个世界级材料计算数据库
§ 数据质量、数量达标世界级数据库
§ 对我国用户全免费开放

• 14万+无机晶体材料
• 14万+能带和DOS
• 快捷搜索&可视化晶体结构
• 高计算精度及物性推演

• 键能、形成能
• 热力学稳定性
• XRD
• 化学反应能
• 磁性
• 电子结构信息

• 用户提交结构计算
• 新材料不断扩充中https://atoml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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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mly包含数据&信息

基本信息&能量&对称性 可视化晶体结构 能带结构&态密度

热力学相图/稳定性 X射线衍射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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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4u 用户作业提交系统

支持用户在线上传新结构，并计算

提交后2-3天可以在列表中看到计算结果

• 无需购买软件、计算资源

• 无需掌握学习DFT计算细节

• 计算结果自动分析入库

• 计算结果可复查、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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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端工作流软件体系

高通量

计算

数据库

整合

前端

网站

大数据

分析

IoP Materials Suite 软件套件

MatFlock

MatD

Atomly

MegaD

§ 自主知识产权
§ DFT计算全自动化
§ 流程高度标准化
§ 结果高度标准化
§ 103级别高通量计算
§ 前瞻性的数据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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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实例：新材料发现

a: 1T-TiS2 (P-3m1)
b: 2H-MoS2 (P6_3/mmc)
c: 2H-NbSe2 (P6_3/mmc)
d: 3R-WS2 (R3m)
e: 3R-MnS2 (R-3m)
f: 1T’-WTe2 (Pmn2_1)
g: ReS22 (P-1)
h: TcS2 (P-1)
i: TaTe2 (P-1)
j: GeS2 (P4_2/nmc)
k: PdS2 (Pbca) 
l: Marcasite (Pnnm)
m: Pyrite-type (Pa-3)
n: α-RhSe2-prototype (Pnma)
o: Spinel-type (Fd-3m)
p: β-Cristobalite (I-42d)

三角为可通过实验合成的材料
深色代表材料更容易被合成

化学式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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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实例：物性预测

通过分析大量材料数据，通过机器学习
归纳出形成能预测模型。可用于指导：

• 新材料设计
• 物性预测
• 稳定性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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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实例：人工智能拟合势能面

通过高通量计算数据，通过机器学习得
出人工智能拟合势能面。可用于指导：

• 高精度分子动力学
• 模型明显优于已知的主流方法

Others Others

新方法 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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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实例4：人工智能拟合势能面

High Accuracy Artificial Intelligent Force Field 

• 高通量

• 多构型
DFT • 训练模型

• GPU
AIFF • DFT精度

• 大体系
MD

File process

CPU, serial;
Python

Neighbor 
List

CPU, 
OpenMP
parallel;
C/C++;

Descriptor 
transform

CPU, OpenMP;
Pytorch;
C/C++

Coord.with
neighbor list

Pytorch
Network 

GPU, pytorch;

Ver. 1.7

Energy,
Force, virial

GPU, CUDA;
Pytorch;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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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实例4：人工智能拟合势能面

通过高通量计算数据，通过机器学习得
出人工智能拟合势能面。可用于指导：

• 高精度分子动力学
• 模型明显优于已知的主流方法

Others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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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方向：用一流数据引领材料科研

Extra-scale
10x larger

High
Accuracy
improved data

quality

Smart
embedded A.I.

Application
oriented

Aiming the usage

Expt. data
Integration

Bridging the 
theory-expt gap

Next-level 
Computing

GW, HSE

“like no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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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方向：带动领域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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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开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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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湖材料实验室

6140 2S
NV Tesla V100
IB (100Gb/s)

6700 cores
~300Tflops

对外开发



算力开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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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怀柔材料基因

6230R 2S
9242
NV Tesla V100
OPA (100Gb/s)

8000 cores
~300Tflops



算力开启未来 (数据增强型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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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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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not the end

this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this is just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山海经中的世界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