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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超材料是一类新型人工复合材料或复合结构，特殊的微观或宏观内部结构设计使它们具有自然材料不具备的超常物理

性质。超材料的发展经历了二维电磁超表面到三维机械、热学、声学、光学超材料的发展之后，正进入可编程、可调控的阶

段，近年来涌现出各种各样具有大变形能力的超材料，以实现物理性能的设计预期与主被动适应。对大变形超材料的设计、

功能、制造等方面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简要的综述，分析这类超材料研究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发展趋势，为多功能超材料的

编程与调控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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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tamaterials are man-made materials or structures whose internal constituents and topologies allow them to have unusual 

emergent properties which are not available among the conventional materials. Initially proposal of metamaterial started on the 2D 

negative-indexed electromagnetic metamaterials followed by the 3D metamaterials in the fields of optical, acoustic,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 last 100 years. The current research trend on metamaterial has entered a stage to incorporate the programmability 

where the properties can be adjustable through selection of design parameters, and tuneability, an ability for the material’s properties 

to be tuned through deformation controlled by the embedded actuation or external stimuli. This brief review focuses on the state-of-art 

research, major challenge and future development about the design, functionality, manufacture of the metamaterials with large 

deformation, which hopefully could be able to provide an inspiring reference for programmability and tuneability of new generation 

meta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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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① 

超材料是一种新型人造结构型复合材料，在不

违背基本的物理学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多种结构上

的设计来突破自然规律的限制，从而获得天然材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825503, 51721003)。20200630 收到初稿，

20200810 收到修改稿 

 

所不具备的超常物理性能。这些性能不仅仅是由构

成材料的本征特性决定的，而是主要由内部人工结

构的拓扑与变形特征来决定的[1-3]。超材料的基本组

成单位称为胞元，胞元的平面排布构成了超表面或

二维超材料，其空间排布则构成三维超材料。随着

超材料胞元尺寸的增大和胞元数量的减少，由单一

或几个胞元构成的大尺寸超材料最近也被称为超结

构[4-5]。超材料/超结构已经在热防护航天结构、战

斗机电磁隐身蒙皮、潜艇消声覆盖层等多个重要领

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应用(图 1)。《Science》杂志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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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列入 21 世纪前 10 年的 10 项重要科学进展之 

一[6]，美国国防部更是将其列为“六大颠覆性基础

研究领域”之一[7]，在我国超材料被列入国务院印

发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8]。

超材料的设计思想和方法已经成为发掘结构材料新

功能、引领产业新方向，提高材料综合性能、突破

稀缺资源瓶颈的有力手段，把功能材料的设计和开

发带入一个崭新的天地，引发了信息技术、国防工

业、新能源技术、微细加工技术等领域的重大变革，

并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9-10]。 

 

图 1  超材料在热防护航天结构、战斗机电磁隐身蒙皮、

潜艇消声覆盖层的应用 

超材料是一个高度跨学科的、高度交叉的研究

领域，涉及物理学、通信、材料、数学、力学、机

械等多学科。其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期，

为了改变电磁波的正常传播方式从而全面控制电磁

波，科学家最先研究了具有负折射率的电磁超材料

(Electromagnetic metamaterials)
[11-12]。针对太赫兹、

红外光与可见光这些波段，形成了电磁超材料的一

个子集——光学超材料(Optical metamaterials)
[13]。电

磁超材料的应用非常广泛，例如高性能天线[14-15]，

光电探测[16]，太阳能光伏发电[17]，以及可以用于隐

身衣和隐形飞机的隐身材料[18]。另外一大类超材料

是机械超材料(Mechanical metamaterials)——通过

材料的内部结构而非成分来决定其机械性能。典型

的机械超材料包括负泊松比超材料、声学波动超材

料(也称为力学超材料)、负热膨胀超材料、轻质结

构超材料等。波动超材料能够在不同的频率范围内

分别表现出类似固体和流体的物理性质，从而为控

制声波、弹性波和地震波提供可能性[19-20]。声学超

材料可以对声波产生负折射率，从而实现对声波的

有效控制[21]，其应用范围包括亚波长声波成像[22]，

具有超高分辨率的超级透镜[23]，以及隐声衣[24]。负

热膨胀超材料通过材料内部的特殊结构拓扑和多种

材料的匹配实现负的热膨胀系数[25-27]。为了实现机

械和热学领域复合需求，出现了同时具有负热膨胀

和负泊松比特性的超材料，即双负超材料[28-30]。零/

负热膨胀系数的超材料在许多受温度波动影响较大

的高精度工程结构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例如热变形

和自适应结构[31-32]、微机电系统[33]、热适配器和驱

动器[34-35]、天基反射镜和卫星天线[36-37]的支撑等。

结构超材料可以通过三维微结构[38]、手性结构[39]、

折纸结构[40-43]等来设计材料的内部拓扑，得到轻质

高强的新型材料 , 在结构承载构件 [44-45]、能量吸  

收[46-47]、热交换材料[48-49]、生物材料[50-51]中都有很

大的应用价值。 

1  大变形超材料的研究现状 

超材料具有自然材料不具备的超常物理性能，

这是由超材料内部结构的几何拓扑及其基础材料的

性质共同决定的，随着相关应用的发展，超材料的

设计从定性地获得特殊物理性能发展到定量地确定

性能，即可编程性(Programmability)——在超材料设

计过程中，通过几何拓扑参数和基本材料参数的选

取，直接获得预期的物理性能[40]。同时，这些特殊

的物理性能往往是超材料本身固有的，并不能在外

界激励下主动调控，更无法随着外界应用环境的变

化而被动地自适应，即可调控性(Tuneability)——在

超材料使用过程中，通过拓扑的主动或被动变化来

调控超材料的物理性能。为了满足超材料的可调控

性，出现了越来越多具有大变形能力的超材料[52]。

它们的设计利用了折纸结构的折叠变形或者二维或

三维胞元结构的非线性形变、失稳来获得整体结构

的大变形，并在电磁、机械等超材料方面实现了定

性、定量的性能调控，有着广泛的工程应用潜力。 

现有的大变形超材料主要基于两种结构类型：

折纸结构和模块化拓扑结构。折纸结构在面内的折

叠变形使其非常适合拉涨材料的设计，因此各种折

纸折痕单元在负泊松比超材料中有着大量的应   

用[53-55]
(图 2)。单层或多层折纸构建的二维和三维超

材料在力学性能和电磁性能方面都有非常好的表 

现[56]。在电磁学方面，WANG 等在刚性的 Miura 折

纸图案上印刷开环谐振器以实现周期性排列的超原

子，通过 Miura-ori 结构的变形来控制该电磁超材料

的手性[57] 
(图 3a)。同样基于 Miura-ori 折纸结构，

NAUROZE 等结构折叠线上放置的偶极子谐振元件

可以形成频率选择面(FSSs)，结构的折叠运动特性

使得超材料可以根据不同规格(多波段、宽带/窄带

带宽、宽入射角抑制)进行实时重构，实现连续可调

的频率响应[58]
 (图 3b)。ZHANG 等将折纸与弹性超材

料结合起来，将可调控扭转折纸结构引入到亚波长谐

振腔设计中，提出了一种具有低频动态性能的三维波

动超材料[59]。BOATTI 等用折纸结构研发了热膨胀系

数可调谐的超材料，通过改变不同位置折纹和面的刚

度使该超材料具有负、零和正热膨胀系数[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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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各种折纸折痕单元的负泊松比超材料  

 

图 3  基于 Miura-ori 的折纸电磁超材料 

为了实现超材料的可编程性，刚性折纸被普遍

采用[61]
——这类折纸通过沿预定折痕的折叠实现

在不同折叠状态之间的连续运动，其成型过程中变

形只发生在折痕区域，而主体板面不发生扭曲或拉

伸等变形，使成型后的结构最大限度地保持材料本

身刚性，并且使得几乎所有传统的片状材料可以用

于生产这样的超材料[62-64]。只要建立弯曲能量和铰

接能量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设计出多种稳定且可编

程的超材料[64-65]
(图 4)。同时，刚性折叠的过程使超

材料具有大变形的能力，为性能调控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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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将参数不同的折痕堆叠起来形成刚度渐变的

机械超材料[66-67]，FILIPOV 等则将不同管状折叠结

构耦合在同一个结构中，获得了可以重构的超材料

来主动调控刚度[68]。另外，非刚性折纸单元的多种

折叠路径或稳态也可以用于超材料可调控性的设

计。例如，SENGUPTA 和 LI 通过双稳态的折纸单

元在两个稳定状态之间切换来实现被动的刚度自适

应功能[69]。可见，折纸结构在各种超材料中都有着

较好的应用潜力，但是目前的绝大多数研究都集中

在 Miura-ori 这种相对简单的折痕上，这是因为它是

一个单自由度的刚性折痕，它的折叠变形过程可以

通过简单的数学推导很容易地获得。然而在折纸中

还存在着大量其他的折痕，例如 square-twist、Resch 

pattern、diamond pattern、waterbomb 等，由于对它

们的折叠刚性和运动特征缺乏深入的认识，只有个

别超材料试探性地用到这些折痕[70-71]，而它们丰富

的折叠行为，必将为折纸超材料的设计带来更多创

新的途径。 

 

图 4  基于刚性折纸的大变形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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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形超材料的设计中还采用了二维模块化拓

扑结构，包括反蜂窝结构、孔洞结构、失稳的桁架

和双稳态梁结构。它们的非线性形变、失稳为整体

结构提供了规律的大尺度变形，并在此基础上将二

维结构拓展到三维空间，形成大变形胞元，进而通

过空间排布构建三维超材料(表 1)。最早出现的负泊 

表 1  拓扑结构胞元构建的二维和三维超材料 

 2D 超材料 3D 超材料 

反蜂窝结构 

 

文献[71] 

 

文献[75] 

孔洞结构 

 

文献[76] 

 

文献[79] 

失稳桁架结构 

 

文献[80] 

 

文献[81] 

双稳态结构 

 

文献[86] 

 

文献[87] 

松比超材料就是以反蜂窝(反六边形)结构为基本单

元的[72-73]，具有面内拉涨的特性，KHAN 等在传统

蜂窝网格的基础上设计出具有可调控的正、负和零

泊松比的超材料，并加入压电材料，实现泊松比和

机电特性耦合可调节[74]，YANG 等将这类结构拓展

到三维空间，得到可三维压缩的负泊松比超材    

料[75]。基于拓扑优化的孔洞拓扑单元不仅可以产生

负泊松比，而且可以对结构的刚度进行编程和调    

控[76-78]，同样通过拓扑优化，LIN 等研究了三维孔

洞结构，使其力学性能表现为各向同性[79]。另外，

在二维和三维桁架结构中预设屈曲变形也是设计大

变形超材料的一个重要手段[80-82]。BABAEE 等[83]

利用屈曲特性设计了镂空图案的弹性球壳结构，在

压缩载荷下横向收缩，产生三维负泊松比。手性结

构的引入将斜杆轴向压缩(或拉伸)转化为扭转的手

征机制，开发了压扭机械超材料, 具有负泊松比及

较高的能量吸收效率[84-85] 
(图 5a)。大部分屈曲变形

的刚度不可控，而双稳态结构则提供了一种准零刚

度胞元，可以用于设计二维和三维多稳态和可重构

的大变形超材料[86-87]。例如，CAI 等则利用二维屈

曲梁即负刚度结构来有效地抵消折叠梁的正刚度，

产生理想准零刚度特性的同时，实现了超低的局部

共振带隙，服务于波动超材料[88]。PAN 等[89]提出了

以多稳态吸管结构为基本模块的机械平面像素阵

列，可以调整阵列中机械像素的高度来形成和重新

配置其三维形态，有效提高了其力学性能可编程性、

形状可重构性和适应性以及可重复使用的抗冲击

性。由于其大变形发生在像素阵列的高度方向，实

际上属于“2.5 维”的超材料(图 5b)。另一方面，基

于二维结构正交排布的三维结构的多稳态特性往往

在各个方向上不相关[90]，COULAIS 等则是利用模

块的变形模式的耦合嵌套，通过正交排布，实现与

载荷平面垂直的其他平面的可编程形变。到目前为

止，鲜有研究提出真正意义上的模块化多稳态的三

维超材料。 

  

(a) 压扭机械超材料[84]
            (b) 像素阵列超材料[89]

 

图 5  模块化超材料  

除了特殊拓扑的胞元结构，胞元间的连接方式

对超材料的大变形行为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

大多数设计仅仅是把相同的胞元在平面或空间固结

在一起，为了获得大变形，GRIMA 等将正方形的胞

元顶点连接产生柔性铰链，从而使正方形直接可以

发生相对转动，获得负泊松比二维超材料[91]。在此

基础上，COULAIS 等将顶点柔性铰链的刚度进行分

类调整，并去除了部分正方形胞元，设计了自我引

导、多级重构的超材料[92]，但是由于整体结构的等

效自由度太多，其变形过程难以准确控制，出现了

与预设形变差别很大的变形模式(图 6a)。KADIC 等

设计的三维桁架结构采用了接近理想铰链极限的尖

端连接(图 6b)，使得节点处的剪切模量与体积模量

之比接近零，该材料能抵抗各向同性压缩，但抗

剪切性非常差，表现出流体相似的特性，故用于

波动模数超材料[93]。OVERVELDE 等基于正交四

边 snapology 的可重构机械超材料则是利用了方

管折叠变形来实现结构拓扑的改变 [94]，同样由于

正交的三维结构自由度不为一，重构的过程难以

同步控制(图 6c)。可见，胞元的铰链连接方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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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变形超材料带来更多创新设计的机会，但是尚

未开展系统全面的研究。 

   

(a) 多级负泊松比二维超材料[92]      
(b) 波动模数超材料[93] 

]
 

(c) 基于正交四边 snapology 的可重构机械超材料[94]
 

图 6  胞元间通过柔性铰链连接的大变形超材料 

2  挑战与展望 

超材料的发展经历了二维电磁超表面到三维机

械、热学、声学、光学超材料，目前已经开始了可

编程、可调控超材料的探索阶段，涌现出各种各样

具有大变形能力的超材料，以实现物理性能的设计

预期与主被动适应。然而这类新兴超材料的设计、

加工与应用都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在超材料的功能设计方面，研究人员对

物理性能的调控提出了越来越丰富的需求，因此首

要的任务是将这些物理性能的调控需求转化为相对

应的结构拓扑变化设计，即确定结构的大变形方式。

建立拓扑构型与物理性能的解析关系是超材料可编

程设计的关键难题，在此基础上，才能讨论结构形

变与性能调控之间的内在联系。 

下一步则是根据变形需求进行具体的拓扑设

计。前面提到的胞元设计大多采用折纸单元或者拓

扑优化的方法。实际上，无论是刚性折纸结构，还

是铰链连接胞元构成的超材料，从理论上都可以等

效为机构或机构的组合[95-97]，在大变形方面展示出

巨大的潜力和优势，但目前的工作都是从结构设计

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超材料的构建，期待得到预期的

大变形模式。由于构成机构系统的多自由度特性、

等效机构存在的分叉行为、胞元间形变传递随能量

损耗的衰减、以及结构失稳对外部激励与加工误差

的高度敏感、驱动控制的复杂性等不可避免的因  

素[52, 98]，很多这类超材料无法实现预设的形变，进

而无法达到相应的性能调控和编程的需求，形成大

变形超材料研究中的主要瓶颈。 

借鉴机构可动网格[99-105]、刚性折纸[106-110]等领

域的研究成果(图 7)，我们发现少自由度尤其是单自

由度机构系统在实现运动路径的确定性方面有着天

然的优势。因此大变形超材料的设计可以从机构运

动出发，以平面或空间机构为胞元，使其具备所需

的变形特征，并将系统研究胞元之间的链接，使胞

元的运动变形特征在整体超材料中得以保持和协

调，从而实现超材料通过大变形来连续调控物理性

能[57-58]，或者特地引入运动变形的不协调性，实现

超材料物理性能的阶跃性调控[66, 71]。 

当这些机构组合以超材料的连续拓扑形式出现

时，它们则属于机构中的柔顺机构[111-113]。这种超材

料一方面具有较为稳定的变形模式，即理想机构的

运动模式；另一方面，对于多机构网格的超材料，

当驱动作用于单个或少数胞元时，会存在不用程度

的胞元间运动传递的衰减[114]。我们可以从机构设计

的角度，优化驱动的位置和机构的运动传递的机械

效益，以减少运动传递衰减。而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则是采用同步驱动的模式，使每个相同胞元在同样

的驱动下产生同样的形变，达到超材料整体调控的

目的。显然，不可能采用传统机械的办法对超材料

中成百上千甚至更多胞元进行同步驱动，只能寄希

望于基于智能材料的驱动模式或者柔顺机构中的恒

力设计。 

 

(a) 基于Bennett机

构的可动网格[99]
 

 

(b) 基于

Bricard 机构

的空间网格 

排布[101]
 

 

(c) 管状刚性折纸[107]
 

 

(d) Double Corrugated 刚性 

折纸[109]
 

图 7  机构可动网格与刚性折纸 

通常情况下，超材料的特殊物理性能主要是由

内部人工结构的拓扑与变形特征来决定的，而基础

材料的本征特性不起决定性的作用。考虑到结构的

大变形能力和柔顺机构的特征，更倾向于高弹塑性

的材料，而非硬脆材料。当我们将胞元机构的驱动

与材料相结合，则要选取对外部磁场、电场、热场、

应力场等环境刺激会产生变形响应的新型智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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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超材料的基础超材料或者嵌入到超材料的基础

材料中去。例如，ZHANG 等利用 3D 打印的热缩性

聚合物来实现二维超材料在热场中的拓扑变换及相

对应的带隙特性[115]；KOTIKIAN 等通过 3D 打印构

建热响应液晶弹性体超材料，在热场作用下液晶弹

性体产生大变形，实现了二维结构到三维结构或不

同三维拓扑结构之间的转换[116] 
(图 8a)，WONG 等

以离子凝胶为原料通过 3D打印制造可拉伸传感器，

在应力场的作用下超材料在结构上呈现拉涨的特

性，同时电信号发生改变，可用于应变传感器和可

穿戴柔性电子器件[117]；GIBERT 等将具有变形顺应

性的摩擦起电纳米发电机嵌入到可以产生大变形的

梁阵列和双圆孔超材料中，使得这种多功能机械超

材料既继承了作为基体的大变形超材料可调的力学

性能，又具有能量收集和自供电传感的功能[118]
(图

8b)。由此可见，具有驱动能力的智能超材料与大变

形拓扑设计相结合将会极大地丰富超材料非常规的

物理特性及其调控空间。 

 

 
(a)热响应液晶 

弹性体超材料[116]
 

 
(b) 嵌入摩擦起电纳米发电机

二维拓扑超材料[118]
 

图 8  基于智能材料的超材料 

解决了大变形超材料的设计与驱动之后，迎面

而来的一大难题是这类超材料的加工制造[119]。目

前，3D 打印技术能有效加工三维复杂结构，但是其

精度有限，无法对微米纳米级别的胞元进行准确的

加工，同时这项技术所能打印的材料并无法涵盖全

部超材料所需使用的常规和智能基础材料，并且所

制备的三维全介质结构承载能力较差，不能满足实

际应用的工况，现有的成果大多数属于实验室技术，

不可能在工业制造中进行大尺度、大批量生产和推

广。房丰洲教授提出的原子及近原子尺度制造

(ACSM)技术直接作用于微观尺度粒子，可望实现对

微观粒子和结构的精准操控和修复，从而优化超材

料微观结构，最大限度地开发材料性能，为超材料

结构的制造和新材料的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120]。同

时，研究人员将 MEMS 加工技术和折纸、剪纸艺术

相结合，通过对二维薄膜结构的加工和驱动来构建

三维单层超材料，不但可以构建较为复杂的三维结

构，也可以实现微米级别的超材料胞元的加      

工[121-122]，但是由于基础材料的选择范围非常有限，

无法满足三维大变形超材料的需求。因此，急需研

究可以大尺度、大批量生产细微胞元超材料的制造

方法与工艺。 

另一方面，人们对胞元尺寸大、数量少的超材

料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由于整体结构所包含的胞元

数量非常少，甚至整个结构就是一个胞元，这类结

构也称为超结构(Meta-structure)
[123-125]。显然，这样

大尺寸超结构并没有上述加工瓶颈，而大变形设计

可以通过传统的机构机械系统容易地实现，因此在

多个重要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例如可重构

相控阵天线[126]，零热膨胀航天结构[127]。 

综上所述，大变形超材料是可编程、可调控超

材料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对于拓展超材料的物理

性能有着重要作用。目前的探索性研究表明，基于

机构及其网格的设计方法对于超材料的大变形精准

控制有明显优势，进一步将智能材料作为超材料的

基础材料会全面提升该类超材料的性能调控，相应

的超材料加工制造方法是当前亟需研究的瓶颈问

题，为了避免加工困境，超结构则是大变形超材料

中一个另辟蹊径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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