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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的发展和创新
30年前《镍杂志》第一篇社论的所有内容（请参见对页）仍然历历在目。当然，应该说是
几乎所有：因为其中“非社会主义世界”这个短语如今已非常少见。
然而，政治制度不会改变镍和含镍材料的特性，这些特性是恒定不变的。1985年工业界
和社会对镍所抱的期望直接决定了现在这些特性在支持产品和环境改善上的应用方
式。
本期将对其中一些特性进行回顾，以表明目前仍在怎样利用其强度、耐用性、高耐腐蚀
性、美观和可再利用性为我们服务。当然，当前的利用方式体现了材料科学的日益成
熟。
即使经过30年的发展，下面的图表显示我们对镍用途的认识仍未发生太大的变化。

1985年与2013年镍使用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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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经济和环境法规将材料科学带到了新的高度；而且镍的新用途甚至新特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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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终端用途分类掩盖了很多内部变动。造币行业中镍的使用量降低了，而电池化学品
中镍的使用量升高了。这给我们带来了创新。
30年前《镍杂志》的编辑虽然会想象到工程和建筑上镍的应用情形，但肯定会对后来相
关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成果惊讶不已。

断被开发和应用，从而造福社会和环境。
《镍杂志》将继续报道镍的发展和新用途。将来还有很多故事要讲呢。

《镍杂志》编辑：Clare Richar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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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如一日

镍仍是电池中必不可少的成分
电池对于全球可持续性目标的实现日益重要，而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距离第一枚镍电池（1901年爱迪生实验室获得专利的镍铁电池）的诞生已有一个多世纪，但过去30年内单元电池的性质
和组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并联、串联还是两者结合来形成电池组。同时，电池的用途也在不断扩展。镍在镍镉
（NiCd）和镍金属氢化物（NiMH）这类常见化合物中的作用毋庸赘言，但镍在提供固定能量、移动能量和动力的新式锂离
子电池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类电池也在变得日益复杂，而且设计上也以期望参数的最大化作为趋势：单位电压、电压稳定性、单位能量和单位功率
（一定数量或重量的可用能量）、充电速度、生成热量，以及任何这些参数与其他参数之间的变换。制造商按照如今多样化的电
池用途进行设计，或者与电池生产商讨论自身需求，从而有越来越多的选择来满足多样化需求。这是一个动态的情景。
这又意味着无法对接下来出现的情况进行预测。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碳基能源的逐步淘汰，镍在与其他金属和矿物结合

电动车中的“特斯拉”
台湾 睿 能 创 意公司宣 布从 2 01 5 年 6月起 接 受
SmartscooterTM的预订。这款车采用可交换电池，可在免
费专用充电站进行充电，最高速度为95公里／小时，可在
4.2秒内加速到50公里／小时，设计新颖时尚…而且采用
含镍NCA电池。

如今以镍为基础的电池化学
镍锌（NiZn）：羟基氧化镍电池的充电型。这种电池的自放
电率较高，但能量质量比和功率质量比更高，这是因为它比
与之相当的铅酸电池重量轻75％。这种电池充电速度较快，
而且与镍镉电池相比有价格竞争力。
镍镉（NiCd）：这种电池曾是便携式工具的主要电池类型，
经过多年的技术发展后仍在固定式应急用电领域广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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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过程中只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用，例如铁路信号发送、应急照明、电网调平（电压维持）和
短时间应急电网供电。
镍金属氢化物（NiMH）：30年前曾是一种激动
人心的新兴技术，现已成为一种成熟技术
而且仍然应用广泛。它曾是而且仍是
为电动车大岛设计的电动车――台湾岛的2300万居民当中有
1500万人骑小型踏板摩托车。电池交换系统采用蓝牙®识别
已注册电动车，而且能为放在开口槽中已用尽的电池更换一
个充满电的电池。每个电池的更换时间只有6秒。

电动汽车的主要电池化合物，
例如丰田®普锐斯的所有车型
都采用这种电池。

©2014-2015年，睿能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锂镍锰钴氧化物（NMC）：其化学成分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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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辆电动车配备了两个松下
技术NCA电池，总重量约为17公
斤。

细微调整可实现较高的单位能量或单位功率，但无法同
时实现较高的单位能量和单位功率。它一般由各三分之一的
镍、锰和钴组成，但很多变体具有不同的性能特性。它目前
是电动工具、电动自行车和电气列车的首选电源，但不是特
斯拉的首选电源…
锂镍钴铝氧化物（NCA）：这种变体是特斯拉汽车的首选，
与NMC十分相似，具有较高的单位能量、良好的单位功率
和较长的使用寿命。添加铝之后具有更高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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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汽车公司

Powerwall电池悬挂在一辆特斯拉S型汽车旁边，有白色、蓝色或黑色可供选择。
在这两种应用中，镍都是电池化合物的主要成分。

墙上能源
将特斯拉Powerwall®称作游戏规则颠覆者实在是低估了

池系统选择。但对能源行业的“破坏性”大得多的是称

它将给发电、配电和储电方式带来的影响。Powerwall向

作“电源组”的扩展型式，因为它们可以实现调峰（储存

现有型号发出了挑战，而且能以较低成本应对日益复杂

非峰值能量）、负载转移和稳压（电压调平）等传统功

的电网以及环境驱动能源（风能、太阳能等）日益重要的

能，从而与其他储能系统竞争。

作用。而镍在这个变革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目前仍在早期阶段，详细技术资料还比较少。已知

千瓦时电池组合起来，达到500千瓦时到10兆瓦时及以

用于住宅的特斯拉固定式蓄电池重量为100公斤（请参

上的容量。发生断电时，它们能连续2- 4小时进行净放

见规格表），而且每个电池组采用的单元电池比特斯拉S

电，以补偿电网电能。与特斯拉汽车一样的含镍电池能

型少得多。但Powerwall电池组的数目可能数以百万计。

做到这一点，而价格估计为每千瓦时容量约250美元，与

更重要的是：工业和电网应用

替代技术相比降低至少50％。

公众的注意力和想象力集中在住宅应用上，因为这些应

目前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性能和经济性仍未经过严

用更加“贴近千家万户”，而且有多种颜色可供壁装式电

格测试，但为了终端用户（每个人）和环境的利益，很明
显整个电力分配、储存和使用模式正在被打破。

Powerwall规格

KJWINES版权所有

据特斯拉能源公司称，公用事业级的系统可以将单个100

技术

壁装式含镍锂离子充电电池，有液体温控功能

型号

10千瓦时，3,500美元，用于后备应用
7千瓦时，3,000美元，用于日常应用

保修期

10年

效率

循环直流效率92％

功率

2.0千瓦（连续运行），3.3千瓦（峰值）

电压

350-450伏

电流

5.8安（标称电流）、8.6安（峰值输出电流）

兼容性

兼容单相和三相公用电网

工作温度

-20℃～43℃

重量

100千克

尺寸

1300毫米×860毫米×18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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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电池阵列和电源组单元的组合预计能使加州杰克逊
家族酒业公司的能源成本降低40％。

《镍杂志》专题报道 5

不锈钢建筑和结构
《镍杂志》见证进步
过去30年来，对于建筑和施工规范的决策者而言，国际镍协会的顾问、讲座和文献
资料一直是一个有价值的资料来源，而且本协会资助的研究也使创新成为可能。各
期《镍杂志》按年代顺序记录了这些成果，而且仅从前十年的历程就能看出本协会
的影响力。其中很多项目已成为可持续、耐久设计中采用含镍不锈钢的经典案例。
很多建筑材料都需要大量维护，包括在

《镍杂志》还介绍了著名建筑中的前沿

短短20年的时间内重新涂装或更换。只

应 用，包 括 法国巴 黎的卢浮宫金字塔

要选用正确，不锈钢就能保证数百年的

（1991年6月号，图3），它使用含镍316L型

使用寿命。含镍不锈钢的成型性能、可

和17-4PH不锈钢（S17400），是完全由不

焊性和表面多样性使之成为全世界建筑

锈钢支撑的首个大型玻璃幕墙。英国伦

设计师的首选材料。

敦滑铁卢国际车站的不锈钢和玻璃屋顶
采用316型不锈钢作为结构支撑，其菱

国际镍协会资助了大量的结构研究、规

形楼板也是如此。
（1993年9月号，图4）

范和设计指引的编制以及规格制定者的

前十年的各期《镍杂志》刊载了很多著

教育。
《镍杂志》记录了重要的结构修复

名 的 不 锈 钢 覆 层 建 筑 。据《 镍 杂

工程和新应用案例。自由女神像的修复

志》1990年6月号报道，西萨·佩里为位

工程中采用含镍316L型（UNS S31603）及

于伦敦金丝雀码头商业综合体的第一座

合金255（S32550）双相不锈钢来支撑其

建筑，加拿大广场一号选择了316L型不

著名的铜表皮，并取代了已严重腐蚀的

锈钢。这座建筑共有48层、高235米，竣

铁质结构。
（1986年6月号，图1）

1987年6月，
《镍杂志》对大拱门称赞
道，
“虽然已有21年历史，但仍闪亮如
新”。2015年10月，埃罗·沙里宁设计
的标志性大拱门将迎来50年诞辰。
这座典雅、闪亮的银色大拱门是世
界上最高的纪念碑，高达192米。

2014年底参与检查的团队不锈钢专
家Catherine Houska说道，
“虽然不锈
钢因为与工业污染物接触而变脏，
但变色现象只是表面的。大拱门仍处
于极佳的状态，而且继续服役50年毫
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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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壮观的地铁入口顶篷也采用316L型不

17公里 的 316 L 型 不 锈 钢 玻 璃 窗 格 条

锈钢。
（图5）

（1990年3月号）。其传统外观一直用白

位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明尼苏达大学

（图2）在位于意大利
色油漆进行维护。

魏斯曼艺术博物馆采用锃亮的316型不

莫诺波利、修建于12世纪、在建筑史上

锈钢抛光曲面。弗兰克·盖里在他设计

有重要意义的阿马尔菲塔里圣母玛利亚

的首座高端不锈钢覆层建筑中将雕塑艺

教堂的修复中，隐藏于内部的316型不锈

术与建筑设计巧妙地融为一体。这座建

钢（S31600）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5年3

筑通过反射周围环境外观不断变化。

月号）

（1994年6月号，图6）

MIKE RENLUND

照片：CATHERINE HOUSKA

其设计概念在1948年如此新颖，以至
于需要在施工前通过不锈钢结构研
究来确认6.35毫米厚的304型不锈钢
（UNS S30400）板是合适的外部承
载材料。这项研究导致了世界首部不
锈钢结构设计标准的诞生，也是施
工延迟13年之久的部分原因。

高建筑。综合体内的大多数其他建筑物

敦著名邱园棕榈温室的修复工程使用了

CATHERINE HOUSKA

大拱门

工时成为英国最高可居住建筑和欧洲最

温室可能是腐蚀性极强的环境。英国伦

图1：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

图2：英国伦敦邱园棕榈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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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是美国首
都的窗口，内外部大量采用了不锈钢。
其独特的不锈钢屋顶采用特殊设计的
超亚光表面，引领了全球机场屋顶样式
（1995年3月号，图7）
的新潮流。
由于长寿命是可持续材料的一个重要方
面，国际镍协会也提供清洗和修复方面
的建议。清洗后，克莱斯勒大厦著名的
不锈钢屋顶（1995年3月号）仍在纽约的
城市天际线上闪闪发光。

奥托昆普集团

DAILYMATADOR

无论含镍不锈钢是外露的还是隐藏的，
它相对于其他建筑金属材料具有无与伦
比的性能。虽然《镍杂志》介绍的项目
只是多年来受国际镍协会影响的所有项
目的很小一部分，但其广度能代表已完
成的重要工作。

图4：英国伦敦滑铁卢车站（国际镍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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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美国明尼阿波利斯魏斯曼艺术博物馆

图7：美国华盛顿特区罗纳德·里根华盛顿国
家机场
《镍杂志》专题报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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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LY制造公司

图5：英国伦敦加拿大广场一号

维基共享资源

NICKEL INSTITUTE

图3：法国巴黎卢浮宫金字塔

不锈钢在日本

生产、应用和创新
30年前的《镍杂志》第一期考察了日本含镍不锈钢的新产品和
应用，而1985年日本是世界第一大不锈钢生产国。从那时起发
生了哪些变化、又呈现了哪些发展趋势呢？
虽然过去30年内全世界含镍不锈钢产量持续增长，但日本产量
增长有所放缓。与之相比，中国的不锈钢产量迅速增长，如今

…近年来，在现有建筑的
抗震加固中更多地使用304
型（S30400）不锈型钢。

已占全世界产量的一半以上。即使在中国崛起后，日本不锈钢
产量仍位居世界第二，2014年占世界不锈钢总供应量的8％以
上。
这些年来，日本的含镍不锈钢应用不断变化。上世纪60和70年
代，厨房用具、电器和配件（最常见的是洗涤槽）推动了需求
增长。从上世纪80年代起，建筑（例如建筑材料）、运输车辆

体中的不锈钢管、水箱、储罐、隧道内部板材和安装五金器
件、电话交换设备箱体、逃生梯、防风墙、隧道百叶窗、木屋
基础包覆、外隔热建筑材料、不锈钢螺母和螺栓。近年来，在
现有建筑的抗震加固中更多地使用304型（S30400）不锈型钢。

和电器应用开始增长。上世纪90年代，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

316L型不锈钢（S31603）也在东京供水系统中有效应用，经受

汽车上的应用不断增长，其中以汽车废气排放控制产品为代

了高强度频繁地震活动的考验。从上世纪80年代起安装的不锈

表。这个趋势一直延续至今，而且近年来的很多创新应用也涉

钢供水管道使水泄漏率从20％降低到2％的超低水平——据说是

及较高等级的不锈钢。

全世界大都会区最低的水泄漏率之一。这项技术在供水不足地

土木工程领域日益强调不锈钢的耐腐蚀性。使用寿命很长（100

区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很多城市中，10-20％的自来水在从水

年以上）的不锈钢加强筋从2008年开始成为日本的标准（JIS

处理厂输往用户的过程中因管道泄漏而损失。国际镍协会的目

G4322）。另一个例子是使用含钼量为6％、具有超强耐海水腐

标之一就是将东京的技术推广到其他国家。

蚀性的超级不锈钢SUS312L（UNS S31254）作为东京羽田机场D
跑道（2010年投入使用）桥墩的包覆层。另外，不锈钢已用作
建筑和土木工程领域的多种边缘但重要的材料：包括住宅综合

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应用，日本人都十分
偏爱彩色不锈钢。这种偏好也开始在世界其他地方流行，例如
《镍杂志》2013年3月号介绍的新加坡中华游泳会大楼的屋顶。
一个很好的实例就是东京释迦殿一万平方米被黑色不锈钢瓦覆

1985年9月的《镍杂志》创刊号介绍了
东京释迦殿的黑色不锈钢瓦。这些钢
瓦现在看上去仍然十分壮观，而且从
1975年安装至今外观几乎没有变化。

盖的屋顶。它刊登在《镍杂志》第一期中，现在看上去仍然十
分壮观。

8 《镍杂志》镍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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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田机场D跑道的桥墩坐落在海床上，外覆含钼量为6％的耐腐蚀
含镍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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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安全

食品供应链依赖含镍材料
《镍杂志》第一期1985年出版时，很多人仍记得埃塞俄比亚
饥荒。其中的一篇文章介绍了含镍不锈钢在食品安全中发挥
的重要作用，及其是怎样减少从源头到终点之间食品损耗
的。
如今，食品供应链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很多国家都采
用了与欧洲和北美洲已顺利实施的标准相似的食品安全标
准。这些标准在过去30年内经过多次重大改进，而且未来将
继续改进。而同样的含镍不锈钢合金仍被沿用，而且仍将作
为所有食品和饮料加工厂食品接触表面的首选。
多重挑战

保持食品安全是一项挑战。这不仅需要选择合适的材料、正
确设计设备，而且需要严格执行适当的制度来阻止有害污染
物。
较新的标准改进之一是对食品接触表面进行了界定。它不仅
限于用于加工或储存食品的容器和传送带表面，还包括有可
能让污染物（无论是沉积在表面还是材料本身的成分）滴
落、泼溅或吹到食品的表面。而且，这些表面必须是卫生
的。这不仅意味着“始终保持让人放心的干净和亮度”，而
且能抗污染并很容易在两次使用期间清洗。
就含镍不锈钢而言，最常见的合金为304型（UNS S30400）、
304L型（S30403）和316L型（S31603）。这些合金以铬为基
础、经镍强化的耐腐蚀性得到了普遍认可：有一种不锈钢适
合于从牛奶到芥末的每一种食品以及要求最苛刻的液体（例
如酱油），其中需要采用含钼量为6％的合金。有时，化学
消毒剂的腐蚀性甚至高于食品本身。
光滑表面

为了保证充分清洗和消毒，食品接触表面必须是光滑
的。EHEDG（欧洲卫生工程设计集团）和3A卫生标准（美
ISTOCK PHOTO.COM © AGLPHOTOPRODUCTIONS

国）都建议采用比30年前更光滑的表面，而且目前要求表面
粗糙度达到0.8微米或以下。不锈钢板的2B表面就能超过该标
准，而且优质的4号抛光表面也满足这项要求。另外，不锈
钢的硬度能抵抗会使食品接触表面变得粗糙的摩擦（例如干
的颗粒状食品引起的摩擦），当粗糙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生
物膜就会牢固附着而无法通过正常清洗程序加以清除。
在欧洲和北美洲之外，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多年前已经
制定了严格的标准，而中国正在按照国际水平改进国家标
准。所有这些国家的共同点都是以含镍不锈钢作为首选材
料。
《镍杂志》，第30卷第2期，2015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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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步前进：
镍的应用支持发展

印度
ISTOCKPHOTO.COM © ANTON_SOKOLOV

《镍杂志》第一期没有提到的两个国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
国家当时都不是国际不锈钢市场上的大国。真是30年河东、30
年河西啊！1985年，印度的不锈钢产量仅略超世界产量的1％，
而中国的产量更是低得多。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一大不锈钢生
产国，遥遥领先第二名，略超世界产量的50％，而印度傲居第
三名，仅次于日本，但领先于韩国和美国。虽然我们可能将中
国和印度视为标准的大众化商品和低端产品的生产国，但这两
个国家都在努力生产更高合金含量的含镍不锈钢及镍合金。他
们各自国家的两个应用实例证明了大规模创新应用满足了他们
各自的需求。
印度

庞巴迪MOVIA型地铁©2011年庞巴迪公司或其子公司版权所有

不锈钢最初于1934年用于美国轨道车辆的外壳，并在北美洲、
澳大利亚和日本得到了广泛应用。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国家没
有使用不锈钢，因为虽然它具有广为人知的优良特性，例如维
护要求极低、使用寿命较长，但人们认为其成本较高。不锈钢
于2002年首次成功应用在德里地铁项目，其中所有列车均采用
了301LN型不锈钢（UNS S30153），车站设施和五金器件均采用
了304型不锈钢（S30400）。地铁系统中现有143个完全投入运行
的车站，随着之后各期的相继竣工，这个数目还将继续增长。
其他城市的地铁项目也同样采用301LN型不锈钢制成的列车，
包括斋普尔、金奈、班加罗尔和科钦。另外，在两座新工厂广
泛采用300和400系列不锈钢生产高速客运列车，预计产量为每
年4000个车厢。
另一种能帮助数亿计印度家庭、小型但新颖的应用是强制通风
炉，其部件由300和200系列奥氏体不锈钢制成。印度农村地区
利用生物质（例如木材、作物残茬和牛粪）烧饭十分常见。传
统炉具燃烧不完全，从而引起有毒气体排放，在通风不良的厨
房内，每年估计导致印度50万人过早死亡，尤其是妇女和儿
童。利用电池驱动风扇强制通风可以减少70％的烟雾、50％的
燃料消耗，同时让烧饭时间缩短一半。TERI（能源与资源研究
照片：TERI

所）开发的这项技术已被印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批准，可
供炉具制造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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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从汽油动力汽车到电动汽车的
转换是各大城市减少空气污染
的一个途径。
中国

ISTOCKPHOTO.COM © FCKNIMAGES

中国的快速工业化产生了无法接受的高度污染，尤其是空气污
染。这是中国正设法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导致李克强总理
2014年3月“向污染宣战”。
从汽油动力车辆到电动车辆的转换是各大城市减少空气污染的
一个途径。其中的蓄电池大多含镍，包括NMH（镍金属氢化
物）或某些类型的锂离子电池。（请参见第4页）中国是较早引
入电动自行车的国家，迄今为止已销售1.2亿辆以上。虽然2014
年各种电动汽车（BEV）的销量仍然较低（只有不到6万辆），
但中国目前有40多种车型可供选择。另外，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也已上市，其中大多采用含镍蓄电池。
在中国，煤炭仍是当仁不让的王者――80％的发电量来自这种
燃料（2014年）而且火力发电厂仍以每周一座的速度建造。减
轻污染负担的一种途径是建造效率更高的工厂。高级超超临界
（AUSC）蒸汽发电是一种解决方案。中国以及欧洲、美国和

ISTOCKPHOTO.COM © 4FR

日本都在研究该技术。（请参见《镍杂志》第30卷第1期）。这
类发电厂可以产生700℃以以上的蒸汽，这意味着标准钢材不再
合适。特种镍合金及特种不锈钢能承受更高的蒸汽温度，从而
实现50％或以上的效率。对于蒸汽发生器管道来说，经添加
铜、铌、氮和硼改良的304（含镍量为9％）有望实现长期可靠
的性能表现。
从30年前《镍杂志》第一期出版时起，印度和中国都经历了快
速发展，而且创新水平日益提高。我们可以确定镍仍将是这两

照片：西门子股份公司

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左上图：印度生产的含镍不锈钢轨道客车
右上图：电池动力自行车和电动车在当今中国无处不在。
左下图：由奥氏体不锈钢制成的强制通风炉，带有电池驱动风
扇和充电电池，与光伏电池配合使用。其光滑表面容易清洗，
耐腐蚀，从而为家庭烹饪提供了一种安全、廉价的解决方案。
右下图：玉环电厂SST5-6000型的蒸汽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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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的
未来

镍表面处理在不断变化的世界
中仍有价值
从表面上看，电镀和电铸行业没有发生

车、摩托 车 和 商用车部 件，以 及 水龙

太大的变化。但在表面之下――即镍存

头、浴室配件、门和橱柜配件、金属家

在的地方，依赖工艺的产品而非工艺本

具、电器和电子消费品。

身发生了巨大的转变。30年前闻所未闻

一种重要应用是电铸，其中镍通过电极

的产品现已成为业界和日常生活的一部

沉积在合 适的芯 轴上，随后再去除芯

分，而这些产品正是通过镍电镀实现或
改进的。
镍最大的用途是冶炼合金，例如具有耐
热性和耐腐蚀性的高镍合金、不锈钢和
低合金钢、有色金属合金（包括硬币）和
黑色金属铸件。但 对于普通消费 者而
言，最明显的纯镍用途是镀层。从不起
眼的回形针到精美的汽车饰件，这种广
泛的用途体现了镍作为镀层的有用特性
及其多功能性。通过变更工况，可以对
镍的特性和外观进行定制，以满足设计
师和消费者的特定需求。
电镀镍被广泛使用以增强制成品的实用
性、价值和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其他镍
镀层改善了耐磨性、耐热性或耐腐蚀性
等理化性质。在很多重要应用中，镍镀层
发挥着外表美观装饰和提高耐腐蚀性
或其他功能特性的双重作用。
从30年前《镍杂志》首次出版以来，镍电
镀领域最显著的变化是在塑料和铝部件

轴，形成与原始芯轴的形状和纹理完全
一致的镀镍产品，例如旋转式织物印花
丝网、泡沫镍电池电极、CD／DVD／全
息图压模以及钞票和邮票的防伪印版。
化学镀镍是在基材上镀镍的另一种方
法。这是一个化学工艺，可以通过化学
方式而非电流将溶液中的镍离子还原为
镍金属。由此形成的镍镀层具有独特的
性质，包括均匀的厚度和硬度、耐腐蚀
性和磁响应性。最大的应用是硬盘驱动
器，其他例子还有电镀中塑料的金属化
处理、汽车制动缸、泵、阀门及其他工程
产品。

《镍电镀手册》包含了关于镍电镀工艺操

中更多地采用耐用的镍铬镀层。光亮、

作和控制的实用信息，以及关于安全和环

缎面、珍珠 和黑色镀 层被 广泛用于汽

境事项的重要信息。

汽车车轮不仅具有“光亮而闪耀”的
精美外观，耐腐蚀性也有所增强。
12 《镍杂志》镍的应用

镍镀层改善了诸如耐
磨、耐热等物理性
能，或耐蚀性。

该手册可从www.nickelinstitute.org或
communications@nickelinstitute.org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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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小面组合

采用最低含镍量为8.0％、Uginox
公司的“Top ”表面的3 0 4 型不锈 钢
（E N 1 . 4 3 01、U N S S 3 0 4 0 0），分为
两 种 厚 度 ：屋 顶 厚 度 为 0 . 5 毫 米 、
立面厚度 为 0 . 8 毫 米。这 是一种双侧
哑光表面，表面粗糙度约为1.5微米。

欧洲屋
脊上的
含镍不锈钢木屋

整个结构由128个小面复杂组合而成，
最 终 分为4 层（每层32 个小面）并有4
种基本尺寸：2米×4米（16个小面）；
2米×3米（48个小面）；1.3米×3米（48个
小面）。每个小面本身又分为4个或7个不
锈钢带，长度分别为2.50米和2.80米。总
共切割了近800块不锈钢板。
高海拔装配

所有部件都由分包商在峡谷内预制后
板、利用内部生成的生物质和废水再循
环意味着新的木屋几乎能做到100％的能
源和水源自给。
新古特山中木屋海拔3,835米，位于前往
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勃朗峰的主要路线
上，每年接待2万5千至3万名登山爱好
者。木屋坐落在岩石悬崖边上，能够经
受-50℃至+30℃的温度和最大300公里／
小时的风力。

通过直升机运到勃朗峰的平台上进行
装配。不锈钢带采用Z形平接头进行装
配。为了保证外壳周围的完整空气动力
学效果，不锈钢覆层、窗户和太阳能电池

强机械抗力、低反射率

板必须在每个小面的同一个平面上精确

木材是首选的建筑材料，因为它轻盈而

定位。

且易于高海拔施工。但由于木材过于脆
弱而无法经受极端气候条件，因此项目
设计师和工程师提出了给木结构加装覆
层的解决方案。含镍不锈钢具有寒冷环
境所需的特性组合，包括长使用寿命和

新古特山中木屋于2013年开放，可以容
纳120人，取代了上世纪60年代修建、已
不敷使用的小屋。木屋的建造成本为600
万欧元，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奇迹，也是
登山者在征服欧洲最高峰之路上的加油

木屋的卵形主体垂直于悬崖以达到最小

低维护要求，而且表面可以通过风雪自

可能的风阻。气流在木屋后部汇合，其中

然清洗。对阳光的反射率较低是另一种

夹带的雪花沉积下来。巨大的雪堆为木

必要特性，这样可以防止徒步旅行者和

古特山中木屋设计师：

屋提供了永久性、可再生的淡水水源。

飞机驾驶员发生目眩，同时保证木屋与

DécaLaage建筑事务所、Chamonix和日

屋顶上的集热管、立面上的太阳能电池

雪景融合。

内瓦的Groupe H

照片：Gudrun Bergdahl－Pascal Tournaire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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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镍协会任命
David Butler担任总裁
国际镍协 会很高兴宣布2015年6月1日任

验丰富的律师，专门为《财富》50 0强 企

命Dav id

业、私 人 公司 和 行 业 协 会 提 供 咨 询 服

But ler担任总裁。Dav id的前

任是Ti m A i ken，他在与国际镍协会建

务。

立工作关系25年之后光荣退休。

国际镍协会主席Rober t

Dav id But ler已与国际镍协会打交道25

Mor ris说道，

“我们期待Dav id在总裁的新职位 上继

年以上，最初担任外部法律顾问和公司
秘 书，从 2 0 1 3 年 起 加 入 国 际 镍 协 会 担

续发光发热，我们相信协 会在他的领导

任 执行 董事和总顾问。D av id是一位 经

下将继续保持积极发展的势头。”

镍化合物指南
国际镍协会出版了《镍化合物―幕后故

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说明了什么是镍化合

事》，这是一本关于镍化合物的16页免

物、它们为什么应用这么广泛、镍在哪

费指南，由业界专家为非专业人士编

些应用中不可或缺以及为什么几乎所有

写。

技术中都有镍的身影。”

《镍化合物―幕后故事》说明了镍化
合物为什么在多个工业部门中不可或
缺，包括交通运输、航空航天、海运、
建筑和多种消费品的制造。
“大多数人并未认识到镍化合物在

她补充道，
“《镍化合物―幕后故事》揭
示了镍化合物在价值链中的重要贡献，
以及镍为什么在目前和遥远的未来都
将在社会中发挥关键作用。”

汽车、电子产品等日常产品运行中

《镍化合物―幕后故事》可从国际镍

的重要性，”国际镍协会传播经理

协 会网站下载 或 按所需 格 式 提 供：

Clare Richardson说道。
“这份出版物

communications@nickelinstitute.org。

UNS 详情 本期《镍杂志》提到的合金和不锈钢的化学成分（重量百分比）
UNS

碳

钴

铬

铜

铁

氢

锰

钼

氮

铌

镍

氧

磷

硫

硅

钛

N01555
第15页

0.07
最大值

0.05
最大值

0.01
最大值

0.01
最大值

0.05
最大值

0.005
最大值

-

-

-

0.025
最大值

54.057.0

0.05

-

-

-

差值

S17400
第6页

0.07
最大值

-

15.017.5

3.005.00

差值

-

1.00
最大值

-

-

0.150.45

3.005.00

-

0.040
最大值

0.030
最大值

1.00
最大值

-

S30153
第 10页

0.030
最大值

-

16.018.0

-

差值

-

2.00
最大值

-

0.070.20

-

6.08.0

-

0.045
最大值

0.030
最大值

1.0
最大值

-

S30400
第6,8,9,10,13 页

0.08
最大值

-

18.0020.00

-

差值

-

2.00
最大值

-

-

-

8.0010.50

-

0.045
最大值

0.030
最大值

1.00
最大值

-

S30403
第9页

0.03
最大值

-

18.0020.00

-

差值

-

2.00
最大值

-

-

-

8.0012.00

-

0.045
最大值

0.030
最大值

1.00
最大值

-

S31254
第8页

0.020
最大值

-

19.5020.50

0.501.00

差值

-

1.00
最大值

6.006.50

0.1800.220

-

17.5018.50

-

0.030
最大值

0.010
最大值

0.80
最大值

-

S31600
第6页

0.08
最大值

-

16.0018.00

-

差值

-

2.00
最大值

2.003.00

-

-

10.0014.00

-

0.045
最大值

0.030
最大值

1.00
最大值

-

S31603
第6,8,9,16页

0.030
最大值

-

16.0018.00

-

差值

-

2.00
最大值

2.003.00

-

-

10.0014.00

-

0.045
最大值

0.030
最大值

1.00
最大值

-

S31803
第16页

0.030
最大值

-

21.023.0

-

差值

-

2.00
最大值

2.503.50

0.080.20

-

4.506.50

-

0.030
最大值

0.020
最大值

1.00
最大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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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镍钛合金机器人可能会改变手术面貌
德国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的科学家正在与美国纳什维尔范德堡大学的研究团队合作，开发微型柔性蛇形机器人。这种机器
人可以让外科医师通过极小的创口进入难以到达的部位。镍钛合金（UNS N01555）是一种常用于支架、导管或撑条的生物相
容性镍钛合金，凭借形状记忆特性和超强的弹性入选。
Burgner-

与有关节和刚性接头的常规机器人不同，
“连续体机器人”

Kahrs博士的领导下，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安装了触手状臂（由

采用连续结构――灵感来自仿生学，有点像大象的鼻子或

在莱布尼兹大学汉诺威机电一体化中心的Jessica

几根微型超弹性镍钛合金管组成）的机器人会给精细的大
脑手术带来怎样的改观。来自范德堡大学的团队正在研究怎

蛇。由于具有形状记忆特性，小管可以弯曲；一旦变形压力下
降，小管就会恢复原始形状。最终，这种弹性可以让机器人
沿人体微小空间内的曲线移动，从而进入以前因危险性过高

样利用机器人清除中风病人大脑内的血肿。这个研究项目是

而无法到达的部位。镍钛合金机器人有可能通过大脑窦进入

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

脑垂体以及清除大脑中的出血性体液或团块。

基尔大学与AQUANDAS有限公司合作

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

以10美分硬币（直径约为18毫米）作为参照显示镍钛合金机器
人的大小。

有史以来韧
度最高的形
状记忆合金
分别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和德国基尔大
学的Manfred Wuttig和Eckhard Quandt教
授研制了一种新式形状记忆合金。它的
韧度如此之高，以至于经过1000万次弯
曲和加热后仍能恢复原始形状。因此，
这种由钛、镍和铜制成的新合金可能适
合“高循环”应用，例如人工心脏瓣膜
和固态空调器。相比之下，先前性能最
高的形状记忆合金只能变形约1万6千次
就会疲劳。
所有形状记忆合金都是相变材料，这意
味着它们能转变为不同的分子构型，
例如从水变为冰。新合金可以在一种
《镍杂志》，第30卷第2期，2015年8月号

《镍杂志》网络版
www.nickelinstitute.org
您可以免费订阅《镍杂志》，新一期在线
发布时您就能收到印刷本或电子邮件通
知（www.nickelinstitute.org/NickelMagazine/
Subscription）。

厚度为50微米NiTiCu薄膜线形拉伸作
动器

形态下由热量“启动”转变，而在另
一种形态下由张力的释放“启动”转
变。Wuttig和Quandt教授发现这种合金
耐用的关键在于少量杂质的存在――一
种钛和铜沉积物（Ti2Cu）。这些颗粒
与合金的两相都相容，因此能介导数百
万次完整、可重复的变换，从而减小疲
劳程度。

登录www.nickelinstitute.org/NickelMagazine/
MagazineHome 在线阅读多语言版
《镍杂志》
可以从我们的在线档案库中搜索从
2002年7月开始的往期《镍杂志》。
www.nickelinstitute.org/en/NickelMagazine/
MagazineHome/AllArchives
手机下载《镍杂志》应用到您的Apple® 或
Android™设备上。
请在 Twitter@NickelInstitute 上关注我
们。
请在LinkedIn上加入我们――请访问
国际镍协会网页。
请在国际镍协会YouTube频道
www.youtube.com/user/NickelInstitute
观看与镍有关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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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路易威登基金会新博物馆在巴黎落成。其设计原稿是曾获普利兹克奖
的建筑设计师弗兰克·盖里的无心之作，而其数字模型是通过最先进的三维软件
创建的。这座建筑明显体现了盖里对直线的不屑一顾，其中12个壮观的波浪形玻璃
船帆由相互交缠的钢柱、木梁、横楣、支架和拉杆支撑，形成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
空间。所有这些部件都相互连接，而且充分利用了包含博物馆封闭空间的“冰山”

碳钢桁架组成的复杂网络。它们构成了

双相不锈钢网格支撑的12个曲面玻璃船

玻璃船帆的整体式悬挂支架。这些部件

帆。工程师选择了含镍量为4.5-6.5％的

长度从3米到35米不等，弯曲度各异，给

2 2 0 5 双 相 不 锈 钢（ E N 1 . 4 4 6 2 、

人以在船帆之下平缓旋转的印象。总共

UNS S31803）来制作所有嵌块和节点、

540个双相不锈钢嵌块保证了木梁之间

网格、檐沟、支架、拉杆、数千个螺栓和

的牢固连接。另外，430个独特、呈复杂

数百个紧固件。其屈服强度是标准316L

几何形状的节点将所有木质和金属部件

型不锈钢（S31603）的两倍，而重量比后

连接起来。它们由100毫米厚碳钢／双

者轻30％。1,500吨高强度双相不锈钢支

相不锈钢复合板制成，使整个结构具

撑着宏伟的玻璃船帆。整个建筑结构共

有稳定性和完整性，同时增

使用了1万5千吨钢材――相当于埃菲尔

强了船帆的动感。

铁塔的两倍。

2014年，TODD EBERLE

将艺术／建筑想象转化为现实是一个巨
大的挑战――工程师利用含镍材料应对
了这个挑战。
L.M. DAUZAT

另一个独立结构包含冰山周围和上方由

©2014年TODD EBERLE

状硬壳结构。
外部结构是长跨度层压落叶松木梁与

路易威登集团弗兰克盖里基金会

©GEHRY PARTNERS有限责任合伙公司和弗兰克·O·盖里

巴黎上空的玻璃船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