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 京 大 学 

硕 士 研 究 生 培 养 方 案 
（新材料学院报表） 

 
 
 
 
             

        一级学科名称          力学 

            专业名称      先进材料与力学 

 

            专业代码          080123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填表日期：2019 年 05 月 29 日 

 
 



一、 学科（专业）主要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特色与意义 指导教师 

1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光电磁功能材料，器件与装备 
有机无机杂化材料 
锂离子电池 
能源材料与器件的设计与计算 
薄膜材料 

 

 
潘锋（博导） 
孟鸿（博导） 
王新炜（博导） 
陶国华(博导) 
郑家新（博导） 
吴忠振（博导） 
李锐（博导） 
肖荫果（博导） 
梁军（硕导） 
陈海标（硕导） 
刘屹东（硕导） 
 

 

注：本表不够可加页。 



二、培养目标、学习年限及应修学分 

 
培养目标：（本表可不填政治标准） 

掌握材料合成、加工、表征和性能研究的基础知识，并能运用材料物理和化

学的基础理论对材料的特征和特性进行一定的分析和解释。把握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科发展的前沿和动态，通晓计算机应用技术和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能够解决

科学研究或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并具有在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及相关领域独立工

作的能力。在研究方向上以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产业化目标为特色。 
 
 
学习年限：  
 

硕士：学制 3年 

 
应修学分： 

 
    硕士：共      37      学分 

其中   必修：  18 学分 
                   选修：  19 学分 
 
 



三、课程设置（包括专题研讨课等） 

序

号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课程 

类型 

学分 开课 

学期 

任课教师 

（职称） 

适用专业 

（本专业及其它专业）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必修 2 

 (深研院)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2.   自然辩证法概论 必修 1  (深研院)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3.   第一外国语 必修 2  (深研院)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4.  L1902294 论文写作指导 必修 1 秋 轮换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5.  04715012 材料科学数学基础 必修 3 秋 陶国华（副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6.  04715022 材料物理导论 必修 3 春 陶国华（副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7.  04715052 先进材料化学 必修 3 秋 孟鸿（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8.  04715222 材料科学进展（I） 必修 1 秋 郑家新（副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9.  04715202 材料科学进展（II） 必修 1 春 孟鸿（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10.  04715042 实验室安全学 必修 1 秋 李锐（副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11.  04715062 新能源材料 选修 2 秋 郑家新（副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12.  04715092 材料计算与模拟 选修 4 春 郑家新（副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13.  04715032 功能材料与器件（I） 选修 3 秋 肖荫果（副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14.  04715013 纳米技术 选修 2 春          轮换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15.  04715112 复合材料设计与性能 选修 3 秋 李锐（副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16.  04715053 功能材料与器件（II） 选修 3 春 潘锋（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17.  04715082 材料分析与表征技术 选修 3 秋 王新炜（副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18.  04715212 材料热力学与动力学 选修 2 秋 轮换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19.  04715772 晶体学、结构与缺陷 选修 3 春 肖荫果（副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20.  04715242 衍射理论 选修 3 春 王新炜（副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21.  新开课 扩散和非扩散相变动力学 选修 3 春 轮换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22.  新开课 表界面科学与胶体系统  选修 2 春 轮换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23.  04715023 柔性电子学  选修 3 秋 轮换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24.  04715043 有机光电器件制备工艺  选修 3 秋 孟鸿（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25.  04715033 新能源器件制备与测试  选修 3 秋 潘锋（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26.  04715132 电化学原理与技术  选修 2 春 李锐（副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27.  04715142 固态相变  选修 2 春 轮换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28.  04715172 先进陶瓷材料  选修 2 春 吴忠振（副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29.  04715182 薄膜物理  选修 3 秋 吴忠振（副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30.  04715192 催化材料  选修 2 春 轮换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31.  04715232 有机光电材料器件  选修 3 春 孟鸿（教授） 本专业及其他专业 

        

 
 
       注：本表不够可加 
 
 
 
 
 
 
 
 
 
 
 
 
 
 
 
 
 
 
 
 
 



Program of MS/PhD Student Courses 
 

  Discipline(一级学科)：Mechanics Speciality(二级学科) Advanced Materials and Mechanics  
            

N0. Serial The Title of Courses The Type of Credit Semestre  Teacher and his/her Title Speciality Suitable 
 No.   courses*  ** (COE=College of Engineering, for 
        PKUSZ= 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1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N 2   （PKUSZ） Engineering Majors 
 with China characteristics          and Other Majors            

             

2  Dialectics of Nature  N 1   （PKUSZ） Engineering Majors 
           and Other Majors             

3  First Foreign Language  N 2    （PKUSZ）   Engineering Majors 
           and Other Majors             

4  Thesis Writing Guide Course  N 1 A   in rotation Engineering Majors 
          and Other Majors 
        

Guohua Tao  
5  Mathmatical foundations in materials  N 3 A  Engineering Majors 

  science     (Associate Professor, PKUSZ)  
          

             

    
6  Introduction to Materials Physics  N 3 S   Guohua Tao   Engineering Majors 

        (Associate professor,PKUSZ)   

 7  Advanced Materials Chemistry      N 3 A  

Hong Meng 
(Professor, PKUSZ)  Engineering Majors 

           
  8  Progresses of Materials Science (I)  N    1 A  JiaXin Zheng  Engineering Majors 

        
(Associate Professor, 

PKUSZ)   



 
9  Progresses of Materials Science (II) N 1 S  Hong Meng Engineering Majors 

       (Professor, PKUSZ)  

10  Safety Knowledge of Laboratory N 1 A  Rui Li Engineering Majors 
       (Associate Professor, PKUSZ)  

11  New Energy Materials C 2 A JiaXin Zheng Engineering Majors 
      

(Associate Professor, PKUSZ)         

12  Materials Calculation and Simulations C 4 S  JiaXin Zheng Engineering Majors 

       (Associate Professor, PKUSZ)  
13  Functional Materials and Devices (I) C 3 A  YinGuo Xiao Engineering Majors 

       (Associate Professor, PKUSZ)  
14  Nanotechnology      C 2 S  in rotation Engineering Majors 

         
  15  Design and Properties of Composite      C    3     A  Rui Li Engineering Majors 
  Materials     (Associate Professor, PKUSZ)  
  16       Feng Pan Engineering Majors 
  Functional Materials and Devices (II)      C    3     S  (Professor, PKUSZ)  
         
  17  Materials Analysis and      C 3     A    Xinwei Wang  Engineering Majors 
  Characterization     (Associate Professor, PKUSZ)  
         
  18  Materials Thermodynamics      C 2     A  in rotation Engineering Majors 
         
         
  19  Crystallography, Structure and      C 3     S  YinGuo Xiao Engineering Majors 
  Defects     (Associate Professor,PKUSZ)  
         

20  Scattering Theory      C 3     S  Xinwei Wang Engineering Majors 
       (Associate Professor, PKUSZ)  



      Kinetics of Diffusional and        
21       Non-diffusional Phase C 3 S   in rotation  Engineering Majors 

       Transfermations               

22 
     Surfaces, interfaces and colloids C 2 S   in rotation Engineering Majors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Only)              

                  
                          
                          

23 
     Flexible Electronics (Shenzhen C 3 A         in rotation     
      Graduate School Only)          

Engineering Majors                
                          
                        

   Fabrication Technology of Organic  C 3 A     Hong Meng    
24     Optoelectronic Devices (Shenzhen         (Professor, PKUSZ)   Engineering Majors 

       

Graduate School Only) 
                  

                        
    New Energy Devices: Fabrications  C 3 A   Feng Pan   

25 
     

and Characterizations (Shenzhen 
              

Engineering Majors 
                 (Professor, 

PKUSZ) 
    

       

Graduate School Only) 
               

                          
      Electrochemical principle and C 2 S   Rui Li  Engineering Majors 

26 

 technique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only) 

             

 
         (Associate 

Professor, 
PKUSZ) 

    
                       

27 
     Phase Transformations in Solids C 2 S     in rotation Engineering Majors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Only) 
       

             
                 

28 
     Advanced Ceramics (Shenzhen C 2 S      ZhongZhenWU Engineering Majors 
      

Graduate School Only) 
       (Associate 

ofessor,PKUSZ)                
             

29 

     Thin Film Physics (Shenzhen C 3 A  ZhongZhenWU  Engineering Majors 

      Graduate School Only)         

(Associate 
Professor,P
KUSZ)     

                     
                          
                           



 
 
 

30 
 Catalytic materials (Shenzhen C  2 S in rotation  

  
Graduate School Only) 

    
(PKUSZ)         

          

 
31 

 Organic Optoelectronic Materials and C  3 S Hong Meng  
  Devices     (Professor, PKUSZ)         
         
          

*.N—necessary;C—choosen.   **.S—Spring semester; A—Autumn 
semester      



4 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新 材 料 学

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 

学分 1 

课程名称 论文写作指导 周学时 1 
英文名称 Thesis Writing Guide Course 总学时 16 
授课教师 轮换  开课学期 秋季   
先修课程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考核方式 随堂测验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中、英文） 
本课程介绍研究生在撰写学位论文时应遵循的学术道德规范和学术行文规范要

求。 
 

1. 论文写作概述 
2. 专业思考与选题 
3. 文献资料的收集 
4. 论文写作格式规范 
5. 论文写作学术道德规范 
6. 论文修改与指导 
7. 论文答辩注意事项 
 
 
 
 
 
课程特色 
以老师教学为主，辅助一定量的课外练习。 
 

预期的教学目的 
 

参考书目 
 
1.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与书写格式》  
2. 《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 格式》 
课程网页 
 
 
 



5 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新 材 料 学

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 

学分 3 

课程名称 材料科学数学基础 周学时 3 
英文名称 Mathematical Foundations in Materials 

Science 
总学时 48 

授课教师 陶国华  开课学期 秋季   
先修课程  
教学方式 授课与讨论 考核方式 笔试，口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中、英文） 

计算材料学是近 20 年里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 它运用固体物理理论, 
理论化学和计算机算法来研究材料里的一些实验研究有困难的课题. 它是材料

研究里的"计算机实验". 本课程主要介绍计算材料学里的原子和纳米尺度模拟的

一些常用方法, 如原子相互作用势、最小能量法、分子动力学、 蒙特卡洛方法, 也
简单介绍了电子－原子尺度的模拟方法、微观－介观尺度的模拟方法、介观－宏

观尺度的模拟方法和跨尺度模拟方法. 本课程还采用材料研究中的实际例子来

说明这些方法的运用. 

 

1． 绪论(2 学时)  
1.1  计算材料学的发展概况 

    1.2  计算材料学的范围与层次   
2．原子相互作用势(4 学时) 

2.1  原子相互作用势的一般形式 
    2.2    经验性对势 
    2.3 多体势 
    2.4 壳模型 
    2.5 键级势 
3．最小能量法(6 学时) 

3.1 完整晶体结构模拟 
    3.2 缺陷模拟 
    3.3 自由能最小能量法 
    3.4 表面结构模拟 
4．分子动力学方法(6 学时) 

4.1 原子系统的运动方程 
    4.2 运动方程的积分 
    4.3 边界条件 
    4.4 分子动力学方法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 
5．蒙特卡洛方法(6 学时) 



5.1 随机数 
    5.2 蒙特卡洛积分 
    5.3 Metropolis 蒙特卡洛方法 
    5.4 蒙特卡洛方法的误差 
    5.5 蒙特卡洛方法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 
6．电子－原子尺度的模拟方法简介(3 学时) 

6.1  Hartree-Fock 方法 
  6.2  分子轨道理论 

    6.3  从头计算法 
    6.4  紧束缚势方法 
    6.5  局域电子密度泛函理论 
7．微观－介观尺度的模拟方法简介(3 学时) 

7.1 离散位错 静力学和动力学 
  7.2 Ginzburg-Landau 相场动力学模型 

    7.3 元胞自动机（CA）方法 
    7.4 介观尺度动力学蒙特卡洛和波茨模型 
8．介观-宏观尺度的模拟方法简介(2 学时) 

8.1  介观-宏观尺度上的有限元方法 
  8.2  在宏观尺度上的有限差分方法 

    8.3  多晶体弹性及塑性模型 
    8.4  模型化与模拟的集成化 
课程特色 

以老师教学为主，辅助一定量的课外作业练习。 
 

预期的教学目的 
 
 

使用教材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教材 

参考书目 
 
1．  D. 罗伯 编著 《计算材料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2 年。 
2．  Dierk Raabe,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Science: The Simulation of Materials 

Microstructures and Properties, Wiley-VCH, 1998. 
3．  K. Ohno, K. Esfarjani, Y. Kawazoe,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Science: From Ab 

Initio to Monte Carlo Methods, Springer , 1999. 
4．  Andrew R Leach, Molecular Modeling: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Longman,  

1996. 
5．  熊家炯主编 《材料设计》，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6．  马文淦编著，《计算物理学》，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课程网页 
 



6 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新材料学

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 学分 3 
课程名称 材料物理导论 周学时 3 
英文名称 Introduction to Materials Physics 总学时 48 
授课教师 肖荫果 开课学期 春季 
先修课程  
教学方式 授课与讨论 考核方式 笔试，口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中、英文） 

本课程将从凝聚态物理的角度来对材料的物性加深理解，对材料的机械，热，电，磁，光等具体的物

理性为从原子或分子的结合，晶体结构，电磁结构，微观组织，界面等方面来进行定性分析或定量计算，

以达到在一定的范围内能对材料的物性进行预测，或从观察到的性能中分析出其内在的支配因素。为了了

解材料化学的特点，在材料合成过程中的化学反应特性以及在材料使用中的化学特性对性能的影响，将分

别介绍各种材料组分、结构、状态、维结构和制备过程对性能影响。 
 

教学安排 
第 1 章   原子结合与晶体结构  
第 2 章   晶体缺陷，微观组织  
第 3 章   力学性能  
第 4 章   能带理论  
第 5 章   晶格振动  
第 6 章   晶体热容  
第 7 章   热膨胀和热传导   
第 8 章   固体物质的介电特性   
第 9 章   电导特性  
第 10 章  超电导   
第 11 章  磁学性能和磁性材料   
第 12 章  光学特性   
第 13 章  新能源材料   
第 14 章  纳米材料   
 
课程特色 
    综合考虑北京大学工学院研究生的知识水平和专业需要，老师以教学为主，

也会让学生掺入讨论。以基础教学为主，同时介绍本领域的发展动态，讲课与实

验相结合。 
 
预期的教学目的 

使学生掌握本课程的基础概念、实验方法、理论分析方法、能够用所学的知

识分析和解决于本课程相关的科学与工程问题。 

 

使用教材 



    自编教材 
 
参考书目 
 
N.F. Mott and H. Jones     The Theory of the Properties of Metals and Alloys 
Charles Kittel             Introduction to Solid State Physics 
冯端等编   材料科学导论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2 
宗祥福等 材料物理基础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林建华等 材料化学导论 北京大学内部材料       2003 

 
课程网页 
 

 

 

 

 

 

 

 

 

 

 

 

 

 

 

 



7 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新材料学

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 学分 3 
课程名称 先进材料化学 周学时 3 
英文名称 Advanced Materials Chemistry 总学时 48 
授课教师 孟鸿  开课学期 秋季 
先修课程  
教学方式 授课与讨论 考核方式 笔试，口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中、英文） 

先进材料化学内容包括材料化学结构与性能以及材料的制备化学等，涉及材料、化学、

物理以及生物等多个学科。本课程将从八个方面讲授， 涵盖固体化学，金属，半导体，有

机软材料，纳米材料等多个领域。 

教学安排 

 

第 1章 概论 

1．1 材料化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及重要性 

1．2 新材料设计中考虑的因素 

1．3 考虑关键因素下新材料的设计 

 

第 2章 固体化学 

2.1 无定形与结晶材料 

2.2 固体中化学键的种类 

2.3 晶态 

2.4 无定形态 

 

第 3章 金属 

3．1 金属的开采与加工 

3．2 金属结构与性质 

3．3 金属的表面处理与抗腐蚀 

3．4 金属与合金的磁性 

3．5 可再生氢能存储 

 

第 4章 半导体材料 

4．1 半导体的种类与性质 

4．2 硅基材料的应用 

4．3 光发射二极管 

4．4 热电材料 金属的表面处理与抗腐蚀 

 

第 5章 有机软材料 



5．1 半高分子材料的种类 

5．2 软材料的应用与结构 

 

第 6章 纳米材料的最新进展 

6．1 纳米技术的定义 

6．2 球形纳米晶 

6．3 不同形貌的纳米晶 

6．4 纳米晶的选择生长 

6．5 纳米晶的性质 

6．6 纳米晶的有序组装 

6．7 纳米晶应用 

6．3 Top－down 纳米技术 

 

第 7章 纳米晶的液相生长 

7．1 引言 

7．2 生长理论 

7．3 实验研究 

 

第 8章 纳米管与纳米线的研究进展 

8．1 引言 

8．2碳纳米管 

8．3 无机纳米管 

8．4 无机纳米线  

 

课程特色 
本课程以教师讲授为主，并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鼓励学生就特定的专题开

展讨论和讲座。 
 

预期的教学目的 
掌握先进材料的设计和制备的基础知识，为新材料的开发及材料制备准备理

论基础。 
 

使用教材 
暂时没有指定教材 

参考书目 
(1) B. D. Fahlman, Materials Chemistry, Springer, 2007. 
(2) C.N.R. Rao, A. Muller, A. K. Cheetham, Nanomaterials Chemistry, 2007 
(3) C. Bréchignac, P. Houdy, and M. Lahmani, Nanomaterials and 

Nanochemistry. Springer 2007. 
(4) C. M. Niemeyer and C. A. Mirkin, Nanobiotechnology, Wiley CH, 2007. 

 
课程网页 

 



8&9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新材料学

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学分 2 
课程名称 材料科学进展（I）、（II）  周学时 2 
英文名称 Progresses of Materials Science(I)、(II) 总学时 32 
授课教师 郑家新（副教授）孟鸿（教授） 开课学期 春、秋 
先修课程  

教学方式 授课与讨论 考核方式 平时态度和参加报告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中、英文） 
本课程将请国内外一些知名专家以及在材料研究领域以及相关领域作出过

重要研究成就的学者介绍他们的工作和材料学科各领域的发展动态；同时也将让

博士生本人做专题综述（讨论班）。报告内容包括国内外研究动态介绍、文献讲

座、新技术与新成果介绍等。 
 

 

教学安排 
每星期邀请一位专家授课或请一个同学作专题综述报告。授课内容包括材料

各个领域以及其它相关领域。 
 
课程特色 

可以有讲授、讨论和对话等多种形式。力求生动、活泼、多样。    
 

预期的教学目的 
使学生们能有机会与有成就的研究者进行交流，同时了解材料领域研究的前

沿状况，存在的问题，重要的课题和将来发展趋势。使学生们学习材料研究的特

点，学习他们对科学研究的热情、吃苦精神和认真的态度。 
 

使用教材 
 
 
参考书目 
 
 
 

 

 

 



10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新材料学

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 学分 1 
课程名称 实验室安全学 周学时 1 
英文名称 Safety Knowledge of Laboratory 总学时 16 
授课教师 李锐 开课学期 秋季 
先修课程  
教学方式 授课与讨论 考核方式 笔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中、英文） 

本课程将介绍一些实验室安全问题，包括物理和化学的安全，以及危险废物的处理，微

生物和生化材料安全，消防安全，人体工程学在工作场所中的安全事项，个人防护设备，应

急程序。同时，考虑到纳米技术在科研中的广泛应用，教材将提供基本的纳米技术的安全认

知教育。 
教学安排 

1.实验室安全问题概况 
2.燃烧、爆炸基本理论及防火措施 
3.电气、电击伤害源及防范措施 
4.气瓶、压力容器的安全防护 
5.化学试剂的使用安全 
6.电磁辐射的安全防护 
7.机械、噪声、微生物等的安全防护 
8.颗粒粉尘的安全防护 
9.纳米技术的安全认知 

课程特色 
本课程以教师讲授为主，并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鼓励学生就特定的专题开展讨

论和讲座。 

预期的教学目的 
让学生了解并熟悉实验室安全的一般知识、基本的安全程序操作，掌握科研和教

学实验室中各种安全问题的特点、现象、起因以及相应的防止原理和防范措施。 

使用教材 
暂时没有指定教材 

参考书目 
(1) A. Keith Furr, CRC Handbook of Laboratory Safety, CRC Press, 2000 
(2) Robert H. Hill,Laboratory Safety for Chemistry Students,Wiley, 2010 

(3) 姜忠良，实验室安全基础，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课程网页 

 



11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新材料学

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及其它专业 学分 2 
课程名称 新能源材料 周学时 2 
英文名称 New energy materials 总学时 32 
授课教师 郑家新 开课学期 秋季 
先修课程  
教学方式 授课与讨论（中、英

文教学） 
考核方式 笔试，口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中、英文） 

新能源和再生清洁能源技术是 21 世纪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

五个技术领域之一，新能源包括太阳能、生物质能、核能、风能、地热、海洋能

等一次能源以及二次电源中的氢能等。新能源材料则是指实现新能源的转化和利

用以及发展新能源技术中所要用到的关键材料。主要包括储氢电极合金材料为代

表的镍氢电池材料、嵌锂碳负极和 LiCoO2 正极为代表的锂离子电池材料、燃料

电池材料、Si 半导体材料为代表的太阳能电池材料以及铀、氘、氚为代表的反应

堆核能材料等。 
当前的研究热点和技术前沿包括高能储氢材料、聚合物电池材料、中温固体

氧化物燃料电池电解质材料、多晶薄膜太阳能电池材料、纳米材料等。 
The new energy and the regeneration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is in 21st century 

world economics development most has the decisive influence one five technologies 
domains, the new energy includes the solar energy, the biology mass energy, the 
nuclear power, the wind can, the  geothermy, the sea be able and so on in one energy 
as well as Mainly includes stores the hydrogen electrode alloy material for 
representative's nickel hydrogen battery material, inlays the lithium  carbon cathode 
and the LiCoO2 positive electrode for representative's lithiumion battery material, the 
fuel cell material, the Si-semiconducting material for representative's solar energy 
battery  material as well as the uranium, the deuterium, the tritium for 
representative's reactor nuclear power material and so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hot spot and the technical front includes the high energy 
stores the hydrogen material, the polymer battery material, the mesotherm solid oxide 
compound fuel cell electrolyte material, the polytropism thin film solar energy battery 
material, nanomaterials and so on. 

 
教学安排（32 学时） 

第一章    绪论 （4 学时） 
1．1 新能源的概念 
1．2 新能源材料基础 
1．3 新能源材料的研究现状 
（目的与要求：了解新能源材料及技术的发展过程、应用前景及研究意义等。） 
第二章    太阳能电池材料 （8 学时） 
2．1 太阳能与光伏效应 
2．2 太阳能电池材料概述及应用 
2．3 晶体硅与非晶硅太阳能电池 



2．4 铜铟镓硒薄膜太阳能电池 
2．5 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 
2．6 有机物薄膜太阳能电池 
2．7 研究现状与面临的挑战 
（目的与要求：掌握各种太阳能电池材料的特点和工作机理、器件的制备与
组装方法、对能量转换效率的分析、影响电池性能的关键因素、提高效率的
可行性途径等。） 
第三章    锂离子电池材料 （4 学时） 
3．1 正极材料 
3．2 负极材料 
3．3 应用现状与技术难题 
（目的与要求：掌握锂离子电池材料的结构、性能、加工方法和应用。） 
第四章    电容器材料 （4 学时） 
4．1 电容器基础知识 
4．2 电容器种类及基本特性 
4．3 材料在电容器中的应用 
4．4 超级电容器 
（目的与要求：了解典型电容器的工作原理，电容器材料的要求与特性。） 
第五章    储能材料 （4 学时） 
5．1 储能技术原理 
5．2 储能材料的基本特性 
5．3 储氢材料与研究现状 
（目的与要求：掌握储能材料与器件的基本原理，该领域的研究发展现状。） 
第六章    纳米材料 （8 学时） 
6．1 纳米材料与技术简介 
6．2 纳米材料的合成、检测及特殊性能 
6．3 纳米掺杂及纳米薄膜太阳能电池 
6．4 纳米技术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 
（目的与要求：了解纳米材料与技术的基本特点及在能源领域的应用前景。） 
 

课程特色 

为学生介绍新能源材料的基本理论、关键技术、工程应用及最新动态。内容
包括太阳能电池材料、锂离子电池材料、储能材料、超级电容器及纳米材料等新
兴领域。使学生了解各种材料的制备方法、物理化学性质、器件工作原理、在能
源领域的应用前景及待解决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等。英文教学。 

 
预期的教学目的 

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掌握与能源材料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能量转换及储存

的基本过程，各种能源器件的工作原理及特点，以及熟悉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前

景与面临挑战。 
 

使用教材 
由教师制作讲义。 
 
参考书目 
1. 李建保，李敬峰，《新能源材料及其应用技术——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及



温差电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2. 陈军 袁华堂，新能源材料，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3. Jenny Nelson, The Physics of Solar Cells, Imperial College Press, 2004 
4. 艾德生，新能源材料-基础与应用，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5. 郑子樵，新材料概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 

6. George Hanson, Fundamentals of Nanoelectronics, Pearson, 2008 

7.  

课程网页 
 
 

 

 

 

 

 

 

 

 

 

 

 

 

 

 

 

 
 



12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新材料学

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及其它专业 学分 4 
课程名称 材料计算与模拟 周学时 4 
英文名称 Materials Computation and Simulation 总学时 64 
授课教师 郑家新 开课学期 春季 
先修课程  
教学方式 授课与讨论 考核方式 笔试，口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中、英文） 

 材料的计算模拟已成为材料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综合了凝聚态物理、材料物理学、

理论化学、材料力学和工程力学、计算机算法等多个相关学科。通过计算模拟我们不仅可以

从微观机理的角度理解材料的结构与功能， 而且从原理的角度设计新材料。本课程主要介

绍材料计算与模拟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教学安排 

 
1. 原子间相互作用势分类与描述 
2. 分子动力学模拟 
3. 蒙特卡罗模拟 
4．模拟退火方法 
5. 分子轨道理论  
6. 平面波赝势理论 
7. 密度泛函理论 
8．第一性原理分子动力学 
  

课程特色 
本课程以教师讲授为主，结合特定的专题的讨论和练习。 

 

预期的教学目的 
熟悉和掌握材料计算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使用教材 
暂时没有指定教材 

参考书目 
(1) C.Trindle and D. Shillady, Electronic Structure Modeling 

 CRC Press (2008) 
 

课程网页 



13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新材料学

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及其它专业 学分 3 
课程名称 功能材料与器件(I） 周学时 3 
英文名称 Functional Materials & Devices (I):  总学时 48 
授课教师 刘屹东 开课学期 秋季 
先修课程  
教学方式 授课与讨论 考核方式 笔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中、英文） 

铁电材料是一种因具有自发极化电畴而显示出某些重要特性的电子功能材

料，已被广泛用来发展各种声、电信息和机电转换等电子器件，包括高介电电容

器、热电传感器、压电声换能器、光电器件、热敏电阻、铁电存储器和近来发展

起来的磁电复合材料和磁电器件等。可以说，在现代电子器件领域里，铁电器件

和半导体器件一样起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 
 本课程主要介绍铁电材料的基础理论与背景，实用的铁电材料，材料物理性

能，材料一般制造方法，各种铁电器件，器件设计和应用等。学习本课程需具备

一定的固体物理学和大学数学知识。学习对象主要为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电子系、

物理系的研究生。 
 

教学安排 
1 铁电材料概述 （8 学时）  

1.1 铁电和晶体结构     
1.2 自发极化起源    
1.3 场致应变起源 
1.4  电畴和极化 
1.5  铁电材料的基本物理效应 
1.6  一个铁电例子 
1.7  铁电应用 

2  铁电的数学处理 
2.1 物理性质的张量表示 
2.2 铁电现象表征 

3  材料和器件的设计与制造 
3.1 材料设计 
3.2 陶瓷材料的制造工艺 
3.3 器件设计 
3.4 铁电材料中的颗粒尺寸效应 

4  高介电陶瓷电容  
4.1 弛豫铁电和介电响应  
4.2 陶瓷电容 
4.3 芯片(chip) 电容 

5  铁电存储器 



5.1 动态随机进入储存器（DRAM） 
5.2 非易失性（non-volatile）铁电储存器  

6  热电器件  
 6.1 热电效应 
 6.2 热电材料特性 
 6.3 温度、远红外光传感器 
 6.4 红外照相传感器 
7  压电效应  
 7.1 压电效应      
 7.2 压电本构方程   
 7.3 压电材料和应用   
8  光电器件  
 8.1 光电效应 

8.2 透明光电陶瓷 
 8.3 体光电器件  

8.4 波导调制器 
9  正温度系数（PTC）电阻材料  
 9.1 PTC 现象机理 
 9.2 PTC 热阻器 
10  磁电复合材料 
 10.1 功能复合材料的“和”效应和“乘积”效应 

10.2 磁电效应 
10.3 颗粒磁电复合材料 
10.4 层状磁电复合材料 
10.5 磁－弹－电耦合理论与等效电路方法 
10.6 磁电器件 

11  铁电器件的未来发展 
 

 
课程特色 

以老师教学为主，辅助一定量的课外作业练习和实验见习。 
 

 

预期的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理解铁电材料的基础理论与背景，实用的铁电

材料，材料物理性能，材料一般制造方法，各种铁电器件，器件设计和应用等。 

使用教材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教材：Ferroelectric Devices (Kenji Uchino) 

参考书目 
1. J.A. Gonzalo and B. Jimenez, Ferroelectricity, Wiley-Vch, Germany, 2005. 
2. Takuro Ikeda, Fundamentals of Piezoelectric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 Yuhuan Xu，Ferroelectric materia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Amsterdam，NY, 

USA  Elsevier Science Pub. Co., 1991. 

http://addison.vt.edu/search?/Yferroelectric&startLimit=&searchscope=1&SORT=D&endLimit=/Yferroelectric&startLimit=&searchscope=1&SORT=D&endLimit=&SUBKEY=ferroelectric/1%2C96%2C96%2CB/frameset&FF=Yferroelectric&startLimit=&searchscope=1&SORT=D&endLimit=&37%2C37%2C


4. Karin M. Rabe, Charles H. Ahn, Jean-Marc Triscone，Physics of ferroelectrics，a 
modern perspective.Berlin; New York: Springer, c2007. 

5. Peter K. Davies, David J. Singh，Fundamental physics of ferroelectrics，
Williamsburg, Virginia, Melville, N.Y.，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2003. 

6. 钟维烈，铁电物理学， 科学出版社， 1998。 
 
 
课程网页 
 

 

 

http://addison.vt.edu/search?/Yferroelectric&startLimit=&searchscope=1&SORT=D&endLimit=/Yferroelectric&startLimit=&searchscope=1&SORT=D&endLimit=&SUBKEY=ferroelectric/51%2C96%2C96%2CB/frameset&FF=Yferroelectric&startLimit=&searchscope=1&SORT=D&endLimit=&53%2C53%2C
http://addison.vt.edu/search?/Yferroelectric&startLimit=&searchscope=1&SORT=D&endLimit=/Yferroelectric&startLimit=&searchscope=1&SORT=D&endLimit=&SUBKEY=ferroelectric/51%2C96%2C96%2CB/frameset&FF=Yferroelectric&startLimit=&searchscope=1&SORT=D&endLimit=&53%2C53%2C
http://addison.vt.edu/search?/Yferroelectric&startLimit=&searchscope=1&SORT=D&endLimit=/Yferroelectric&startLimit=&searchscope=1&SORT=D&endLimit=&SUBKEY=ferroelectric/51%2C96%2C96%2CB/frameset&FF=Yferroelectric&startLimit=&searchscope=1&SORT=D&endLimit=&66%2C66%2C
http://addison.vt.edu/search?/Yferroelectric&startLimit=&searchscope=1&SORT=D&endLimit=/Yferroelectric&startLimit=&searchscope=1&SORT=D&endLimit=&SUBKEY=ferroelectric/51%2C96%2C96%2CB/frameset&FF=Yferroelectric&startLimit=&searchscope=1&SORT=D&endLimit=&66%2C66%2C


14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新材料学

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及其它专业 学分 2 
课程名称 纳米技术 周学时 2 
英文名称 Nanotechnology 总学时 32 
授课教师 轮换 开课学期 春季 
先修课程  
教学方式 授课与讨论(中、英文

教学) 
考核方式 笔试，口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中、英文） 

为学生介绍纳米科技的基本理论、工程应用及最新研究动态。内容包括纳米

材料及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检测方法、力学/电学/光学等性能测试，以及纳米

微机械系统、传感器、致动器、光电器件原理等。介绍纳米科技在环保、能源、

先进材料、集成电路及生物医药等方面的应用前景。了解纳米科技的前沿研究课

题及最新成果。 
Introduction of basic theory,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and recent research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of nanoscience and nanotechnology. Main contents include 
synthesis of nanomaterials and nanocomposites, characterization instruments, 
measurements on mechanical/electrical/optical properties of nanomaterials and 
nanoelectronic devices. Learn working principles of nan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sensors, actuators, and optoelectronic devices. Discuss applications of 
nanotechnology in various fields such as environmental, energy, advanced materials,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Introduce cutting-edge research 
programs in the field and breakthroughs. 

 
教学安排（32 学时） 

第一章 纳米技术简介（4 学时）                                                                             
1．4 纳米技术的发展史 
1．5 纳米材料的独特性能 
1．6 纳米技术的研究现状 
（目的与要求：了解纳米技术的发展过程，以及纳米材料和宏观材料在结构

和性能方面的区别。） 
第二章 纳米材料 （8 学时）                                                                                         
2．8 一维纳米材料（纳米线、纳米管） 
2．9 纳米材料的化学合成方法 
2．10 其它纳米材料（纳米颗粒、石墨层片） 
2．11 一维纳米材料的定向排列 
2．12 纳米材料的自组装现象 
2．13 纳米复合材料 
（目的与要求：掌握各种纳米材料（重点是一维）的特点和生长机理，自组

装过程及控制因素，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等。） 



第三章 碳纳米管 （6 学时）                                                                                         
3．4 碳纳米管的研究历程 
3．5 碳纳米管的原子结构 
3．6 碳纳米管的光电和力学性能 
3．7 基于碳纳米管的纳米器件 
（目的与要求：掌握碳纳米管的结构、合成方法、性能和应用。） 
第四章 纳米尺度检测方法（4 学时）                                                                          
4．5 扫描和透射电子显微镜 
4．6 原子力显微镜 
4．7 光谱检测（拉曼、荧光） 
4．8 微纳米材料的力学测试 
（目的与要求：了解主要检测设备的工作原理，能够用电镜或图谱分析典型

纳米材料的形貌和显微结构。） 
第五章 纳米器件（4 学时）                                                                                          
5．4 基于纳米材料的微机械器件 
5．5 纳米电子和光学器件 
5．6 纳米器件的大规模集成 
（目的与要求：掌握纳米力学和光电器件的工作原理，利用基本理论设计新

型器件。） 
第六章 纳米技术的工程应用 （6 学时）                                                                     
6．5 纳米技术在新材料方面的应用 
6．6 纳米技术在环保方面的应用 
6．7 纳米技术在新能源开发方面的应用 
6．8 纳米技术在生物医学方面的应用 
（目的与要求：了解纳米技术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前景、主要障碍和可能的

解决途径。） 

 

课程特色 
讲授纳米技术领域最新的科研进展，独特的材料性能，奇妙的器件及功能，

广阔的应用前景。使学生跟随这一新兴技术的发展学习重要的理论和实验知识。 
 

预期的教学目的 
使学生了解纳米科技的基本理论、工程应用及最新动态。需掌握的内容包括

纳米材料及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检测方法、性能测试、以及纳米微机械、光电

器件原理等。同时介绍纳米科技在环保、能源、集成电路、先进材料及生物医药

等方面的应用前景。了解纳米科技的前沿研究课题及最新成果。 
 

使用教材 
由教师制订课程讲义。 
 



参考书目 
与纳米技术有关的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 Nature, Science, 
Nano Letters, Nature Nanotechnology, Advanced Materials 等具有影响力的专业期

刊，以及本领域的学术专著（参考书）。 
朱静等编著：纳米材料和器件，清华大学出版社 
张立德等编著：纳米材料和纳米结构  科学出版社        
崔作林，《纳米技术与纳米材料》，国防工业出版社，2000 
 
课程网页 
 

 
 
 
 
 
 
 
 
 
 
 
 
 
 
 
 
 
 
 
 
 
 
 
 
 
 
 
 
 
 
 
 
 



15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新材料学

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及其它专业 学分 3 
课程名称 复合材料设计与性能 周学时 3 
英文名称 Design and Properties of Composite 

Materials 
总学时 48 

授课教师 李锐 开课学期 秋季 
先修课程  
教学方式 授课与讨论 考核方式 笔试，口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中、英文） 

系统介绍复合材料设计、制造和力学性能的基本知识，以及复合材料的发展

概况和面临的问题。讲授的材料体系包括：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粒子填充复合材

料和三明治板复合材料。其中以树脂基复合材料为重点，以纤维增强复合材料为

主要内容，从复合材料的微观结构、组成相的形态和性能、工艺条件和制备方法，

一直到宏观力学性能的特点，全面深入地加以介绍。 

教学安排 

第一章 复合材料综述（3 学时） 
1.1 复合材料发展概述 
1.2 复合材料分类 
1.3 复合材料应用领域 

第二章 复合材料的微观结构（6 学时） 
2.1 典型纤维的结构和性能 
2.2 典型基体材料的结构和性能 
2.3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微观结构 
2.4 粒子填充复合材料的微观结构 
2.5 三明治板复合材料的微观结构 
2.6 思考题 

第三章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设计与制造（6 学时） 
3.1 纤维复合材料设计依据 
3.2 热固性树脂基复合材料 
3.3 热塑性树脂基复合材料 
3.4 思考题 

第四章 粒子填充复合材料的设计与制造（4 学时） 
4.1 粒子填充复合材料设计依据 
4.2 热固性树脂基复合材料 
4.3 热塑性树脂复基合材料 
4.4 弹性体基复合材料 
4.5 金属基复合材料 

第五章 纳米复合材料的设计与制造（3 学时） 



5.1 纳米效应 
5.2 纳米复合材料的制备 
5.3 纳米复合材料的性能 
5.4 纳米复合材料的应用 
5.5 思考题 

第六章 三明治板复合材料的设计与制造（3 学时） 
6.1 三明治板复合材料的设计依据 
6.2 三明治板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 
6.3 思考题 

第七章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4 学时） 
7.1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7.2 粒子填充复合材料 
7.3 三明治板复合材料 
7.4 思考题 

课程特色 

课堂教学与企业参观相结合。 
 

预期的教学目的 
使学生全面了解复合材料的微观结构、制备技术和力学性能特点。 
 
 

使用教材 

 

参考书目 

1，《先进复合材料制造技术》，【美】古托夫斯基主编，李宏运等译。化学工业出

版社，2004 年 

2，《先进复合材料》，鲁云等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年 
3，其它参考书 
 

课程网页 

 

 

 

 

 



16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新材料学

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及其它专业 学分 3 
课程名称 功能材料与器件(II) 周学时 3 
英文名称 Functional Materials and Devices(II)  总学时 48 
授课教师 轮换 开课学期 春季 
先修课程  
教学方式 授课与讨论 考核方式 笔试，口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中、英文） 

功能材料与器件(II) 主要包括磁性纳米材料，发光材料的制备与性质， 以及纳米器件

的制造与应用。 

教学安排 
1. 磁性材料与纳米磁 
2. 磁传感器 
3. 磁阻效应和磁记录 
4. 磁滞伸缩  
5. 磁光效应与磁光记录 
6. 温度传感器 
7. 湿度传感器 
8. 化学传感器 
9. 生物医学传感器 

课程特色 

本课程以教师讲授为主，并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鼓励学生就特定的专题

开展讨论和讲座。 

预期的教学目的 

熟悉功能材料的设计和制备的基础知识与技能，掌握功能材料器件的设计与

简单工艺。 

使用教材  暂时没有指定教材 

参考书目 

(1) Peter Gründler, Chemical Sensors，Springer 2006 
(2) C. M. Niemeyer and C. A. Mirkin, Nanobiotechnology, Wiley CH, 2007. 
(3) 姚守拙， 化学与生物传感器，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 
(4) Gary Hardiman， Microarray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Dna Press, 2003 
课程网页 



17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新材料学

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 学分 3 
课程名称 材料分析和表征技术 周学时 3 
英文名称 Materials Analy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总学时 48 
授课教师 王新炜 开课学期 秋季 
先修课程  
教学方式 授课与讨论 考核方式 笔试，口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中、英文） 

本课程将介绍常用的材料物理和化学结构的分析手段：光、电子、离子、中

子等（X-光衍射，俄歇电子分析，卢瑟福背散射分析，中子衍射等），以及由它

们衍生出的其他分析手段。本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如何选择有效的手段对感

兴趣的材料进行分析，而不仅仅是为了解它们的工作原理。本课程的设想是，（1）
简单介绍各种物理和化学分析手段的原理；（2）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各种分析手

段的灵活运用上，通过许多分析实例的介绍（包括本人的经验）、让学生独立作

分析设计、以及在网上搜索有关分析手段信息的方法，加深学生对各种分析手段

的了解，达到掌握和灵活运用各种分析手段的目的。 

教学安排 

第一章  绪论（共 8 学时） 
材料分析原理简介，材料分析手段简介（光、电子、离子、中子等）。 

第二章  光分析（共 8 学时） 
X-光衍射及反射，喇曼与红外分析，光吸收谱分析，X 射线光电子谱(XPS),
紫外光电子谱(UPS)  

第三章  离子束分析（共 8 学时） 
高能离子散射谱(RBS)，低能离子散射谱(ISS)，二次离子质谱(SIMS)。 

第四章电子束分析（共 8 学时） 
电镜及附加设备，低能电子衍射(LEED)、高能电子衍射(RHEED)，俄歇分

析(AES)。 
第五章  中子束分析（共 8 学时） 

中子衍射简介，中子衍射在材料中的应用。 
第六章  其它分析手段简介(AFM, STM)（共 8 学时） 

工作原理，应用举例 
 

课程特色 

以基础教学为主，同时介绍前言动态。老师讲课为主，同时也请同学作报告。 
 



 

预期的教学目的 
 

使用教材 

 

参考书目 

1. U. Gonser, Mossbauer Spectroscopy, Springer, 1975 
2. 白春礼，扫描隧道显微镜及其应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3. 李恒德，核技术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 
4. 谢系德，表面电子能谱－表面研究的重要工具，自然杂志增刊，现代物理第

一辑 
 

课程网页 

 

 

 

 

 

 

 

 

 

 

 

 

 

 



18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新材料学

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及其它专业 学分 2 
课程名称 材料热力学与动力学 周学时 2 
英文名称 Materials Thermodynamics 总学时 32 
授课教师 轮换 开课学期 秋季 
先修课程  
教学方式 授课与讨论 考核方式 笔试，口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中、英文） 

本课程分为热力学基本原理和在材料科学中的一些基本应用两个部分。首先

本课程介绍了经典热力学定律的基本原理、热力学基本关系式，讨论了热力学理

论在可压缩系统和不可压缩系统的应用，主要研究各种系统的热力学性质以及稳

定性和相平衡等问题，同时简要介绍了统计热力学的基本知识。第二部分侧重于

把热力学的基本原理应用于相图的分析、表面与界面效应、固体形变效应，以及

电场、磁场、重力场和离心场效应，为材料的制备、热处理过程，以及材料在服

役过程中性能变化的分析提供热力学理论基础。  

教学安排 

第一章   概论  
第二章   热力学定律  
第三章   热力学变量及一般关系式  
第四章   热力学系统中的平衡条件  
第五章   统计热力学  
第六章   相图  
第七章   表面与界面  
第八章   固体中的缺陷  
第九章   外力场系统  

课程特色 

以老师教学为主，辅助一定量的课外作业练习。 

预期的教学目的 

使用教材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教材 

参考书目 

课程网页 

 



19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新材料学

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及其它专业 学分 3 
课程名称 晶体学、结构和缺陷 周学时 3 
英文名称 Crystallography, Structure and Defects 总学时 48 
授课教师 潘锋 开课学期 春季 
先修课程  
教学方式 授课与讨论 考核方式 笔试，口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中、英文） 

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材料固态相变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及其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掌握扩散型和非扩散型两大类固态相变，要求能灵活运用固

态相变基本原理分析实际材料中的相变问题。 

教学安排 
1) 固态相变概论 

固态相变一般特征及其分类方法； 
固态相变热力学基础； 
固态相变经典形核理论：均匀形核与非均匀形核； 
固态相变长大机制：协同型与非协同型、扩散控制与界面控制； 
固态相变动力学：Johnson-Mehl-Avrami 方程、TTT 图。 
固态相变产物的粗化：Gibbs-Thomson 效应与弥散沉淀相的粗化。 

2) 扩散型相变 
脱溶沉淀：沉淀驱动力、沉淀序列及其影响因素；胞状沉淀；相间析出。 
调幅分解：热力学条件与动力学机制、调幅分解组织与性能特点。 
共析分解：共析分解热力学、珠光体相变机制与动力学。 
贝氏体转变：贝氏体形态及晶体学、转变机制、热力学与动力学、主要争议

问题。 
块状转变：块状转变条件、本质及特征。 

有序-无序转变：热力学条件与转变类型、有序度参量、有序化

机制及动力学。 
3) 无扩散型相变 

位移型相变概念与分类：调位型与点阵畸变型相变。 
位移型相变一般特征：结构关系、转变机制、显微组织特征、形状变化等。 
调位型相变：铁性转变、ω转变。 
马氏体型相变：马氏体相变基本特征、热力学与动力学特点、晶体学特点与

马氏体相变晶体学唯象理论。 
其它点阵畸变型相变：膨胀主导型相变、赝马氏体相变。 

4) 相变的统计理论 
    相变统计理论的基本思路：范德瓦尔斯对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修正与平均场

似。 
朗道连续相变理论：序参量与朗道理论的基本思路及其局限性。 



标度律与普适性：临界指数的标度关系、标度假定与普适类。 
重正化群方法与软模相变基本概念。 

5) 固态相变研究实例及应用 
调幅分解强韧化； 
形状记忆合金； 
ZrO2 陶瓷相变增韧； 
钙钛矿铁电相变及应用。 

 
 

课程特色 

以老师教学为主，辅助一定量的课外作业练习。 
 

预期的教学目的 

 

使用教材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教材 

参考书目 

1)  D．A．波特等著，李长海等译，金属和合金中的相变，冶金工业出版社，1988
年 

2)  冯端，金属物理学(第二卷), 科学出版社, 1990 年 
3)  戚正风，固态金属中的扩散与相变，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 年 
 

课程网页 

 

 

 

 

 

 

 

 



20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新材料学

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及其它专业 学分 3 
课程名称 衍射理论 周学时 3 
英文名称 Scattering Theory 总学时 48 
授课教师 王新炜 开课学期 春季 
先修课程  
教学方式 授课与讨论 考核方式 笔试，口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中、英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帮助学生掌握晶体学的基本知识，从光学衍射开始了解

衍射现象和原理，然后重点介绍 X 射线衍射以及电子衍射现象和理论，以及它

们在材料分析和研究上的作用。对于晶体 X 射线衍射，将介绍不同形式的衍射

几何理论、劳厄方程、布拉格方程与埃瓦尔德作图法,讨论了它们之间的异同之

处。还将介绍了运动学衍射理论和不同形式的动力学衍射理论。对于晶体电子衍

射，将系统介绍了电子衍射和电镜高分辨像以及衍射衬度像成像的物理过程和数

学表述，具体阐述了物理光学基础和信息传递过程的基本数学处理方法，电子衍

射运动学理论，成像系统相位衬度成像的物理过程和数学表述。  
教学安排 

1. 晶体与晶体学 
2. 晶体点阵 
3. 晶体对称群 
4. 晶体结构与倒易点阵 
5. 光的衍射现象和原理 
6. X 射线的衍射理论 
8. X 射线光学在固体领域中的应用 
8. 电子衍射理论 
9. 电子衍射在固体领域中的应用 

课程特色 
以老师教学为主，辅助一定量的课外作业练习。 

预期的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理解晶体学和 X 射线以及电子衍射理论的基本

知识,掌握晶体结构,点阵结构,能够初步掌握点群和空间群的概念,理解 X 射线和

电子射线的运动学理论,掌握 X 射线和电子射线的各种衍射技术及其在材料研究

中的应用。 
使用教材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教材 
参考书目 
课程网页 



21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新材料学

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及其它专业 学分 3 
课程名称 扩散和非扩散相变动力学 周学时 3 
英文名称 Kinetics of Diffusional and 

Non-Diffusional Phase Transformations 
总学时 48 

授课教师 轮换 开课学期 春季 
先修课程  
教学方式 授课与讨论 考核方式 笔试，口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中、英文） 

   本课程介绍材料中扩散的微观机制、扩散定律、扩散激活能及扩散系数，固

态相变的热力学、相变驱动力、阻力、形核、长大的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对各

种类型的扩散型相变和非扩散型相变进行分析和讨论。同时也将介绍扩散与材料

的生产和使用中的物理过程之间的相关性，例如：凝固、偏析、均匀化退火、冷

变形后的回复和再结晶、固态相变、化学热处理、烧结、氧化、蠕变等等。 
 

教学安排 
 
第一章 相变热力学  
1 热力学函数与相平衡  
2 混合晗的 Midema 半经验计算方法  
3 相变驱动力及表面张力的影响  
4 相变的阻力：应变能和界面能 
 
第二章 扩散基础                                                               
1 连续介质中的质量扩散、扩散的驱动力 
2 扩散的微观机制：间隙原子扩散机理、置换原子的扩散机理 
3 自扩散、互扩散的基本概念 
4 扩散系数、Fick 第一定律、第二定律 
5 科肯达尔效应  
6 快速扩散通道 
7 扩散系数与温度关系的理论 
  
第三章 固态中的扩散型相变  
1 有色合金中的时效析出硬化  
2 胞状脱溶（不连续脱溶）  
3 黑色合金中的共析转变  
4 块状转变  
5 有序转变  



 
第四章 固态中的无扩散型相变  
1 Bain 应变模型和相变晶体学表象理论  
2 马氏体的形核、生长、稳定化  
3 相变浮凸的 AFM 定量研究  
4 外场（应力、磁场、电场）的作用  
5 形状记忆合金 Nitinol 
 
第五章 微结构的变化 
1 晶粒生长和晶粒粗化 
2 二维、三维方向的晶粒生长动力学 
3 Spinodal 分解：具有 Spinodal 区域的相图 
4 烧结 
  
课程特色 

以老师教学为主，辅助一定量的课外作业练习。 
 

预期的教学目的 
掌握固态原子扩散和固态相变的基本知识，为分析材料学及材料加工工程中

的扩散和相变问题打下理论基础，为新材料及材料加工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供

理论依据。 
 

使用教材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教材 
 

参考书目 
1、刘宗昌、任慧平、宋义全编著，《金属固态相变教程》，冶金工业出版社，2003 
2、戚正风主编，《固态金属中的扩散与相变》，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 
3、陈景榕、李承基编著, 《金属与合金中的固态相变》,冶金工业出版社，1997 
4、D. A. 波特、K. E. 伊斯特林著，李长海、余永宁译，《金属和合金中的相变》，

冶金工业出版社，1988 
 
课程网页 
 

 

 
 
 
 
 
 
 



22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深圳研究生院新

材料学院 
课 程

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及其它专业 学分 2 
课程名称 表界面科学与胶体系统 周学时 2 
英文名称 Surfaces, interfaces and colloids 总学时 32 
授课教师 轮换 开课学期 春季   
先修课程  
教学方式 授课与讨论 考核方式 笔试，口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 

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微观尺度下物质的表面和界面现象，以及各种

胶体系统的形成和应用。当物体颗粒的尺寸减小到 1 微米以下，在宏观物

体中可以忽略的作用力如表面张力，静电作用，范德华力变为主导，这些

作用力是各种表界面现象的主要成因。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将可以解释

生活、工业、和科研中的常见应用如表面活性剂，悬浮液，乳浊液，泡沫

等，也为学生将来从事纳米材料和表面处理的研究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 
 

教学安排 
第1章 导论 

1.1 表界面科学与胶体理论发展简史 
1.2 基本概念与名词定义 

第2章 表面张力与毛细现象 
2.1 固体表面与液体表面 
2.2 表面张力的产生 
2.3 表面张力的影响因素 
2.4 表面张力的测量 
2.5 湿润与扩展 
2.6 接触角 
2.7 毛细现象与毛细流 

第3章 吸引力 
3.1 范德华力 
3.2 静电吸引力 
3.3 氢键 
3.4 Lifshitz 理论 

第4章 静电作用与表面双电层 
4.1 表面电荷的产生 
4.2 哥伦布定律 
4.3 表面双电层的形成 
4.4 表面双电层的影响因素 
4.5 电泳现象 

第5章 胶体系统 
5.1 胶体系统的形成 
5.2 胶体尺度的特性 



5.3 胶体系统的稳定 
5.4 胶体的凝结失稳 

第6章 表面活性剂 
6.1 表面活性剂的分类 
6.2 表面活性剂的结构 
6.3 液相表面吸附 
6.4 乳浊液的稳定 
6.5 泡沫的稳定 
6.6 胶束的形成 
6.7 表面活性剂的应用 
6.8 表面活性剂与纳米材料合成 

第7章 颗粒系统 
7.1 颗粒系统的描述 
7.2 颗粒系统的紧密度 
7.3 颗粒浆料的特性 
 

课程特色 
以老师教学为主，辅助一定量的课外作业练习。 

 

预期教学目的 
    使学生初步掌握表界面科学与胶体系统中的前沿研究状况，了解体系中的基

本原理。 
使用教材 

自编教材 
参考书目 

1. Drew Myers, Surfaces, Interfaces, and Colloid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2nd 
Edition，Wiley-VCH,1999. 

课程网页 

 
 



23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深圳研究生院

新材料学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 学分 3 
课程名称 柔性电子学 周学时 3 
英文名称 Flexible Electronics 总学时 48 
授课教师 轮换 开课学期 秋季 
先修课程  
教学方式 授课与讨论 考核方式 笔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 

柔性电子学是目前微电子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已经开始慢慢地深入到人们

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且已经可以预期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可以说，我们的下一

代常见电子产品必将是柔性的。 
本课程主要介绍柔性电子学的发展与现状，包括新型柔性材料以及新型柔

性功能器件的综述。学习本课程需要对前沿的微电子学有一定的了解，学习对象

是面向对科技前沿感兴趣的所有专业。 
 

教学安排 
第 1 章．柔性电子器件 

1.1 柔性电子器件简介 
1.2 柔性电子器件主要加工技术 
1.3 柔性电子器件现状与将来 

第 2 章．用于高性能电子学和光电子学器件的化学合成半导体纳米线 
2.1 半导体纳米线的合成与特性 
2.2 纳米线的组装 
2.3 纳米线电子学 
2.4 单根纳米线晶体管 
2.5 纳米线薄膜电子学 
2.6 塑料衬底上的纳米线薄膜晶体管 

第 3 章．碳纳米管薄膜柔性电子器件 
3.1 单壁碳纳米管薄膜的制备 
3.2 柔性衬底上的单壁碳纳米管膜的形成 
3.3 理论模拟单壁碳纳米管膜的特性 
3.4 柔性单壁碳纳米管膜典型电子器件 

第 4 章. 纳米线／微米线组成的柔性太阳能电池 
4.1 太阳能电池的基本工作原理 
4.2 超薄单晶硅微太阳能电池阵列的制造 
4.3 转移印刷柔性 p-n 结太阳能电池的未来研究方向 
4.4 柔性光电化学电池的未来研究方向 

第 5 章．柔性衬底上的氧化锌（ZnO）纳米线阵列 
5.1 ZnO 纳米结构的历史 
5.2 柔性衬底上 ZnO 纳米线的生长 



5.3 生长机理 
5.4 能量转换应用：纳米发电机 

第 6 章． 基于纳米材料的柔性能量存储器件 
6.1 用于柔性电极和隔离层的纳米材料 
6.2 柔性能量存储器件 

第 7 章． 柔性化学传感器 
7.1 用于柔性化学传感器的材料 
7.2 柔性化学传感器 

第 8 章． 非传统柔性电子学 
8.1 半导体纳米带的可控弯曲 
8.2 弯曲纳米带的制造 
8.3 非传统技术基础上的柔性电子器件 

课程特色 
以老师教学为主，辅助一定量的文献调研和讨论。 

预期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对目前的柔性电子学进展有深入的认知，理解

实用的柔性电子器件，新型柔性功能材料，新型功能器件设计与应用等。 
 

使用教材 
暂时没有指定教材 

参考书目 
  定期发布前沿文献综述 
课程网页 
 

 



24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深圳研究生院新

材料学院 
课 程 编

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 学分 3 
课程名称 有机光电器件制备工艺 周学时 3 
英文名称 Fabrication Technology of Organic 

Optoelectronic Devices 
总学时 48 

授课教师 Osamu Goto 开课学期 春季 
先修课程 半导体物理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考核方式 考试和课堂考查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 
   本课程的目的是系统介绍微电子相关材料的结构、材料特性、制备技术、表

征测试及其应用，课程涉及各种先进半导体材料、介质材料、金属化互连材料、

封装材料以及科学前沿领域涉及的微电子纳米材料，并配合图片、图表及具体详

实的数据，本课程适合即将从事材料和器件方面研究的研究生。 

教学安排 
第 1 章 概览 （3 学时） 
概述微电子工业涉及的微纳电子材料及它们的应用和未来挑战与展望等。 
第 2 章 电子材料基础知识 （9 学时） 
 半导体材料 
 介电材料与绝缘体 
 磁性材料的基本物理特性 
 材料的光学性质等 
 重点讲述晶体结构 
 能带结构 
 有效质量与电子输运性质 
 电子浓度与费米分布 
 异质半导体 
 半导体的界面 

第 3 章 硅晶及硅晶薄膜材料的制造技术 （3 学时） 
 多晶硅原料 
 单晶生长设备 
 单晶生长程序及相关理论 
 晶圆加工成形 
 晶圆抛光 
 晶圆清洗 
 硅晶薄膜工艺原理及反应机制，硅外延，多晶硅，非晶硅的材料及制备

工艺 
第 4 章 透明导电氧化物薄膜材料（6 学时）（加插一小时的金属薄膜工艺） 
 透明导电薄膜的结构特性 
 制备技术 



 薄膜的电学和光学性能及其应用 
第 5 章 介电薄膜材料 （6 学时） 
 氧化层的形成方法 
 特殊电介质 
 氧化电介质的电性及物质特性 
 氧化电介质的应用 
 其中邀请专家讲座 2 小时 

第 6 章 纳米晶体颗粒材料（3 学时）（插入 1 个半小时讲有机半导体材料） 
 纳米碳球及其衍生物 
 二氧化钛纳米颗粒 
 硫化镉等纳米晶体颗粒的生长制备及其应用 

第 7 章 纳米碳管及石墨烯材料（6 学时） 
 纳米碳管的制备生长工艺 
 电学光学特性以及物性的测量表征 
 纳米碳管在光伏器件 
 薄膜晶体管等微电子器件中的应用 
 石墨烯的物理性质及其制备工艺 
 石墨烯的模拟计算及其在光电器件中的应用。 

第 8 章 半导体及金属纳米线材料（6 学时） 
 半导体一维纳米材料（如氧化锌纳米线、二氧化钛纳米线、硅纳米线等） 
 一维金属纳米线（如银纳米线，铜纳米线）的物理化学生长工艺及其在

新型微电子器件中的应用 
第 9 章 微纳电子材料及技术总结 （3 学时） 
 总结微纳米材料的生长技术 
 表面修饰技术 
 封装材料及工艺（其中邀请专家讲座 1 小时） 
 测量表征的方法和它们在信息电子器件领域的潜在应用 

课程特色 
     
预期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为学生将来从事与微电子相关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并

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使用教材 

Principles of Electronic Materials and Devices (3rd Edition),S.O.Kasap,2006, 
McGrawHill  

参考书目 
1. Semiconductor Material and Device Characterization, Dieter K. Schroder, John Wiley & 

Sons  
2. 《微电子材料与制程》，陈力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  Semiconductor Devices, Physics, and Technology, S M Sze, John Wiley & Sons (1985) 
课程网页 
 

 



25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深圳研究生院新

材料学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 学分 3 
课程名称 新能源器件制备与测试 周学时 3 
英文名称 New Energy Devices: Fabrications and 

Characterizations 
总学时 48 

授课教师 轮换 开课学期 春季 
先修课程 半导体物理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考核方式 课堂考查、考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 
     以教学互动的方式，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简洁深入地全面介绍二十世纪

光伏科学发展进程和重要的成就。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掌握光伏材料和

半导体光伏器件的基本知识，基本了解光伏发电系统的工作过程以及相关的部件

的工作原理。  

教学安排 

课程具体内容： 
第一章． 引言 （3 学时） 
介绍太阳能光伏电池发展概况，太阳和太阳辐射能和世界太阳能的分布以及太阳

能发电的特点和产业现状 
 
第二章．太阳能光伏器件的基本原理 （6 学时） 
讲解半导体光电效应，太阳能电池原理及能量转换效率，器件结构和影响太阳能

电池效率的关键因素 
 
第三章．单多晶太阳电池 （6 学时） 
介绍太阳电池设计的基本原则，晶体硅太阳电池的设计，晶体硅太阳电池的工艺， 
太阳电池中的光学问题和超高效率电池的设计 
 
第四章．薄膜硅基太阳电池 （6 学时） 
讲解光伏薄膜材料的基本要求，介绍硅薄膜太阳电池，非晶硅薄膜太阳电池的设

计，真空镀膜技术和非晶硅薄膜的制备 
 
第五章．CuInSe2 和 CdTe 薄膜太阳 （6 学时） 
介绍 CIGS 和 CdTe 电池材料及设计(安排一次课测验 40%) 
 
第六章． III-V 族高效太阳电池（3 学时） 
介绍 III-V 族化合物半导体的基础物理性质，介绍 GaAs 太阳能电池的制作方法，

多带隙太阳电池和结联太阳电池设计，中间带隙太阳电池设计，热载流子太阳电

池分析和设计 
 
第七章． 有机薄膜太阳能电池（6 学时） 



介绍色素曾感型太阳能电池和有机高分子太阳能电池的工作原理及器件结构，介

绍有机材料物理化学性质和低成本柔性太阳能电池的特点 
 
第八章．太阳电池的日常应用及发电系统 （6 学时） 
讲解太阳电池组件，封装材料和制造工艺；光伏发电系统的设计原理；光伏发电

系统例举；电子控制系统及工作原理；蓄电池；并网系统及电子部件；安排太阳

能电池企业参观一次课（3 小时）。 
 
第九章  结束语展望（3 学时）（安排课堂报告） 
讲述各国能源政策，太阳能产业和技术展望 
 
课程特色 
     
预期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为学生将来从事太阳能发电工程技术的开发及光伏材料

与器件的科学研究打下较好的基础。 
 
使用教材 
《太阳能电池基础与应用》 熊绍珍 科学出版社 2010 
参考书目 

 
1.《半导体物理学》 刘恩科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6 
2.《半导体器件物理 Physics of Semiconductor Devices》 第三版 S.M.SZE 施敏 西
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 
3.《薄膜技术与薄膜材料》田民波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课程网页 
 

 



26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深圳研究生院新材

料学院 
课 程 编

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 学分 2 
课程名称 电化学原理与技术 周学时 2 
英文名称 Electrochemical Principle and Technique 总学时 32 
授课教师 李锐 开课学期 春季 
先修课程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考核方式 考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 
    电化学作为化学的分支之一，是研究两类导体（电子导体，如金属或半导

体，以及离子导体，如电解质溶液）形成的接界面上所发生的带电及电子转移变

化的科学。电化学在很多科技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如化工行业中的氯碱工业，

冶金中的铝、钠、铜、锌冶炼，机械电镀、电抛光、电泳涂漆，能源领域的电化

学电源、金属腐蚀与防护、环境科学等。应用电化学原理发展起来的各种电化学

分析法已成为实验室和工业监控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如今已形成了合成电化学、

量子电化学、半导体电化学、有机导体电化学、光谱电化学、生物电化学等多个

分支。当前世界上十分关注的研究课题, 如能源、材料、环境保护、生命科学等

等都与电化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关联在一起。 

本课程中将主要讲述电化学中的各种现象和机理以及研究和分析电化学过程的

主要手段。 

 

教学安排 
第一章 绪论及电化学基础 2 学时 

了解电化学的发展史，电化学研究的应用及进展，复习电化学的基本概念。 

第二章 电极、电解质溶液界面 2 学时 

   学习电解质理论，表面吸附，电双层理论，电双层电容  

第三章 电极过程动力学 6 学时 

   学习电极过程动力学理论，包括界面电荷转移过程，扩散过程，均相化学反

应等 

第四章 恒电流技术 2 学时 

   介绍恒电流技术，电流阶跃法等技术的应用 

第五章 恒电位技术 4 学时 

   了解电势阶跃法和电势扫描法等技术的应用 



第六章 流体动力学方法 4 学时 

了解旋转环盘电极的工作原理和数据分析方法 

第七章 基于阻抗的技术 4 学时 

    了解阻抗的测量方法和阻抗数据的解析方法 

第八章 光谱电化学及电化学仪器 6 学时 

    紫外-可见光谱，红外光谱、拉曼光谱、能谱、磁共振等技术在电化学中的

应用 

第九章 电化学过程的数字模拟  2 学时 

   采用数字模拟的方法研究各种条件下的电化学反应特性 

 
课程特色 
     
预期教学目的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使同学掌握电化学的基本原理、实验方法及应用，在

实际工作中能正确地选用本课程中介绍的实验方法，为今后从事电化学相关的研

究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使用教材 
  A.J.BARD，《电化学方法原理与应用》，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年版) 
参考书目 

 

课程网页 
 

 



27 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深圳研究生院新材

料学院 
课 程 编

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 学分 2 
课程名称 固态相变 周学时 2 
英文名称 Phase Transformations in Solids 总学时 32 
授课教师 轮换 开课学期 春季 
先修课程 无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考核方式 平时作业与考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固体组织结构的形成及其稳定性。当一种固相由于热力学条

件（如温度、压力、作用于该固体的电场、磁场等）变化而变得不稳定的时候，

如果没有对相变的障碍，将会通过相结构（原子或电子组态）的变化，转变成更

为稳定或平衡的状态。 
教学安排 

 课程从固态相变热力学理论开始，通过对基本的相变热力学理论以及相

图方面知识的学习，可以知道一个合金系统是否达到平衡等解决一些工

程上的问题  
 课程接下来讨论扩散问题，其控制着大多数固态相变的速率。介绍两种

扩散机制，间隙扩散与置换扩散 
 课程还将介绍晶体界面问题，包括固液界面，晶界，与相界面 
 介绍扩散型相变与非扩散型相变理论 

课程特色 
     
预期教学目的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对材料科学与工程中的固态相变理论方面有更

深的理解，对固态相变的过程，影响因素如温度，压力以及杂质的存在对相变的

影响，并进一步了解到固态相变对材料的微观结构与性能影响的作用机制。 
学生需要掌握： 
 相变的热力学原理和相图基本理论 
 相变中的扩散机制，包括间隙扩散，置换扩散，以及通过高速扩散通道

的扩散 
 晶体界面理论，包括固液界面，晶界，相界面 
 扩散型相变理论，包括均匀形核与非均匀形核，析出物长大及共析转变 
 非扩散型相变理论及特征，主要关于马氏体的形核与长大 
 



使用教材 
  1. J.W. Christian, The Theory of Transformation in Metals and Alloys. 2 Sub 
edition, Pergamon Press, Oxford, 2002. 
2. D.A. Porter, K.E. Easterling, Phase Transformations in Metals and Alloys. 2 
edition, Chapman & Hall, London, 1992. 
3. Harry Bhadeshiam, Robert Honeycombe, Steels: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3 
edition, Butterworth-Heinemann, 2006. 
 
参考书目 
Peranio N, Li Y. J, Roters F, Raabe D. Microstructure and texture evolution in 
dual-phase steels: Competition between recovery recrystallization and phase 
transformation. 2010, 527(16): 4161-4168. 
Wits J. J, Kop T. A, van Leeuwen Y. A study on the austenite-to-ferrite phase 
transformation in binary substitutional iron alloys. 2000, 283(1): 234-241. 
Phase equilibrium and martensitic transformation in near equiatomic Ti-Pd 
alloys.2006, 438: 327-331. 

 

课程网页 
 

 



28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深圳研究生院新材

料学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 学分 2 
课程名称 先进陶瓷材料 周学时 2 
英文名称 Advanced Ceramics 总学时 32 
授课教师 吴忠振（副教授） 开课学期 春季 
先修课程 无 
教学方式 双语教学 考核方式 平时作业与考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 

本课程通过讲授先进功能陶瓷的基本功能原理、组成-结构-性能关系和发展

趋势，使学生理解和掌握先进功能陶瓷材料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了解现阶段先

进功能陶瓷材料的应用现状和发展前景。要求学生能够深入理解陶瓷的介电、

压电、铁电和半导体行为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掌握几种典型先进功能陶瓷（包

括介电陶瓷、压电陶瓷、铁电陶瓷、半导体陶瓷和磁性陶瓷）的性能特点、制

备方法和应用领域，并通过阅读相关参考文献和书籍，使学生了解先进功能陶

瓷学术领域的最新研究前沿，为学生今后从事先进功能陶瓷材料相关设计和制

备工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basic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present application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advanced 
functional ceramics, through teaching its basic functional principles, relationship 
among composition,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and development. Th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basic ideas and theories of dielectricity, 
piezoelectricity, ferroelectricity and semiconductor characteristic of ceramics. The 
properties, preparation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of some typical advanced functional 
ceramics, which include dielectric ceramics, piezoelectric ceramics, ferroelectric 
ceramics, semiconductor ceramics and magnetic ceramics, are demanded to know 
very well. Meanwhile, the students are also required to widely read some related 
books and papers, and pay great attention on front edge of advanced functional 
ceramics. Thus, this course is very useful for students to enrich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helpful for their further research work of advanced functional 
ceramic designing and fabrication. 
教学安排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七部分： 
第一章，功能陶瓷材料概述。主要讲述功能陶瓷材料的定义、范围、分类、



主要物理性能和效应以及发展趋势。 
第二章，功能陶瓷材料的制备工艺。主要讲述功能陶瓷材料原料粉体制备、

成型、烧结、陶瓷材料加工以及表面金属化。 
第三章，介电陶瓷与电绝缘陶瓷。主要讲述介质极化与介电性能、典型介

电陶瓷材料及其应用（包括高频介质陶瓷、微波介质陶瓷和独石结构介质陶瓷）

以及电绝缘陶瓷材料性能与应用。 
第四章，压电陶瓷材料。主要讲述压电效应与晶体结构、压电陶瓷的基本

性质与重要参数以及典型压电陶瓷及其应用。 
第五章，铁电陶瓷材料。主要讲述铁电体的自发极化、铁电陶瓷的结构类

型与性能特点以及典型铁电陶瓷的物理效应与应用。 
第六章，导电陶瓷材料。主要讲述典型半导体敏感陶瓷材料及其应用（包

括热敏陶瓷、气敏陶瓷、压敏陶瓷和光敏陶瓷）、离子导电陶瓷材料以及高温超

导陶瓷材料。 
第七章，磁性陶瓷材料。主要讲述铁氧体的晶体结构特点、铁氧体的磁性

能、铁氧体磁性陶瓷材料的制备工艺以及其主要应用。 
This course mainly includes seven parts: 
Chapter I.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This part will mainly introduce the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basic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effects and further prospect.  
Chapter II. Preparation Technology of Functional ceramics. This part will 

mainly cover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of functional ceramics, including raw material 
powders synthesis, forming, sintering, machining and surface metallization.  

Chapter III. Dielectric Ceramics and Electric Insulation Ceramics. This part will 
describe the basic concepts of dielectric polarization and dielectric properties. Several 
typical dielectric ceramics like high-frequency dielectric ceramics, microwave 
dielectric ceramics and monolithic ceramics will also be presented. Moreover, this 
part will introduce the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 of electric insulation ceramics. 

Chapter IV. Piezoelectric Ceramics. This part will mainly introduce the 
piezoelectric effects and relative crystal structure. The fundamental properties, 
important parameters and application of some typical piezoelectric ceramics will also 
be described. 

Chapter V. Ferroelectric Ceramics. This part will mainly focus on the 
spontaneous polarization, correlations with structure types and properties, physical 
effects and application of ferroelectric ceramics. 

Chapter VI. Conductive Ceramics. This part will mainly present some typical 
sensitive ceramics including heat-sensitive ceramics, gas-sensitive ceramics, varistor 



ceramics and photosensitive ceramics, ionic conductive ceramics and 
high-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ng ceramics. 

Chapter VII. Magnetic Ceramics. This part will mainly introduce the crystal 
structure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of ferrite, and also present the fabrication process 
and application of magnetic ceramics. 
 
课程特色 
     
预期教学目的 

通过阅读相关参考文献和书籍，使学生了解先进功能陶瓷学术领域的最新

研究前沿，为学生今后从事先进功能陶瓷材料相关设计和制备工作打下坚实的

理论基础. 
使用教材 
1.  Qingrui Yin, Binghe Zhu, Huarong Zeng. Microstructure, Property and 

Processing of Functional Ceramics. Publisher: Metallurgical Industry Press & 
Springer, 2009. ISBN: 978-7-5024-4571-3 & 978-3-642-01693-6. 

2. 曲远方. 功能陶瓷材料.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3 年. ISBN: 7-5025-4421-6. 
Yuanfang Qu. Functional Ceramic Materials. Publisher: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2003. ISBN: 7-5025-4421-6. 

3. 徐政, 倪宏伟. 现代功能陶瓷. 国防工业出版社, 1998 年. ISBN: 
7-118-01960-7. 
Zheng Xu, Hongwei Ni. Modern Functional Ceramics. Publisher: National 
Defence Industry Press, 1998. ISBN: 7-118-01960-7. 

4. Yoshihiko Imanaka. Multilayered Low Temperature Cofired Ceramics (LTCC) 
Techonology. Publisher: Springer, 2005. ISBN: 0-387-23130-7. 

参考书目 
1. H. Hofmann. Ceramic particles and layers for functional application.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 29 (2009), 1235-1243. 
2. N. S. Leyland, J. R. G. Evans, D. J. Harrison. Lithographic printing of ceramic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eramic Society, 22 (2002), 1-13. 
3. D. Hennings, M. Klee, R. Waser. Advanced dielectrics-bulk ceramics and 

thin-films. Advanced Materials, 3 (1991), 334-340. 
4. R. J. Cava. Dielectric materials for applications in microwave communications.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11 (2001), 54-62. 
5. Y. Saito, H. Takao, T. Tani, T. Nonoyama, K. Takatori, T. Homma, T. Nagaya, M. 

Nakamura. Lead-free piezoceramics. Nature. 432 (2004), 84-87. 



6. J. F. Tressler, S. Alkoy, R. E. Newnham. Piezoelectric sensors and sensor 
materials. Journal of Electroceramics, 2 (1998), 257-272. 

7. G. H. Haertling. Ferroelectric ceramics: history and technolog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 82 (1999), 797-818. 

8. J. Y. Li, R. C. Rogan, E. Ustundag, K. Bhattacharya. Domain switching in 
polycrystalline ferroelectric ceramics. Nature Materials, 4 (2005), 776-781. 

9. Z. G. Lu, R.S. Guo. Rec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semi-conductor gas 
sensitive ceramics. Rare Metal Materials and Engineering, 33 (2004), 14-17. 

10. B. Zhu. Fast ionic conducting film ceramic membranes with advanced 
applications. Solid State Ionics, 119 (1999), 305-310. 

11. R. Vaglio. Applications of ceramic superconductors in electronics. Ceramics 
International, 19 (1993), 421-425. 

12. C. D. E. Lakeman, D. A. Payne. Sol-gel processing of electrical and magnetic 
ceramics. Materials Chemistry and Physics, 38 (1994), 305-324. 

课程网页 
 

 



29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深圳研究生院新材

料学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 学分 3 
课程名称 薄膜物理 周学时 3 
英文名称 Thin Film Physics 总学时 48 
授课教师 吴忠振（副教授） 开课学期 春季 
先修课程 材料科学基础 
教学方式 讲课、讨论 考核方式 平时作业与考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 

近几十年来薄膜技术已经实现了巨大的工业应用，在诸如电子、机械、能

源、生物医学及航天航空等主要工业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典型的

应用实例包括计算机、手机、电视、汽车、激光器、传感器及太阳能电池等。

近来取得的许多科学和技术突破如石墨烯、碳纳米管及化合物半导体等都与薄

膜物理和技术密切相关。薄膜相关工业和学术研究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掌握薄

膜科学与技术的专门人才，因此有必要在研究生培养中开设这门课程。本课程

将全面介绍薄膜科学和技术的有关知识，重点是各类薄膜材料或涂层的形成、

结构、性质和应用。本课程的目的就是培养满足相关工业发展和创新研究要求

的合格人才。一个主要目标是通过对一系列重要实例的分析使学生掌握薄膜材

料科学的研究方法。经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具有设计和制备具有各种功能

的薄膜材料及在薄膜材料科学领域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Thin film technology has shown tremendous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in the past 

decades. It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main industrial areas such as electronic, 
mechanical, energy, biomedical, and aeronautic and astronautic industries. The 
typical application examples include computer, mobile phone, television, automobile, 
laser devices, sensors, and solar cells. Many technological and scientific 
breakthroughs recently achieved such as graphene, carbon nanotubes, and compound 
semiconductor are based on the knowledge related to thin film physics and 
technolog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in-film related industri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numerous engineers with special knowledge about thin fil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required. There is a need to introduce such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graduate students. The course i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in film 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ourse covers 
introduction to principal vapor deposition processes and vacuum technology. Special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formation, characterization,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s of a variety of thin films or coatings. The aim of this course is to 
train the eligible talents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elated industrial fields and 
innovative research. An important goal is to help students to master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in film materials, which will be accomplished by analyze a series of 
important examples recently reported.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have the ability to 
design and fabricate thin film materials for various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and that 
to conduct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thin film materials. 
教学安排 

本课程介绍薄膜材料制备的基本理论和技术，涉及薄膜材料科学、真空技

术的基本知识、各种薄膜沉积方法和测试技术等。具体内容如下：（1）薄膜材

料和技术简介：薄膜材料的应用优势，薄膜材料制备技术的一般特点，薄膜制

备技术简介，典型薄膜制备系统，典型薄膜材料制备及应用简介；(2) 材料科学

基础简介：结构、缺陷、键和能带、热力学、动力学、形核、及机械性能；（3）
真空科学和技术：气体动力学理论、气体输运和泵抽、真空泵和真空系统；（4）
薄膜蒸镀工艺：材料蒸发物理化学、蒸镀薄膜均匀性和纯度、蒸发装置、蒸镀

工艺及其应用；（5）放电、等离子体和离子-表面相互作用：等离子体、放电、

等离子体物理基础、等离子体中的反应、溅射物理及离子轰击薄膜改性；（6）
等离子体和离子束薄膜工艺：DC、AC 及反应溅射、磁控溅射、等离子体刻蚀、

综合及改进的 PVD 工艺；（7）化学气相沉积（CVD）：反应类型、CVD 热力学、

气体输运、生长动力学、热 CVD、等离子体增强 CVD 及其它 CVD 薄膜问题；

（8）薄膜金刚石和相关材料：结构、性质和应用，CVD 工艺、形核机制、生长、

石墨烯和碳纳米管文献阅读；（9）化学气相沉积半导体薄膜：结构和性质、现

状、直流等离子体射流 CVD 沉积立方氮化硼薄膜、高质量六方氮化硼晶体生长

和发光、氧化锌薄膜文献阅读；（10）耐磨和防腐涂层：磨损和腐蚀现象、涂层

材料和制备防腐选择和硬质防腐涂层应用、文献阅读；（11）先进薄膜与表面分

析方法：类型、技术进展、扫描隧道显微镜、原子力显微镜、摩擦力显微镜及

磁力显微镜、XPS 和 Raman 谱文献阅读、薄膜材料研究方法。  
This course introduces the fundamentals and technology of thin film materials, 

involving thin film materials science, vacuum technology, thin film deposition 
techniques, and thin film characterization technology. The specific contents are listed 
as follows: (1) Introduction to thin film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advantages of thin 
films in application,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n film deposition, thin film 
processing techniques, examples of thin film deposition system, introduction to 
typical films, examples of thin film deposition and application; (2) A review of 
materials science: structure, defects, bonds and bands, thermodynamics, kinetics, 



nucleation, and mechanical behavior; (3) Vacuu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inetic 
theory of gases, gas transport and pumping, vacuum pumps, and vacuum systems; (4) 
Thin film evaporation process: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evaporation, film thickness 
uniformity and purity, evaporation hardware, and evaporation process and 
application; (5) Discharge, plasma, and ion-surface interactions: plasmas, discharges, 
arcs, fundamentals of plasma physics, reactions in plasmas, physics of sputtering, and 
ion bombardment modification of growing films; (6) Plasma and ion beam 
processing of thin films: DC, AC, and reactive sputtering processes, magnetron 
sputtering, plasma etching, hybrid and modified PVD processes; (7)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reaction types, thermodynamics of CVD, gas transport, film growth 
kinetics, thermal CVD processes, plasma-enhanced CVD processes, and some CVD 
materials issues; (8) Thin films of diamond and related materials: structure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s, CVD processes, nucleation mechanism, growth, literature reading 
on CVD growth of graphene and carbon nanotubes; (9) Semiconducting films 
synthesized by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current status, 
deposition of cubic boron nitride films by d.c. jet plasma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growth of high quality hexagonal boron nitride crystals, photo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hexagonal boron nitride crystals, literature reading on ZnO films; (10) 
Wear and corrosion resistant hard coatings for non-cutting tool applications: wear and 
corrosion phenomena, selection of coating materials and coating processes, 
application of hard coating for wear and corrosion, wear and corrosion resistant hard 
coatings for non-cutting tool applications, applications with CVD methods, literature 
reading; (11) Advanced techniques for surface and thin film analysis: various types of 
probes,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y, atomic force 
microscopy, lateral force microscopy, and magnetic force microscopy, literature 
reading on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and Raman spectroscopy, research 
methods of thin film materials. 
课程特色 
     
预期教学目的 

本课程将全面介绍薄膜科学和技术的有关知识，重点是各类薄膜材料或涂

层的形成、结构、性质和应用。本课程的目的就是培养满足相关工业发展和创

新研究要求的合格人才。一个主要目标是通过对一系列重要实例的分析使学生

掌握薄膜材料科学的研究方法。经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具有设计和制备具

有各种功能的薄膜材料及在薄膜材料科学领域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使用教材 



Materials Science of Thin Films, by M. Ohring, 2nd ed., 2002 
参考书目 
S. Matsumoto et al, Growth of diamond particles from methane-hydrogen gas,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17, 3106-3112 (1982). 
D. Das et al, A review of nucleation, growth and low temperature synthesis of 
diamond thin films, International Materials Reviews 52, 29-64 (2007). 
W. Zhu et al, Low-field electron emission from undoped nanostructured diamond, 
Science 282, 1471-1473 (1998). 
S. Koizumi et al, Ultraviolet emission from a diamond p-n junction, Science 292, 
1899-1901 (2001). 
S. T. Lee et al, CVD diamond films: nucleation and growth,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R 25, 123-154 (1999). 
X. Jiang et al, Effects of ion bombardment on the nucleation and growth of diamond 
films, Physical Review B 58, 7064-7075 (1998). 
W.J. Zhang, X. Jiang, S. Matsumoto, Appl. Phys. Lett. 79 (2001) 4530. 
W.J. Zhang, S. Matsumoto, Q. Li, I. Bello, S.T. Lee, Adv. Funct. Mater. 12 (2002) 
250. 
W.J. Zhang, S. Matsumoto, Phys. Rev. B63 (2001) 073201. 
S. Matsumoto, N. Nishida, K. Akashi, K. Sugai, J. Mater. Sci. 31 (1996) 713. 
W. J. Zhang, S. Matsumoto, Chem. Phys. Lett. 330 (2000) 243. 
C. B. Samantaray et al, Review of synthesis and properties of cubic boron nitride 
(c-BN) thin films, International Materials Reviews 50, 313-344 (2005) 
W. J. Zhang, C. Y. Chan, X. M. Meng, M. K. Fung, I. Bello, Y. Lifshitz, S. T. Lee, 
and X. Jiang, The Mechanism of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of Cubic Boron Nitride 
Films from Fluorine-Containing Species,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44, 4749 –4753 (2005) 
K. Watanabe et al, Direct-bandgap properties and evidence for ultraviolet lasing of 
hexagonal boron nitride single crystal, Nature Materials 3, 404-409 (2004). 
Yoichi Kubota et al, Deep Ultraviolet Light–Emitting Hexagonal Boron Nitride 
Synthesized at Atmospheric Pressure, Science 317, 932-934 (2007). 
L. J. Ci et al, Atomic layers of hybridized boron nitride and graphene domains, 
Nature Materials 9, 430–435 (2010). 
L. Song et al, Large Scale Growth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tomic Hexagonal Boron 
Nitride Layers, Nano Letters 10, 3209–3215 (2010). 
Y. M. Shi et al, Synthesis of Few-Layer Hexagonal Boron Nitride Thin Film by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Nano Letters 10, 4134–4139 (2010). 
M. Kugler et al, A 3He refrigerated 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e in high magnetic 
fields and ultrahigh vacuum, Review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 71, 1475-1478 (2000). 
B.W Hoogenboom, Low-energy structures in vortex core tunneling spectra in 
Bi2Sr2CaCu2O8+δ, Physica C 332, 440–444 (2000). 
J. L. Li et al, Spontaneous Assembly of Perfectly Ordered Identical-Size Nanocluster 
Arrays, Phys. Rev. Lett. 88, 066101 (2002). 
J. Chen et al, Placement of conjugated oligomers in an alkanethiol matrix by scanned 
probe microscope lithography, Appled Physics Letters 75, 624-626 (1999). 
Reina et al., Large Area, Few-Layer Graphene Films on Arbitrary Substrates by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Nano Lett. 9 (1), 30-35 (2009). 
S. J. Chae et al, Synthesis of Large-Area Graphene Layers on Poly-Nickel Substrate 
by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Wrinkle Formation, Advnced Materials 21, 
2328–2333 (2009). 
M. Chhowalla et al, Growth process conditions of vertically aligned carbon 
nanotubes using plasma enhanced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90 (10), 5308-5316 (2001). 
C. Bower et al, Nucleation and growth of carbon nanotubes by microwave plasma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77 (17), 2767-2769 (2000). 
P. X. Gao et al, Crystallographic Orientation-Aligned ZnO Nanorods Grown by a Tin 
Catalyst, Nano Letters 3 (9), 1315-1320 (2003). 
Ü. Özgür et al,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ZnO materials and devices,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98, 041301 (2005). 
X. Liu et al, Growth mechanism and properties of ZnO nanorods synthesized by 
plasma-enhanced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hyssics 95 (6), 
3141-3147 (2004). 
S. PalDey, Single layer and multilayer wear resistant coatings of  (Ti,Al)N: a review,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342, 58-79 (2003). 
B. Navinsek et al,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of CrN (PVD) coatings, deposited at high 
and low temperatures, Surface and Coatings Technology 97, 182–191(1997). 
S. Silva et al, WC-Co cutting tool inserts with diamond coatings, Diamond and 
Related Materials 8, 1913–1918 (1999) . 
S. Kurita et al, Raman spectra of carbon nanowalls grown by plasma-enhanced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97, 104320 (2005) 
Sadezky et al, Raman microspectroscopy of soot and related carbonaceous materials: 
Spectral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information, Carbon 43, 1731–1742 (2005). 
M. Terrones et al, Carbon Nitride Nanocomposites: Formation of Aligned CxNy 
Nanofibers, Advanced Materials  11(8), 655-658 (1999). 
Z. R. Ismagilov et al, Structure and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of nitrogen-doped carbon 
nanofibers, Carbon 47, 1922-1929 (2009). 
课程网页 
 

 



30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深圳研究生院新材

料学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 学分 2 
课程名称 催化材料 周学时 2 
英文名称 Catalytic materials 总学时 32 
授课教师 轮换 开课学期 春季 
先修课程 无 
教学方式 双语教学 

Bilingual teaching 
考核方式 平时作业与考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 

本课程分六部分： 

第一部分，前言介绍。主要讲述本课程的意义、催化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基

本原理。 

第二部分，催化材料的表面结构与其催化性能间的关系。主要讲述催化剂

的电子结构、晶体结构、缺陷结构、表面酸碱位、骨架结构和尺寸效应等方面

的基本知识、原理及其与催化性能之间的关系。 

第三部分，催化材料的制备方法和常用表征手段。主要讲述催化剂的常用

制备方法，包括浸渍法、溶胶-凝胶法、沉淀法、自组装法、锚定法、模板法、

熔融法、旋涂法、电子束蒸发法和静电纺丝法等，并讲述催化剂的常用表征手

段，包括 XRD、TEM/EELS、SEM/EDX、Raman、FTIR、TG/DTA、比表面分

析、TPR/TPD/TPO/TPSR、GC-MS 和催化剂的活性评价方法等。 

第四部分，均相催化和多相催化等领域中的经典实例分析。主要讲述

Wilkinson 催化剂、负载水相催化剂（SAPC）、合成氨催化剂、分子筛催化剂、

蛋壳/蛋黄/蛋白型催化剂、Ziegler-Natta 催化剂、石油炼制催化剂、环保催化剂、

电催化氧还原催化剂、甲醇氧化电催化剂等。 

第五部分，本课程最新学术研究前沿动态。主要讲述碳纳米管限域催化效

应、纳米催化、无金属催化氧化-还原反应、纳米单晶 Co3O4 低温高效催化氧化

CO 等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第六部分，实验教学。本课程安排 4 次实验课：实验一、采用沉淀法制备

Al2O3 纳米粉体。实验二、采用浸渍法制备 10%Ni/Al2O3 催化剂。实验三、气相



色谱（GC）的基本原理与使用。实验四、10%Ni/Al2O3 催化 CH4-CO2 重整制合

成气（CH4 + CO2 → CO + H2）。 

教学安排 
This course mainly includes five parts: 
Part I. Introduction. This part will clarify the meaning of this course, the basic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in catalysis.  
Part II. Int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rface structures of catalytic 

materials and their catalytic properties. This part will mainly introduce the basic 
knowledge and principles in electron structure, crystal structure, defect structure, 
surface acid or base sites, skeleton structure, size effect, and etc.. 

Part III. Introduction of some commonly-used preparation methods and 
characterization methods for a catalyst. The preparation methods include 
impregnation method, precipitation method, sol-gel method, self-assemble method, 
anchor method, template method, melting method, spin-coating method, electron 
beam 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EBPVD), electrospinning, and etc.. And the 
characterization methods include X-ray diffraction (XR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and electron energy-loss spectroscopy (EELS),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and energy-dispersive X-ray spectroscopy (EDX), Raman 
spectroscopy,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 
thermo-gravimetric/differential thermal analysis (TG/DTA), BET method, 
TPR/TPD/TPO/TPSR, gas Chromatography (GC) and mass spectrometry (MS), 
catalytic activity evaluation methods, and etc.. 

Part IV. Analysis of classic examples in homogeneous and heterogeneous 
catalysis. This part will mainly introduce Wilkinson’s catalyst (RhCl(PPh3)3), 
supported aqueous phase catalysts (SAPC), catalysts for NH3 synthesis, 
shape-selective catalysis (Zeolites), uniform/ eggshell-type/yolk-type catalysts, 
Ziegler-Natta catalyst, catalysts for oil refinery, catalytic material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lectrocatalysts for oxygen reduction reaction (ORR), electrocatalysts for 
methanol oxidation reaction (MOR), photocatalysts for decontamination of water, 
photocatalysts for air purification, and etc.. 

Part V. Frontier progress in catalytic material science. This part will introduce 
some important progress in catalytic material science from four topics: 1) Topic one: 
How to understand the confinement roles of nanotubes to inside catalyst 
nanoparticles. 2) Topic two: What is nanocatalysis? And recent advances in 



Nanocatalysis. 3) Topic three: A new concept—“metal-free catalyst” for redox 
reactions. And recent advances in metal-free nitrogen-doped carbon catalysts for 
electrocatalytic ORR. 4) Topic four: From a Nature paper “Low-temperature 
oxidation of CO catalysed by Co3O4 nanorods” to understand some new ideas for 
developing highly effective catalysts. 

Part VI. Experimental teaching. Experimental lesson one: Preparation of Al2O3 
nano powder by precipitation method. Experimental lesson two: Preparation of 
10%Ni/Al2O3 catalyst by impregnation method. Experimental lesson three: Basic 
principle and operation of GC. Experimental lesson four: Catalytic performance of 
10%Ni/Al2O3 catalyst for CH4-CO2 reforming reaction.  
课程特色 
     
预期教学目的 

本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催化科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催化

材料的制备方法和常用表征手段，并通过讲解均相催化和多相催化等领域的一

些经典催化过程和典型的催化剂体系，让学生理解催化材料的微观结构与其催

化性能之间的关系，进而深入了解设计催化材料的基本思路和方法。要求学生

能够掌握本课程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并能够广泛阅读

相关书籍和参考文献，关注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前沿，希望让学生初步达到催化

材料设计的水平。本课程精心设计了 4 次实验教学，让学生掌握相关的实验技

能。学习本课程也将有助于学习其他功能性材料。 
 
The goals of this course are 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basic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in catalysis and some commonly-used methods to prepare 
and characterize catalytic materials. This course will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rface microstructure and the catalytic property of catalytic materials by 
analyzing some classic examples in homogeneous and heterogeneous catalysis, thus 
helping student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basic ideas and methods to design catalytic 
materials. And th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mater the bas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in catalytic materials, and can make the wide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Meanwhile, th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widely read some related books 
and literates, an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frontier progress in catalytic material 
science. Moreover, it is highly desired that the students can reach the preliminary 
level to design some novel catalytic materials after studying this course. Additionally, 
we arrange four experimental lessons in order to improve some related experimental 
skills. This course is also helpful for students to further study other functional 



materials. 
 

使用教材 

1. Jens Hagen. Industrial Catalysis: A Practical Approach, 2nd edition. Publisher: 

Wiley-VCH. 2006. ISBN: 3527311440. 

2. Yan Zifeng. Introduction to Catalysis. Publisher: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2005. 

ISBN: 7502576835. 

3. Wu Yue. Catalytic Chemistry. Publisher: Science Press. 1998. ISBN: 

7030035925. 

参考书目 
[1] Bilu Liu, Wencai Ren, Libo Gao, Shisheng Li, Songfeng Pei, Chang Liu, 

Chuanbin Jiang and Hui-Ming Cheng. Metal-Catalyst-Free Growth of 
Single-Walled Carbon Nanotubes. J. Am. Chem. Soc., 131 (2009), 2082-2083. 

[2] Yejun Qiu, Jixiang Chen, Jiyan Zhang. Influence of nickel distribution on 
properties of spherical catalysts for partial oxidation of methane to synthesis gas. 
Catalysis Communications, 8 (2007), 508-512. 

[3] Akihiro Okabe, Takanori Fukushima, Katsuhiko Ariga, Makiko Niki, Takuzo 
Aida. Tetrafluoroborate Salts as Site-Selective Promoters for Sol−Gel Synthesis 
of Mesoporous Silica. J. Am. Chem. Soc., 126 (2004), 9013-9016. 

[4] George M. Whitesides, Bartosz Grzybowski. Self-Assembly at All Scales. 
Science, 295 (2002), 2418-2421. 

[5] Bensong Chen, Qiaoling Xu, Xianglong Zhao, Xiaoguang Zhu, Mingguang 
Kong, Guowen Meng. Branched Silicon Nanotubes and Metal Nanowires via 
AAO-Template-Assistant Approach. Adv. Funct. Mater., 20 (2010), 3791-3796. 

[6] Kuanping Gong, Feng Du, Zhenhai Xia, Michael Durstock, Liming Dai. 
Nitrogen-Doped Carbon Nanotube Arrays with High Electrocatalytic Activity for 
Oxygen Reduction. Science, 323 (2009), 760-764. 

[7] Yejun Qiu, Jie Yu, Jing Yin, Cuili Tan, Xiaosong Zhou, Xuedong Bai, Enge 
Wang. Synthesis of continuous boron nitridenanofibers by solution coating 
electrospun template fibers. Nanotechnology, 2009, 20, 345603 (7pp). 

[8] Yejun Qiu, Jixiang Chen, Jiyan Zhang. A simple preparation method of eggshell 
Ni/MgO-Al2O3 catalyst for partial oxidation of methane. Reaction Kinetics and 
Catalysis Letters, 94 (2008), 149-155. 

[9] Yurii V. Larichev, Boris L. Moroz, Vladimir I. Zaikovskii, Safar M. Yunusov, 



Elena S. Kalyuzhnaya, Vladimir B. Shur, Valerii I. Bukhtiyarov. XPS and TEM 
Studies on the Role of the Support and Alkali Promoter in Ru/MgO and 
Ru−Cs+/MgO Catalysts for Ammonia Synthesis. J. Phys. Chem. C, 111 (2007), 
9427-9436. 

[10] H. Hou, D. H. Reneker. Carbon Nanotubes on Carbon Nanofibers: A Novel 
Structure Based on Electrospun Polymer Nanofibers. Adv. Mater., 16 (2004), 
69-73. 

[11] Chitturi Venkateswara Rao, Carlos R. Cabrera, Yasuyuki Ishikawa. In Search of 
the Active Site in Nitrogen-Doped Carbon Nanotube Electrodes for the Oxygen 
Reduction Reaction. J. Phys. Chem. Lett., 1 (2010), 2622-2627. 

[12] Zhijian Chen, Zaihong Guan, Mingrun Li, Qihua Yang, Can Li. Enhancement of 
the Performance of a Platinum Nanocatalyst Confined within Carbon Nanotubes 
for Asymmetric Hydrogenation. Angew. Chem. Int. Ed., 50 (2011), 4913-4917. 

[13] Wei Chen, Xiulian Pan, Marc-Georg Willinger, Dang Sheng Su, Xinhe Bao. 
Facile Autoreduction of Iron Oxide/Carbon Nanotube Encapsulates. J. Am. 
Chem. Soc., 128 (2006), 3136-3137. 

[14] Xiulian Pan, Zhongli Fan, Wei Chen, Yunjie Ding, Hongyuan Luo, Xinhe Bao. 
Enhanced ethanol production inside carbon-nanotube reactors containing 
catalytic particles. Nature Materials, 6 (2007), 507-511. 

[15] Gabor A. Somorjai, Heinz Frei, Jeong Y. Park. Advancing the Frontiers in 
Nanocatalysis, Biointerfaces, and Renewable Energy Conversion by Innovations 
of Surface Techniques. J. Am. Chem. Soc., 131 (2009), 16589-16605. 

[16] Xiaowei Xie, Yong Li, Zhi-Quan Liu, Masatake Haruta, Wenjie Shen. 
Low-temperature oxidation of CO catalysed by Co3O4 nanorods. Nature, 458 
(2009), 746-749. 

课程网页 
 

 



31课程内容介绍 

开课单位 深圳研究生院新材

料学院 
课程编号  课程序号  

授课对象 本专业 学分 3 
课程名称 有机光电材料器件 周学时 3 
英文名称 Organic Optoelectronic Materials and Devices 总学时 48 
授课教师 孟鸿（教授） 开课学期 春季 
先修课程  
教学方式 授课与讨论 考核方式 笔试 

课程简介 
教学内容（中、英文） 
 
有机光电材料和器件研究已经形成新型有机光电子学学科。随着科学家的不断

探索和发现以及工业界在产业化上的持续努力，有机光电材料和器件已经开始

在半导体信息产业，生物和能源领域产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应用。 
《有机光电材料器件》这门课主要是讲解有机光电材料器件分类，研究历程和

现状及商业化应用，并结合最新研究成果进行较系统的介绍。本课程重点将介

绍有机电致发光二极管材料器件（OLED)，有机场效应晶体管（OTFT)，有机太

阳能电池（OPV），有机电致变色材料器件（OEC)等。同时对有机光电商业化产

品及产业化前景展开讨论。引导学生对新型基础科学感兴趣同时，了解并关注

新材料新学科对国防工业，电子工业和化学工业的现实应用和目前有机光电材

料器件技术存在问题和需要挑战研究方向。 

 

Organic optoelectronics is a revolutionary technology that has developed into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ield involving chemistry, physics, electronic engineering 
and materials science. It has attract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in academics and 
industries due to their great applications in flat-panel and flexible displays, solid state 
lightings, inexpensive RFIDs and sensors, new generation energies and so on.  
The goal of the course is to provide a broad description of Organic Optoelectronics. 
The main topic will emphasi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s (OLEDs), organic thin film transistors (OTFTs), organic photovoltaics 
(OPVs), organic electrochromic devices (OECs) and so on. The discussion will 
include the aspects of the materials synthesis and purification,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optoelectroactive materials, and the basic device 
fabrication processes and the working principles of the devices.  
Besides the great vision aspects of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of the organic 
electronics, the course will also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to the students that there are 
also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roblems remaining to be solved in organic 
optoelectronics, which hindere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new technologies. 
教学安排 

1.有机光电材料器件和有机电子学介绍 
2.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 
3.有机薄膜晶体三极管（OTFT) 



4.有机太阳能电池（OPV) 
4.1 有机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ODSC) 
4.2 有机导电高分子太阳能电池（OPV） 
4.3 有机-无机杂化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Perovskite OPV） 
5.有机电致变色（OEC) 
6.有机光电商业化应用 
7.目前存在问题 
8.课题讨论 
 

课程特色 
本课程以教师讲授为主，图文并茂介绍有机光电材料器件，同时结合最新

材料和器件研究进展与学生一起讨论教学并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参与研讨，鼓励

学生在课堂就特定的专题开展讨论和讲座。 
 

预期的教学目的 
这是一门多学科交叉课程。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一个学科结合材料化学，物化性能，

光电器件和电子工程应用发展，开拓学生视野。了解并熟悉有机光电材料发展过程，研究

现状及存在问题和商业化应用。培养学生对新学科研究兴趣。并结合具体事例让学生能够

了解有机光电材料合成方法，纯化设备和器件工作原理及器件制备工艺。同时指导学生掌

握最新科研研究动向，明晰在新材料新器件结构的研发及创新思路。 
 

使用教材 
暂时没有指定教材 

参考书目 
(1) 吴世康，汪鹏飞 《有机电子学概论》,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 
(2) 黄维 密保秀 高志强《有机电子学》, 科学出版社, 2011. 
(3) 胡文平 《有机场效应晶体管》科学出版社, 2011。 
(4) 王筱梅，叶常青 《有机光电材料与器件》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 
(5) Hu Wenping etc 《Organic Optoelectronics> Wiley-VCH Verlag GmbH， 

2013. 
(6) Organic Optoelectronics MIT Course 

http://ocw.mit.edu/courses/electrical-engineering-and-computer-science/6-97
3-organic-optoelectronics-spring-2003/ 

(7) Zhigang Li, Hong Meng <Organic Light Emitting Materials and Devices> 
CRC Press 2006, 2010 

 
课程网页 

 



四、前沿讲座课（含讨论班）的基本要求 
 

1. 讲座课或讨论班的基本范围或基本形式： 

听取国内外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做出杰出成绩的专家做前沿系列报告；参加所

在课题组组织的学术讨论会；学生本人做专题综述（讨论班）。报告内容包括国

内外研究动态介绍、文献讲座、新技术与新成果介绍等。可以有讲授、讨论和对

话等多种形式。力求生动、活泼、多样。 

 

2. 次数、考核方式及基本要求： 

学生参加前沿讲座的次数不得少于 15 次，其中主讲不得少于 2 次。主讲者

要写出讲稿，讲稿内容要充实，要有个人见解，能够反映所研究领域进展的新态

势。 

 

五、科研能力与水平的基本要求 

先进材料与力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在入学一年到一年半时间内，应按照培养方

案修完除讨论班与前沿讲座课程以外的其它所有必修课、选修或补修课，并完成

学位论文选题报告，后用一年半到两年时间从事与其专业研究方向相关的科学研

究与学位论文工作。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学位论文选题报告；科学研

究工作的开展；学术论文的写作；学位论文写作与申请答辩。 

硕士研究生以第一作者发表 1篇以上（含 1篇）SCI论文，论文第一单位应

为北京大学。 

第一作者应为硕士生本人、或其导师为第一作者且硕士生本人为第二作者，

文章应无其他（共同）第一作者。 

 

 

六、对新生能力、水平的基本要求及入学考试科目设置 



对新生能力、水平的基本要求： 

1、遵守纪律，品行端正；有良好的团队精神 

2、学习目的明确，学风严谨； 

3、对本学科有浓厚兴趣，有较好的专门训练，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并能较

熟练地阅读本学科外文资料； 

4、身体健康。 

入学考试科目设置与录取方式： 

1、招生对象 

硕士研究生招收理科、工科类大学本科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以及具备

较好相关知识背景的其它学科的大学本科毕业生。 

 

2、入学考试 

    参加全国研究生招生统一考试。考试科目为政治理论（理）、外语、专

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考试科目，可根据报考者的学历背景及

其报考导师的专业领域等情况进行选择）。 

 

 

七、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应表明作者掌握本学科相关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业技术工作的能力，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

解、新的成果。 

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要用规范的语言。严格按《北京大学

研究手册》中“北京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及论文摘要的基本要求与书写格式”的

规定撰写，并打印。 

学位论文包括：题目、摘要、关键词、目录、引言、正文、参考文献等。表

明作者在本门学科已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下理论、研究方法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

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学位论文应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

独立完成。 

 



 

其它说明： 

 

本学科（二级学科）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院（系、所、中心）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位评定分委会验收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审核意见： 

 

 

                               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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