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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一、概况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渊源于 1928 年成立的国立中央

研究院工程研究所，1959 年独立建所，定名为中国科学院硅酸盐

化学与工学研究所，1984 年改名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建所以来，上海硅酸盐所以“先进无机材料科学与工程”为学

科方向，现已发展成为以基础性研究为先导，以高技术创新和应用

研究为主体的综合性研究所，形成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

化研究、产业化工作”相互有机结合的较为完备的科研体系。历年

来，获得国家、中国科学院、上海市等省部级以上各类科技奖项 415

项，其中国家发明奖 30 项，国家自然科学奖 9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15 项。历年来申报专利 3023 项，批准专利 1625 项（截至 2017 年

底）。 

上海硅酸盐所独立建所以来，汇聚和造就出一大批为新中国科

技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包括周仁、严东生、殷之文、郭景

坤、丁传贤、江东亮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知识创新工程以来，培养

和引进了包括 1 名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8 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7 位中国科学院“百人

计划”入选者在内的新一代科技领军人才，形成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国家外专局国际合作创

新团队等在内的高水平科技创新队伍。 

上海硅酸盐所是国内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首批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是中国科学院博士生重

点培养基地。知识创新工程以来，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不断完善综合素质培养与评价制度，深入推进国内

外联合培养机制，建立研究生科研成果培育计划，研究生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向国家输送了大批高素质创新

创业人才。 

现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六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科研机构包括：高性能陶瓷和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

验室、中国科学院特种无机涂层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能量转换材料重点实验室（上海无机能源材料与电

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结构陶瓷工程研究中心（复合材料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透明光功能无机材料重点

实验室（人工晶体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无机功能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古陶瓷与工业陶瓷工程研究中

心（古陶瓷科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研究中心、无机材料分析测试中心和

信息情报中心。主办发行的《无机材料学报》已进入中国核心学术期刊，并被 SCIE 收录引用。 

二、主要研究领域 

1、基础研究：以高性能结构材料、功能材料、人工晶体、特种玻璃、无机涂层、生物材料、介孔与纳

米材料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生物学等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在先进无机材料的

设计与计算科学、制备科学以及应用研究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前瞻性、原创性和开拓性探索，为先进无机材料

工程化研究和产业化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储备。 



2、能源技术：以能量转换、能量贮存、节能关键材料和技术为主要研究方向，重点开展钠硫电池储能

技术、太阳能发电技术、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技术、热电转换技术以及高效节能金卤灯等研究，并取得一系

列创新型研究成果。 

3、环境友好：开展纳米介孔催化剂材料、纳米光催化材料、建筑用节能玻璃材料以及尾气排放净化用

蜂窝陶瓷技术等研究开发与产业化工作，以解决节能减排相关新材料研究及工艺技术研发等热点问题。 

4、人体健康：开展纳米生物材料、生物活性材料与组织工程支架材料、生物活性涂层技术及医用植入

材料、医用光纤材料等研究与开发，为形成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高效和安全的生物医用材料和医

疗新技术提供科学基础。 

5 信息功能：开展电容器陶瓷、压电陶瓷、铁电陶瓷、透明陶瓷、热释电陶瓷、半导体陶瓷、电致伸缩

陶瓷、快离子导体陶瓷、堇青石陶瓷、超导陶瓷、微波介质陶瓷等高性能陶瓷的研究，并结合面向新兴产业

发展和市场需求的高性能功能陶瓷及元件，开展相关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成套技术开发、工程化研究和示范

性生产。   

6、航天航空：开展各类保护涂层、功能涂层、透波材料、大尺寸光学部件、陶瓷基复合材料的研究以

及空间晶体生长实验研究，以满足我国航天航空事业的迫切需求。 

7、古陶瓷：开创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中国古陶瓷之先河，并一直在该研究领域保持着国际领先地

位。2008 年 2 月，由国家文物局批准，在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设立古陶瓷科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基地整合研究资源，制定古陶瓷检测规范，解决古陶瓷研究和硅酸盐类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的重大科技问题。 

8、材料分析表征：主要从事无机材料表征和检测及其新技术和新方法研究等。先后通过了国家级计量

认证、ISO9001 质量认证和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实验室认可。 

三、研究生教育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是国内第一批研究生招生

单位，文革前招收 28 名研究生，目前一共累计招收约

2800 余名研究生。拥有：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二

个一级学科和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学、无机化学、

物理化学、材料工程五个二级学科，在岗导师 135 名，

其中博导 69 名，在学研究生 464 名，其中博士研究

生 259 名。研究所计划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 80 名，

博士研究生 70 名左右。                                                                                          

上海硅酸盐所建立了硕士研究生精品课程数据

库，更好的指导学生选择课程，为科研工作奠定基础知识。为使研究生在进入实验室的同时掌握相关知识技

能，开设了《先进无机材料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课程。年末对全体研究生进行考核，检阅研究生的学习、

科研进展，促进研究生工作，同时进行业务指导；考核结果也成为下年度的优秀助学金的评定依据。 

上海硅酸盐所每年实施《研究生科技创新成果培育计划》，为培育对象提供经费资助，支持参加国际学

术活动。每学期举办研究生英语学术交流报告会，提高研究生英语学术交流能力和综合素质。同时组织开展

各类提升创新能力讲座，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和英文科技论文写作能力。 



上海硅酸盐所积极组织、推荐各类评优项目，取得良好成绩，有效促进研究生评优质量的提升。获得奖

项有：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

和优秀导师奖；宝钢优秀学生奖；必和必拓奖学金；中国科学院科学与社会实践资助专项(创新研究类)；中

国科学院科学与社会实践资助专项(社会实践类)；严东生奖学金；国家奖学金、中国科学院大学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标兵和优秀毕业生以及北京市优秀毕业生、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等。 

上海硅酸盐所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的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

合作研究，随着我所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强，出国交流的研究生不断增加，每年都有二十多名研究生出国参加

国际会议，十多名研究生到国外进行联合培养，同时，我所每年组织出国经验交流座谈会，为有意出国深造

和参加国际会议的研究生提供非常有意义的经验。 

上海硅酸盐所为促进研究生就业提供各类招聘信息，组织企业、单位就业宣讲活动，发布招聘会、附近

高校就业宣讲信息，组织已就业同学回所介绍经验。每年毕业生都全部落实毕业去向，2017 年毕业的 131

人中：国内企业 62 人，外企 14 人，博士后 9 人，出国 15 人，科研 23 人，高校 8 人。 

上海硅酸盐所为在学研究生建有配套良好的

学习、体育、文娱、生活设施和研究生公寓；设

立普通奖学金、等级奖学金和研究助理津贴，硕

士生月收入 3000～4000 元，博士生月收入

4000～7000 元，还可以申请多种冠名奖学金。 

上海硅酸盐所具有浓郁的学术氛围和宽松的

学科环境，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理想选择。 

上海硅酸盐所热忱欢迎优秀有志学子报考，

欢迎物理、化学、材料、能源、生物等相关学科

或其他交叉学科的考生报考，共同为我国的材料科学事业做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2019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培养目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爱国守法，在本学科内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

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管理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面向社会需求，面向科技前沿，适应工程技术发展和创新需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

展，爱国守法，掌握相关专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

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与学术型硕士学位研究生，在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属同一培养层次的不同类型。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选拔录取，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学习且具有学

籍，毕业时达到培养要求者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和硕士专业学位证，非定向考生双向选择联系就业并正常



派遣。与学术型硕士不同的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主要面向社会应用需求进行招生和培养，在培养过程中

更加侧重于专业技术技能和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须获得硕士学位证书后方可正常报名并参加我校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二、报考条件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采取“分列招生计划、分类报名考试”的招生考试模式。 

（一）报名参加硕士研究生全国统一考试（含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学位硕士），须符合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

守法，品行端正。 

3．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录取当年 9 月 1 日前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含普通

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

科生)； 

（2）已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的人员； 

（3）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4）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 

其中同等学力人员是指： 

① 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 年（从高职高专毕业到 2019 年 9 月 1 日），且达到报

考单位根据培养目标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的人员； 

②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 

③成人高校（含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 

④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录取当年 9 月 1 日前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 

4．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5．同等学力人员报考，还应具备下列条件： 

（1）已取得报考专业大学本科 8 门以上主干课程的合格成绩（由教务部门出具成绩证明或出具本科自

学考试成绩通知单）； 

（2）已在公开出版的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过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学术论文，或获得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

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为主要完成人），或主持过省级以上科研课题。 

（二）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考生，报考条件见《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9 年少数民族高

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三）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的考生，报考条件按教育部相关规定执行，我所接受符合该专项计

划报考条件的考生报考。其初试成绩进入复试的基本分数线由中国科学院大学根据报名情况、初试情况并结

合学科特点和培养要求自行划定。 

（四）已经在读的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在读单位学籍管理部门书面同意后方可报考。 

（五）我所接收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高等学校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为硕士学位研究生（学术型或专

业学位）。所有接收的推荐免试生，应在国家规定时间内，通过教育部中国研究生招生网“推免服务系统”

（网址：http://yz.chsi.com.cn/tm）参加网上报名并完成相关的复试通知和待录取通知等报考接收手续。 

三、报名 

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在复试阶段将进行报考资格审查，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

考生将不予复试和录取，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所有考生一律采取网上报名方式报考。考生在报名期间因公外出，可就地上网报名。考生在网上报名时

所选择的报名点和参加考试的考点应一致。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网上报名 



报名时间：以教育部规定时间为准，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 

预报名时间：以教育部规定时间为准。 

报名网址：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cn）。 

查询网址：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cn）、中国科学院大

学研究生招生网（http://admission.ucas.ac.cn）。 

考生登录网上报名主页后，在选择招生单位及报考点过程中弹出的重要公告信息，务必要认真阅读，并

按其要求填报。凡未按公告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

承担。 

考生报考我所“招生单位所在地区”均应选择“北京”，“招生单位”选择“14430 中国科学院大学”，

在“院系所名称”栏中选择 040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然后选择报考专业等报考信息。 

特别提醒：请考生务必牢记自己网报时的用户名和密码，后期打印准考证、调剂录取等均需使用。 

2．第二阶段：现场确认 

现场确认必须由考生本人办理，不得由他人代办。凡请他人代办的，报考点一概不予受理。 

现场确认时间：以各报考点公告的时间为准，逾期不再补办。 

现场确认地点：考生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办公室指定的报考点进行现场确认。 

现场确认手续：考生须持本人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应届生凭学生证）原件及网上报名号或网报时生

成打印的初试报考登记表确认报考资格，并办理交费和现场照相等手续。未通过网上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

在现场确认时应提供学历(学籍)认证报告。 

在录取当年 9 月 1 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考生和网络教育考生，须凭颁发毕业证书的

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明，方可办理网上报名现场确认手续。已获得成

人高校本科毕业文凭的人员须在现场确认时出示本科毕业证书原件。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校学

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按同等学力人员确认。 

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考生，须在现场确认时出示所在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民族

教育处（未设民族教育处的由高等教育处等相关处室）盖章的《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

生考生登记表》。 

3．报名注意事项 

（1）推荐免试生必须在教育部规定的时间内与我所完成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中网上接收与拟录取手

续。被接收的推荐免试生不需进行现场确认，不得再报名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2）考生在报名时只能填报一个研究所或院系的一个专业。在复试和录取阶段，达到国家复试基本分

数线的考生若不能被原报考单位或原专业录取时，可进行调剂。 

（3）在网上报名截止日期前，考生可自行修改自己的网报信息，网报信息务必准确无误。在现场确认

期间，考生必须对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现场确认后的考生报名信息在考试、复试及录取阶段一律

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4）国家以报考单位所在地分一区、二区确定考生参加复试的基本分数线，一区包括北京、天津、上

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

重庆、四川、陕西等 21 省（直辖市）；二区包括内蒙古、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

宁夏、新疆等 10 省（自治区）。我所执行一区分数线。 

（5）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以报名时填报的信息为准，在报名结束后不得更改报考类别。 

（6）考生要准确填写个人信息，特别是要如实填写在参加国家教育考试过程中因违规、作弊所受处罚

情况。对弄虚作假者，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进行处理。 

（7）网报和现场确认结束后，我所将对考生的报名信息进行全面审查，对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准予考

试。对考生的学历、学籍等信息有疑问的，我所可要求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权威机构出具的认证证明后，

再准予考试。审查过程中发现虚假证件时，可扣留虚假证件。 



（8）网上报名时，考生应务必认真填写并仔细核对本人的姓名、性别、民族、身份证号、报考类别和

考试科目等重要信息。现场确认后的报考信息和录取信息上报后一律不得更改相关信息，我所和中国科学院

大学也不再受理任何修改考生信息的申请。 

四、初试 

1．网上打印准考证：考生在教育部规定时间内，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cn）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

期间不得涂改。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件参加初试。 

2．初试日期：考试时间在教育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不在规定日期举行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国家

一律不予承认。 

3．初试地点：以准考证上标注的地点为准。 

4．初试科目：初试科目为四门：思想政治理论、外国语、基础课、专业基础课。每门科目的考试时间

为 3 小时。思想政治理论、外国语的满分值各为 100 分，基础课（含统考数学）和专业基础课每门满分值

为 150 分。具体考试科目见我所招生专业目录。 

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一、数学二使用全国统一命题，其余考试科目由中国科学院大学组织命题。 

5．考生初试成绩由我所招生部门负责通知。 

五、复试 

1. 复试由我所组织，在我所进行。 

2．我所依照考生初试成绩，由高到低确定复试名单，进行差额复试。具体差额比例和初试、复试成绩

所占权重在复试前确定。 

3. 复试名单以及复试时间、地点、科目、方式等在我所网站向考生公布。 

4. 我所在复试前对复试考生的有效身份证件、学历证书、学生证等证件和报名材料再次进行严格审查，

对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复试。对考生的学历（学籍）信息仍有疑问的，需要求复试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权

威机构出具的认证证明。 

5．复试包括业务能力、综合素质、思想品德、外语听力和口语等考核内容。 

6．对同等学力考生须在复试阶段加试，加试科目至少为两门本科主干课程（闭卷笔试），每门加试科

目考试时间为 3 小时，满分为 100 分。加试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由我所通知考生，加试科目不及格（即低于

60 分）者不予录取。 

7. 复试成绩不及格（即低于 60 分）者不予录取。 

六、体格检查 

体检由我所在复试阶段组织考生在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进行。体检标准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印

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

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0〕12 号）以及《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

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要求进行，由我所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体检

要求。新生入学后需进行体检复查。 

七、录取 

我所按国家下达招生计划，根据考生考试成绩（含初试和复试成绩），并结合思想政治表现以及身体健

康状况，择优确定录取名单。思想品德考核或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所有录取考生须按照教育部信息公

开相关要求进行公示，没有公示的拟录硕士考生，不能被录取。 

定向生必须在录取前签署三方定向培养协议。定向生毕业时按协议到定向单位就业，不再进行就业派遣。

非应届生的考生若录取为定向生，不转户口、人事档案和工资关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只能

被录取为定向硕士生，不能录取为硕博连读生。 

我所暂不实行新生保留入学资格制度。 



被录取的考生应在我所规定的时间内报到注册。任何考生均不得以保留入学资格等方式延期入学。如确

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到者，须提供有关证明，且应以书面形式向录取单位请假，经批准后请假方为有效。

未经请假或请假未获批准逾期两周不报到者，取消其入学资格。 

八、调剂 

报考我所上线考生，符合国家调剂规定的，可优先考虑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内调剂。具体调剂政策按教育

部在调剂阶段出台的相关要求执行。 

九、学制 

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一般为 3 年，最长修读年限（含休学）不得超过 4 年。 

十、收费及待遇 

我所 2019 年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招生将按照国家规定进行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改革，对新入学研究

生收取学费和住宿费，学费及住宿费在国家有关部门核定的范围内收取： 

1．国家计划内全日制研究生的学费标准为：博士生 10000 元/年•生，硕士生 8000 元/年•生，按学

年收取。 

2.硕博连读转博考生经考核录取为博士入学时，按博士身份缴纳学费。 

3.推荐免试为直博生的，按博士身份缴纳学费。 

4.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的收费标准同上。 

同时，我所将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提高优秀在学研究生的奖助力度。学习科研表现优秀的学生，

还可以申请国家、中科院、研究所设立的各类奖学金。目前，我所招收的国家计划学历研究生奖助学金的设

置为六个类别，包括国家助学金（覆盖所有学生）、国家奖学金、中科院奖学金、高额的国科大学业奖学金

（覆盖所有学生）、研究所等级奖学金（覆盖所有学生）、助研岗位津贴（覆盖所有学生）。 

十一、硕博连读 

硕博连读研究生包括硕士阶段在内修读年限一般为 5 年，最长修读年限（含休学）不得超过 8 年。申

请硕博连读的学生，应按我所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硕博连读申请。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具体选拔和确认办法

由我所公布。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须获得硕士学位证书后方可正常报名并参加我所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不得以硕博连读方式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含普通博士计划和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但在征得定向单位所在省市教育主管部门书面同意后可以在毕业时作为应

届硕士毕业生参加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招考，经初试和复试考核合格拟录取后须重新签

订三方协议方可发放录取通知书，博士毕业后须按协议规定回定向省份就业。 

十二、直博生 

2019 年我所招收直博生。直博生从获得推荐免试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中遴选，直接录取为博士

学位研究生，基本学制一般为 5 年，最长修读年限（含休学）不得超过 8 年。 

十三、毕业生就业 

由毕业研究生自行联系用人单位，按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方式，落实就业去向。定向培养

硕士生毕业后按定向协议到定向单位就业。 

十四、违纪处罚 

对于考生弄虚作假、考试作弊及其它违反招生规定的行为，将按教育部修订后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

理办法》及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十五、其它 

1．考生因报考研究生与原所在单位或定向及服务合同单位产生的纠纷由考生自行处理。若因上述问题

导致招生单位无法调取考生档案，造成考生不能复试或无法被录取的后果，招生单位不承担责任。 

2．现役军人报考硕士生，按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规定办理。 



3．考生可通过中国科学院大学招生信息网:http://admission.ucas.ac.cn 查阅招生专业目录、部分

科目考试大纲和参考书目等相关招生信息，也可直接同我所联系咨询报考事宜。 

4．本简章如有与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部新出台的招生政策（含相关时间节点）不符的事项，以上级

单位新政策为准。 

 

硕士研究生考试科目设置 

专业名称 考试课程设置                                           

080501材料物理与化学（学术

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02数学(二)国家统考 

④806普通物理（乙）或 809固体物理或 823普通化学（乙）或 825

物理化学（乙）任选一门 080502材料学（学术型） 

070301无机化学（学术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302数学(二)国家统考 

④ 819 无机化学或 821 分析化学或 823 普通化学（乙）或 825物理

化学（乙）任选一门 

070304物理化学（学术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2数学(二)国家统考或 619 物

理化学（甲）④819 无机化学或 820 有机化学或 822 高分子化学与

物理任选一门 

085204材料工程（全日制专业

学位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2数学(二)国家统考 

④806普通物理（乙）或 809固体物理或 823普通化学（乙）或 825

物理化学（乙）任选一门 

 

2019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仅供参考) 

 

序号 导师 学科专业、研 究 方 向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01 施剑林 无机纳米复合材料、低维纳米材料 

02 陈立东 新型热电转换材料 

03 温兆银 新能源材料及锂电池研究 

04 金平实 新型节能环保薄膜与纳米材料 

05 董显林 信息功能材料与器件 

06 孙静 低维碳基复合材料、光电材料与器件 

07 朱英杰 纳米生物材料；新型耐火纸 

08 罗宏杰 纳米功能粉体与薄膜材料；硅酸盐质文化遗产保护 

09 李永祥 无源集成器件与 LTCC 材料；高性能无铅压电陶瓷 

10 许钫钫 材料结构与性能关系的透射电镜研究 

11 李国荣 新型功能材料与器件：压电、透明铁电及半导体陶瓷与器件 

12 俞大鹏 新型纳米能源材料的制备、显微结构表征及应用 

13 杨建华 能源材料与储能技术的研究 

14 曾华荣 纳米功能表征及应用研究 



15 王文中 太阳燃料，环境催化，能源催化 

16 刘茜 碳增强型氧/氮化物结构/功能复合材料，组合化学方法优选新型功能材料 

17 陈航榕 无机基纳米功能材料 

18 王东 环境友好型功能材料及器件 

19 刘宇 化学储能电池及相关新型能量转换材料与器件 

20 王根水 无机功能材料与器件 

21 黄富强 新能源材料的纳米制备，新能源和新环保材料和前沿应用 

22 张文清 能源转换与输运物理；热电材料物理、计算材料科学 

23 杨勇 光学薄膜及其应用，用于能源/环境的半导体/贵金属纳米材料与传感器件 

24 史迅 半导体热电材料的电、热、磁输运性能研究 

25 郑仁奎 铁磁铁电复合薄膜材料微结构、物理性能与器件 

26 刘建军 新型能源材料的结构设计和性能调控；纳米催化材料的机理研究 

27 李驰麟 新型储能电池体系和材料 

28 刘阳桥 碳纳米管的功能化及相关复合材料 

29 何夕云 透明功能陶瓷与器件：电-光陶瓷、微波铁氧体研制与器件 

30 李江 光功能透明陶瓷（激光陶瓷、闪烁陶瓷、磁光陶瓷、激光照明用荧光陶瓷等） 

31 张涛 新型二次电池材料及其界面物理与化学 

32 陈雨 生物医用材料研究 

33 王家成 高性能多孔碳基能源、环境和催化新材料 

34 华子乐 纳米材料与纳米催化 

35 刘志甫 高性能 LTCC 介质材料、微波毫米波器件 

36 黄晓 前驱体法制备陶瓷材料，无机/有机复合材料，Sol-Gel 化学等 

37 易志国 光电新能源材料和智能器件 

38 辛世刚 金属表面涂层制备方法及光热性能研究 

39 高相东 新型半导体纳米结构与光电器件；气凝胶新材料与应用研究 

40 杨莉萍 熔体热物性测量与研究 

41 包山虎 节能光电薄膜材料的基础与应用研究 

42 满振勇 计算材料科学；新型闪烁材料；先进合金材料 

43 张玲霞 人工光合成纳米催化 

44 钱荣 纳米复合材料、质谱新方法、环境污染物研究 

45 秦鹏 新型光电转换材料和光伏器件研究 

46 梁瑞虹 铁电压电材料与器件 

47 杨松旺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研究，太阳能-燃料转换系统 

48 张玲 光催化材料与机理 

49 程国峰 X 射线衍射与散射理论及应用 

50 曹辉亮 储能表/界面结构及其生物学效应 

51 曾江涛 铁电、压电及电光陶瓷与器件 

52 陈莹 多铁性磁电复合薄膜与器件 

53 毕辉 石墨烯的多级结构制备与太阳能和先进储能应用 

54 辛显双 合金耐高温氧化导电涂层制备与应用 



55 赵静 脆弱硅酸盐质文化遗产保护技术、材料及应用 

56 崔香枝 低维纳米材料在能源（电池）和环境催化中的应用研究 

57 林天全 无机能源转换与储能材料 

58 吴相伟 储能电池材料及界面研究 

59 谢晓峰 纳米光催化空气净化 

60 孙宜阳 计算材料科学与新能源材料设计 

61 黄健 多尺度材料设计与模拟、表界面的物理和化学 

62  柏胜强 新型热电转换器件 

63 仇鹏飞 环境友好型热电材料和器件 

64 曹逊 无机致变色材料与智能调光元器件 

65 马名生 敏感材料及 LTCC 无线传感器 

66 石云 透明闪烁和荧光陶瓷的结构功能优化设计和应用研究 

67 王冉冉 低维导电材料与柔性电子器件 

68 叶晓峰 高温燃料电池及新型能量转换材料与器件 

69 周志勇 高温压电陶瓷材料与器件，压电薄膜材料与器件 

080502 材料学 

01 丁传贤 陶瓷涂层/薄膜制备和表征 

02 施尔畏 宽禁带半导体材料，新型压电晶体探索 

03 宋力昕 特种无机涂层与薄膜材料制备及计算机模拟 

04 黄政仁 面向工程应用的先进陶瓷材料制备科学和关键技术 

05 董绍明 先进复合材料结构与功能一体化设计、制备与评价 

06 曾宇平 结构功能一体化高性能微波介质材料，生物陶瓷材料 

07 张景贤 陶瓷材料的 3D 打印和精密制造科学 

08 常江 生物陶瓷、有机/无机复合生物材料 

09 王士维 透明陶瓷，纤维补强陶瓷基复合材料，隔热材料 

10 刘宣勇 生物医用材料表面改性 

11 余建定 新型光电功能材料的无容器制备及物性和结构的研究 

12 郑学斌 生物医用涂层、特种防护涂层 

13 祝迎春 纳米生物功能材料与器件，功能涂层材料 

14 吴成铁 3D 打印生物活性材料 

15 卓尚军 材料的高通量表征技术与应用 

16 罗豪甦 人工晶体与压电器件 

17 曾毅 热喷涂纳米 TiO2 涂层光催化性能研究 

18 陶顺衍 热障涂层与耐磨抗蚀涂层 

19 任国浩 无机闪烁晶体 

20 占忠亮 新型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与电化学器件 

21 许桂生 功能晶体材料的生长与应用基础研究 

22 郑燕青 信息功能晶体设计、生长及表征 

23 刘学建 固态照明用无机发光材料，结构功能一体化陶瓷材料 



24 曹韫真 功能薄膜材料的研究 

25 李伟东 古陶瓷研究；硅酸盐质文化遗产保护 

26 宁聪琴 骨组织工程用生物材料 

27 于云 低比值导电热控涂层结构设计与性能调控 

28 武安华 磁光晶体 

29 苏良碧 激光晶体材料的研究；单晶光纤材料的研究 

30 汪正 材料高通量表征技术、材料原位微区表征技术、光谱质谱仪器研制及应用 

31 李小亚 热电转换材料及器件 

32 靳喜海 透明陶瓷、纳米复相陶瓷及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 

33 蒋丹宇 精细陶瓷可靠性评价和寿命预测 

34 章俞之 智能薄膜材料制备、结构与性能研究；材料环境效应研究 

35 乐军 特种防护涂层 

36 寇华敏 硬组织修复材料 

37 谢有桃 表面技术在生物、能源材料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 

38 赵丽丽 光功能薄膜或涂层材料研究 

39 郇志广 金属/陶瓷复合骨修复生物活性材料设计与性能研究 

40 刘学超 宽禁带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41 袁晖 闪烁晶体材料 

42 林慧兴 信息功能陶瓷、特种玻璃、LTCC 材料研究 

43 牛亚然 非氧化物陶瓷涂层材料研究 

44 左开慧 多孔陶瓷性能优化与制备；无机增强有机生物材料 

45 郑嘹赢 氧化物半导体功能陶瓷与器件物理 

46 纪士东 功能粉体合成与机能开发，新材料探索与结构解析 

47 张步法 固体材料高温热物性表征 

48 刘岩 新型 SOFC 连接体材料的设计制备；抗氧化高导电材料研究 

49 张翔宇 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高温抗氧化涂层 

50 周国红 陶瓷基复合材料，透明陶瓷 

51 杨凯 涂层或薄膜材料摩擦、磨损与润滑应用基础研究及其工程化应用 

52 王震 自愈合陶瓷基复合材料设计及性能评价 

53 丁栋舟 新型高性能无机闪烁晶体的设计、制备与性能研究 

54 黄毅华 石墨烯/碳化物复合材料、材料计算与制备、高温抗氧化材料的设计与制备 

55 邹宇琦 LED 衬底晶体及激光晶体材料 

56 王亮 热障/环境障碍涂层材料微结构设计与性能表征，无机涂层材料基因组科学 

57 章健 透明陶瓷的制备及其光学与光子学应用 

58 倪德伟 超高温陶瓷基复合材料的设计、制备及性能优化 

59 杨金山 复合材料功能化，纳米材料宏观有序化及复合材料 

60 毛小建 透明陶瓷装甲；红外光电窗口；陶瓷成型技术 

61 李恺 针对病理状态的刺激响应型生物涂层设计与研究 

070301 无机化学 

01 刘茜 无机功能粉体及薄膜材料的化学合成与制备 



02 卓尚军 绿色分析化学技术与应用 

03 王文中 光催化材料，无机固体化学 

04 朱英杰 纳米材料合成化学 

05 黄富强 新能源化合物材料与新奇物性探索；纳米材料制备与太阳能和先进储能应用 

06 陈航榕 介孔无机基多功能纳米生物材料 

07 罗宏杰 纳米功能粉体与薄膜材料；硅酸盐质文化遗产保护 

08 祝迎春 生物材料与能源材料 

09 张玲 纳米复合材料 

10 华子乐 多孔新材料设计、制备与应用基础 

11 李伟东 古陶瓷研究；硅酸盐质文化遗产保护 

12 辛显双 纳米粉体与薄膜材料制备及电化学性能 

13 汪正 新型纳米复合材料、光谱质谱方法学、光谱质谱仪器研制 

14 钱荣 纳米复合材料、质谱新方法、环境污染物研究 

15 王根水 氧化物陶瓷粉体合成与制备 

070304 物理化学 

01 施剑林 有机/无机杂化材料 

02 李永祥 纳米功能材料制备、效应及器件 

03 常江 生物材料的仿生制备及其物理化学过程研究 

04 陈立东 热电能量转换物理机制 

05 温兆银 先进化学电源及其界面科学 

06 王士维 透明陶瓷与发光 

07 金平实 光功能薄膜的设计与制备 

08 李国荣 新型功能材料与器件；压电、透明铁电及半导体陶瓷与器件 

09 董绍明 先进复合材料制备与应用中的物理化学过程 

10 李江 透明陶瓷用纳米粉体的湿化学法合成；陶瓷胶态成型技术 

11 孙静 低维纳米材料可控合成及应用 

12 郑学斌 生物材料的表面物理化学效应 

13 董显林 信息功能材料与器件 

14 郑燕青 新型功能晶体理论筛选与合成 

15 陶顺衍 热力耦合条件下的涂层材料物理化学性能研究 

16 蒋丹宇 无机光学材料的物理化学原理 

17 史迅 半导体热电材料的电、热、磁输运性能研究 

18 许钫钫 材料的微观作用机制 

19 刘宇 化学储能机理及相关界面电化学研究 

20 刘宣勇 医用材料表面纳米化及其生物学性能评价 

21 王东 环境振动能的收集 

22 张景贤 高导热陶瓷材料的设计、制备及其在能源环境领域的应用 

23 杨勇 用于能源/环境的半导体/贵金属纳米材料与传感器件 

24 刘建军 化学储能材料的物理与化学性质研究 

25 吴成铁 3D 打印生物活性材料及肿瘤治疗 



26 李驰麟 新型储能材料的结构合成设计、电化学机制和纳米离子学 

27 刘阳桥 纳米薄膜太阳能电池关键材料 

28 张玲霞 环境净化和人工光合成催化剂：可控合成、催化性能与机制 

29 杨松旺 人工光合作用纳米系统与太阳能-燃料转换器件 

30 黄晓 前驱体法制备陶瓷材料，无机/有机复合材料，Sol-Gel 化学等 

31 杨莉萍 晶体/陶瓷材料制备物理化学过程研究 

32 周国红 陶瓷湿法成型技术 

33 王家成 电催化能源材料设计与机理研究 

34 杨凯 涂层抗微动疲劳与微动腐蚀性能研究 

35 张涛 高能量密度二次电池（锂空气电池） 

36 郑仁奎 多铁性材料和无铅压电材料的高温高压合成和性能研究 

37 苏良碧 上转换发光材料的研究；功能晶体的智能制备与新晶体探索 

38 秦鹏 全固态新型太阳能电池的开发 

39 何夕云 透明功能陶瓷与器件：电-光陶瓷、微波铁氧体研制与器件 

40 于云 石墨烯/MXene基电极新材料的可控制备与性能研究，热控涂层设计与制备 

41 易志国 半导体光电化学与太阳能燃料 

085204 材料工程 

01 丁传贤 陶瓷涂层/薄膜制备和表征 

02 

施尔畏 

郑燕青 

刘学超 

宽禁带半导体材料，新型压电晶体探索 

03 

施剑林 

陈雨 

华子乐 

张玲霞 

崔香枝 

无机纳米多孔复合材料，低维纳米材料 

04 

宋力昕 

曹韫真 

于云 

乐军 

章俞之 

辛世刚 

张步法 

赵丽丽 

特种无机涂层与薄膜材料制备及计算机模拟 

05 

陈立东 

史迅 

李小亚 

柏胜强 

仇鹏飞 

新型热电转换材料 



06 

黄政仁 

刘学建 

杨勇 

刘岩 

黄毅华 

面向工程应用的先进陶瓷材料制备科学和关键技术 

07 

温兆银 

吴相伟 

叶晓峰 

新能源材料及锂电池研究 

08 

董绍明 

靳喜海 

张翔宇 

王震 

倪德伟 

杨金山 

先进复合材料结构与功能一体化设计、制备与评价 

09 

金平实 

包山虎 

纪士东 

曹逊 

低维功能材料的合成与微结构控制 

10 

董显林 

王根水 

梁瑞虹 

陈莹 

周志勇 

信息功能材料与器件 

11 

孙静 

谢晓峰 

王冉冉 

低维碳基复合材料、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材料 

12 朱英杰 新型耐火纸 

13 

李永祥 

刘志甫 

马名生 

高性能陶瓷介质材料与多层器件、无线无源集成传感器 

14 许钫钫 透射电镜表征方法研究 

15 

李国荣 

曾华荣 

满振勇 

郑嘹赢 

曾江涛 

新型功能材料与器件：压电、透明铁电及半导体陶瓷与器件 

16 杨建华 二次储能电池材料与储能电池技术研究 

17 
王文中 

张玲 
太阳能转化材料，环境净化材料与器件 

18 刘茜 面向绿色环境工程的吸波材料设计与制备 

19 陈航榕 介孔纳米复合催化材料 

20 王东 压电能量回收器的设计 

21 刘宇 化学储能电池及相关新型能量转换材料与器件 



22 

黄富强 

秦鹏 

毕辉 

林天全 

新能源化合物合成与新奇物性探索；纳米材料制备与太阳能和先进储能应用 

23 郑仁奎 铁磁铁电复合薄膜材料制备、微结构、物理性能 

24 刘建军 新型能源材料的结构设计和性能调控；纳米催化材料的机理研究 

25 李驰麟 多价元素电池和全固态电池 

26 刘阳桥 碳纳米管的功能化及相关复合材料 

27 何夕云 透明功能陶瓷与器件：电-光陶瓷、微波铁氧体研制与器件 

28 
李江 

石云 
激光照明/显示用荧光透明陶瓷的应用研究 

29 程国峰 钙钛矿氧化物结构与物性研究 

30 杨松旺 钙钛矿、染料/量子点敏化、化合物半导体等新型太阳能电池研究 

31 高相东 面向工程应用的新型纳米孔绝热材料（气凝胶） 

32 杨莉萍 材料在热环境下服役行为研究 

33 黄晓 前驱体法制备陶瓷材料，无机/有机复合材料，Sol-Gel 化学等 

34 张文清 先进能源转换与存储材料设计 

35 王家成 先进电催化能源材料系统设计 

36 张涛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37 
曾宇平 

左开慧 
结构功能一体化高性能微波介质材料，生物陶瓷材料 

38 张景贤 新型装甲防护材料，手机背板材料 

39 

常江 

吴成铁 

郇志广 

生物陶瓷、有机/无机复合生物材料 

40 

王士维 

周国红 

章健 

毛小建 

透明陶瓷，纤维补强陶瓷基复合材料，陶瓷成型 

41 
刘宣勇 

曹辉亮 
生物医用材料表面改性 

42 余建定 新型光电功能材料的无容器制备 

43 

郑学斌 

谢有桃 

牛亚然 

杨凯 

李恺 

生物涂层、纳米涂层 

44 祝迎春 纳米生物功能材料与器件，功能涂层材料 

45 
卓尚军 

钱荣 
材料的高通量表征技术与应用 

46 罗豪甦 人工晶体与压电器件 

47 曾毅 热喷涂纳米 TiO2 涂层光催化性能研究 



48 
陶顺衍 

王亮 
涂层微结构控制及其性能表征 

49 任国浩 无机闪烁晶体 

50 
占忠亮 

辛显双 
新型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与电化学器件 

51 许桂生 光电子功能晶体制备与表征 

52 
李伟东 

赵静 
古陶瓷研究；硅酸盐质文化遗产保护 

53 
宁聪琴 

寇华敏 
骨组织工程用生物材料 

54 蒋丹宇 气体传感器，氧化锆固体电解质的应用 

55 汪正 新型纳米复合材料、光谱质谱方法学、光谱质谱仪器研制 

56 
苏良碧 

武安华 
激光晶体材料；单晶光纤材料；磁光晶体材料 

57 袁晖 高性能闪烁晶体制备及其应用研究 

58 林慧兴 信息功能陶瓷、特种玻璃、LTCC 材料研究 

59 丁栋舟 面向高端应用的高性能无机闪烁晶体的可控制备与器件研究 

60 邹宇琦 LED 衬底晶体及激光晶体材料 

61 易志国 光电转换材料与器件 

62 孙宜阳 计算材料科学与新能源材料设计 

63 黄健 能源材料器件界面设计，3D 打印工艺技术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