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 

第一部分  一级学科简介 

一、 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历史、现状及学科特色 

1.学科历史 

材料科学与工程作为独立的学科是 1974 年出现的，以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MIT）成立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为标志。中国科学院早在 1950 年代，

就成立了针对金属和无机非金属两大材料领域的专业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大学的培养单元），奠定了我国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坚实基础。经过半个

多世纪的发展，中国科学院大学相关培养单元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均已

有了长足发展，一些方向已领跑国际研究，多个领域成为国际研究的重要

组成，整体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伴随我国的军事

和经济的发展，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研究成果被多项国

家工程所采用，出色地完成了所担负的社会使命， 获得了优异的社会声誉。 

2.学科现状 

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已发展成为涵盖材料物理与

化学、材料学、材料加工工程、半导体材料与器件、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和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等六大研究领域范畴。其中，“材料物理与化学”以数

学和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从电子、原子、分子等多层次上研究

材料的物理、化学行为与规律，致力于先进材料与器件的开发研究。“材料

学”研究材料组成、结构、工艺、性质和使用性能之间的相互关系，致力

于材料的性能优化、工艺优化以及材料的开发与合理应用。“材料加工工程”

侧重于研究控制材料的内部组织结构，经济、优质、高效的加工技术以及

相应的设备与自动化控制问题。“半导体材料与器件”注重新型半导体材料

的研发，同时探索新结构与新理论，在器件应用方面注重单个器件物理机

制的研究，同时注重半导体材料在光电子器件领域的应用。“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研究高分子材料制备、结构、性能、成型、服役及其相互关系的学

科，为高分子材料的设计、制造、使用及循环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为高分

子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的开发提供理论基础。“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侧重于产品或材料生命周期评价，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性评价， 再



生资源的回收利用研究。 

目前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共有 24 个各具特色的

研究单元，具体如下： 

1. 力学研究所 

2. 物理研究所 

3. 近代物理研究所 

4. 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5. 理化技术研究所 

6. 化学研究所 

7.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8.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9.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10. 过程工程研究所 

11. 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12.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13. 半导体研究所 

14.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15.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16.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17. 金属研究所 

18. 广州能源研究所 

19.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20.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21.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22. 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23. 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24. 中国科学院大学（本部） 

3.学科特色 

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依托各相关培养单元，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

础研究为主，同时进行前沿探索性和应用研究，并结合当今国家能源、环

境、生命、信息等科学发展的主流方向和国家战略需求，在金属材料、无

机非金属材料、半导体材料、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生物材料、光电功

能材料、人工智能材料、纳米材料、新能源材料、资源循环材料等研究领

域深入开展工作，已经形成了以新材料探索、技术集成、工程化和向产业



化转移为一体的专业特色。 

二、 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是一门涉及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计算科

学、工程学和材料学的综合性交叉学科，以材料的组成与结构、合成与制

备、性质及使用性能、测试与表征等四个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与制约规

律为研究对象。 

材料科学与工程以数学、物理和化学等自然科学为理论基础，涵盖料

物理与化学、材料学、材料加工工程、半导体材料与器件、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和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等六大研究领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研究，包括从电子、原子、分子等多层次上研

究材料的物理、化学行为与规律，致力于先进材料与器件的开发研究；对

材料的性能优化、工艺优化以及材料的开发与合理应用；研究控制材料的

内部组织结构，经济、优质、高效的加工技术；对新型半导体材料的研发

并探索新结构和新理论；研究高分子材料制备、结构、性能、成型、服役

及其相互关系；对产品或材料生命周期评价，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

调性评价。 

第二部分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 培养目标 

研究生的培养要面向社会需求和科技前沿，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方针，特别要注重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具体培养要求如下： 

1. 应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

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为科学献身的精

神，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2. 应具有坚实的必要的材料科学与工程理论基础和系统宽泛的专业知识；

掌握解决本领域研究问题的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了解本领域的发展动

向，具有独立担负专门研究或技术工作和较强的自我提高的能力。 

3. 基本掌握一门外语，能够熟练地阅读专业领域的外文资料。 

4. 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全的人格，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二、 学科专业及研究方向 



1. 材料物理与化学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研究材料的微观组织结构和转变规律，以及它们与材

料的各种物理、化学性能之间的关系，并运用这些规律改进材料性能，研制新

型材料， 发展材料科学的基础理论，探索从基本理论出发进行材料设计。利

用材料新奇的物理或化学效应进行新器件的设计和研发。 

2. 材料学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各类高强、高韧、耐热、耐磨、耐腐蚀材料；各种具

有光、电、磁、声、热等特殊性能及其偶合效应的材料；纳米材料、生物材料、

信 息材料、能源材料、智能材料及生态环境材料等新材料；材料的复合化、

低维化、智能化和结构材料－功能材料一体化设计与制备技术。主要研究内容

为上述材料 的成分、组织与结构和性能之间的关系。 

3. 材料加工工程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和复合材料

等，主要研究材料的外部形状和内部组织与结构形成规律和控制技术。当代材

料加工技术和相关工程问题还包括材料的表面工程，材料的循环利用，材料加

工过程模拟及虚拟生产，加工过程及装备的自动化、智能化及集成化，材料加

工过程的在线检测与质量控制，材料加工的模具和关键设备的设计与改进等。 

4. 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半导体低维结构材料与量子器件、半导体低维材料物

理、半导体微电子材料与器件、半导体照明材料与器件应用、半导体光子器件

及集成技术等。 

5.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材料的制备与改性、结构与性能、响应与功能、加工

成型技术与装备、使用与循环、老化与降解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包括结构与

功能高分子材料、通用和特种高分子材料、天然与合成高分子材料等。 

6.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生命周期评价（LCA）：产品或材料的全生命周期评价

与生态设计；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性评价：物质流分析；生态足迹、

生态效率评价；生态工业园设计与评价；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再生资源回收

体系设计；再生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研究。 

三、 培养方式及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实行学分制管理。研究生获得学位所需学分，由课程学

习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两部分组成。 

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或导师小组负责制。导师作为第一责任人，要

坚持“立德树人”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导师组可根据



学生的论文研究方向， 采取团队培养、个别指导、师生讨论等多种形式指导研

究生。 

根据本培养方案的要求，导师或导师小组负责拟订培养计划，并在严谨治学、

学术道德、团结协作、学位论文质量等方面进行严格要求。导师或导师小组应全

面落实导师责任制，除负责指导研究生科研工作外，还应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科研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职业规划进行指导，并配合、协助研究生

教育管理部门做好研究生的各项管理工作。 

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实行弹性学制。硕士生基本学制一般为 3 年，最长修读

年限（含休学）不得超过 4 年。 

四、 课程体系与学分要求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包括学位课和非学位课，学位课是为达到培养目

标要求，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而必须学习的课程，分为公共学位课和专业学位课

两类。其中，公共学位课包括政治理论课程、学术道德与学术写作规范课程、人

文系列讲座课程和外国语课程；专业学位课包括学科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

课。非学位课是为拓宽研究生知识面、完善知识结构或加深某方面知识、提升科

学和人文素养而开设的课程，包括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从核心课、普及课、

研讨课、科学前沿讲座中选修）。 

硕士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前，须完成不少于 30 学分的课程学习，其中学位

课学分不低于 19 学分，即：公共学位课 7 学分，包括政治理论课程、学术道

德与学术写作规范课程和外国语课程；专业学位课不低于 12 学分。 

 
课程设置： 
1.学科基础课（核心课） 

材料化学 量子力学和统计物理 

材料结构分析方法 晶体学中的对称群 

材料谱学分析方法 相图和相结构 

高等量子力学 材料热力学和动力学 

数值分析 固体物理基础 

材料物理中的常用数学方法 固体力学导论 

高等固体物理 量子结构材料 

高 分 子

物理 

2.专业基础课（普及课） 
高等半导体物理 薄膜物理 

结构晶体学 半导体器件物理 

固体材料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材料的扩散与相变 先进功能高分子材料 

X 射线晶体学 胶体与界面化学 

计算材料物理 现代无机合成 

分子材料与分子器件 聚合物分析方法 

材料的表面与界面 复合材料及其力学导论 

材料气相沉积制备技术 物理冶金学 

非晶态物理 聚合物分析方法 

弹塑性力学 功能材料结构与设计 A 

材料的变形、断裂和位错 材料的疲劳和断裂 

塑性加工力学 材料加工工程中的输运现象 

聚合物加工成型原理 材料的失效与防护 

微/纳加工技术 
3.专业课（研讨课及科学前沿讲座） 

根据学生科研工作的需要，灵活设置。 

 

表 1 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公共学位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公共学位课 

7学分 学术道德与学术写作规范 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硕士学位英语(英语 A) 3 

专业学位课 核心课  专业学位课不低

于 12学分 普及课  

研讨课  

专业选修课 核心课   

普及课  

研讨课  

科学前沿讲座  

公共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不低

于 2 学分 

注：具体课程参考每学期中国科学院大学课程开设表，相关课程体系遵照学校课程设置

方案执行，详见附表 1：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生专业课程设置一览表。 

 

五、 必修环节及要求 

     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必修环节包括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学术报告和社会实

践等，必修环节的总学分不低于 5 学分。硕士生开题报告距离申请学位论文答

辩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 



1．开题报告 

研究生在广泛调查研究、阅读文献资料、掌握理解学位论文相关领域的前沿

成果和发展动态的基础上，在征求导师和其他专家的意见后提出学位论文选题。

选题应尽可能对学术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有重要意义。研究生应在规定的

时间内，就选题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主要研究内容、拟采

取的技术路线及研究方法、预期成果、论文工作时间安排等方面完成相应的调研

与初步规划。经导师同意后，方可进行开题报告。除涉密论文外，开题报告应公

开进行。硕士生开题报告距离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不得少于一年。 

2．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士生在培养期间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取得的阶段性成

果、存在的主要问题、拟解决的途径、下一步工作计划及论文预计完成时间等。

经导师审核同意后，方可进行中期考核。研究生中期考核应统一组织。除涉密论

文外，中期考核应公开进行。中期考核距离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不得少于半

年。 

3．学术报告和社会实践 

研究生完成科研课题的过程中，应该主动关心和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前沿的发

展动态，开阔视野，启发创造力，同时通过广泛涉猎各领域专业知识不断提升科

学和人文素养，参加一定数量的学术报告或社会实践。参加学术报告和社会实践

的情况均应记录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术报告及社会实践登记表》中，申

请答辩前由导师签字认可后提交研究生部备案。 

六、 科研能力与水平及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见本学科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第三部分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 培养目标 

研究生的培养要面向社会需求和科技前沿，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方针，特别要注重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具体培养要求如下： 

1.应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

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2.具有优良的学术素养，在材料科学与工程方面具有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

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学科的进展、动向和最新发展前沿；注

重材料的成分和结构、制备和加工、性能与服役性能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基本规律

的研究；掌握相关的先进工艺、装备、测试评价技术；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



能力，并在本学科领域取得理论或实践上的创造性研究成果。  

3.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熟练地阅读专业领域的外文资料，具有进

行学术写作和学术交流的能力。  

4.在高教领域、科研领域、相关社会行业中，能够胜任教学、科研、工程技

术实施或科技管理等工作。  

5.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全的人格，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 

二、学科专业及研究方向 

1. 材料物理与化学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研究材料的微观组织结构和转变规律，以及它们与材

料的各种物理、化学性能之间的关系，并运用这些规律改进材料性能，研制新

型材料，发展材料科学的基础理论，探索从基本理论出发进行材料设计。利用

材料新奇的物理或化学效应进行新器件的设计和研发。  

2. 材料学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各类高强、高韧、耐热、耐磨、耐腐蚀材料；各种具

有光、电、磁、声、热等特殊性能及其偶合效应的材料；纳米材料、生物材料、

信息材料、能源材料、智能材料及生态环境材料等新材料；材料的复合化、低

维化、智能化和结构材料－功能材料一体化设计与制备技术。主要研究内容为

上述材料的成分、组织与结构和性能之间的关系。  

3. 材料加工工程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和复合材料

等，主要研究材料的外部形状和内部组织与结构形成规律和控制技术。当代材

料加工技术和相关工程问题还包括材料的表面工程，材料的循环利用，材料加

工过程模拟及虚拟生产，加工过程及装备的自动化、智能化及集成化，材料加

工过程的在线检测与质量控制，材料加工的模具和关键设备的设计与改进等。  

4.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半导体低维结构材料与量子器件、半导体低维材料物

理、半导体微电子材料与器件、半导体照明材料与器件应用、半导体光子器件

及集成技术等。 

5.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材料的制备与改性、结构与性能、响应与功能、加工

成型技术与装备、使用与循环、老化与降解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包括结构与

功能高分子材料、通用和特种高分子材料、天然与合成高分子材料等。  

6.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生命周期评价（LCA）：产品或材料的全生命周期评价



与生态设计；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性评价：物质流分析；生态足迹、

生态效率评价；生态工业园设计与评价；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再生资源回收

体系设计；再生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研究。 

三、培养方式及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按照招考方式，分为公开招考、硕博连读和直接攻博等三种招收

方式。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实行学分制管理。研究生获得学位所需学分，由课程

学习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两部分组成。  

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倡导实行导师负责和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办法。导师作为

第一责任人，要坚持“立德树人”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

对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博士生，应成立有相关学科导师参加的指导小组，且博士

学位论文开题和中期考核小组、以及答辩委员会组成，应聘请相关学科的联合指

导教师，同时要求成员相对稳定。根据本培养方案的要求，导师或导师小组负责

拟订培养计划，并在严谨治学、学术道德、团结协作、学位论文质量等方面进行

严格要求。导师或导师小组应全面落实导师责任制，除负责指导研究生科研工作

外，还应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科研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职业规划

进行指导，并配合、协助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做好研究生的各项管理工作。 

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实行弹性学制。具体学习年限在达到培养目标所要求的前

提下，由各学科参照国家和国科大有关文件自主确定。博士生基本学制一般为 3 

年，最长修读年限（含休学）不得超过 6 年；通过硕博连读方式招收的博士生，

包括硕士阶段在内最长修读年限（含休学）不得超过 8 年；通过直接攻博方式

招收的博士生，基本学制一般为 5 年，最长修读年限（含休学）不得超过 8 年。 

四、 课程体系与学分要求 

    本学科硕博连读研究生、直接攻博研究生课程体系包括学位课和非学位课，

学位课是为达到培养目标要求，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而必须学习的课程，分为公

共学位课和专业学位课两类。其中，公共学位课包括政治理论课程、学术道德与

学术写作规范课程和外国语课程；专业学位课包括学科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

业课等。非学位课是为拓宽研究生知识面、完善知识结构或加深某方面知识、提

升科学和人文素养而开设的课程，包括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从核心课、普

及课、研讨课、科学前沿讲座等课程中选修）。  

硕博连读研究生、直接攻博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课程学习总学分不低

于 38 学分， 其中学位课学分不低于 27 学分，即：公共学位课 11 学分，包

括政治理论课程、学术道德与学术写作规范课程和外国语类课程；专业学位课不

低于 16 学分。 

 



课程设置：  

1.学科基础课（核心课）  

材料化学 量子力学和统计物理  

材料结构分析方法 晶体学中的对称群  

材料谱学分析方法 相图和相结构  

高等量子力学 材料热力学和动力学  

数值分析 固体物理基础  

材料物理中的常用数学方法 固体力学导论  

高等固体物理 量子结构材料  

高分子物理  

2.专业基础课（普及课） 

高等半导体物理 薄膜物理  

结构晶体学 半导体器件物理  

固体材料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材料的扩散与相变 先进功能高分子材料  

X 射线晶体学 胶体与界面化学  

计算材料物理 现代无机合成  

分子材料与分子器件 聚合物分析方法  

材料的表面与界面 复合材料及其力学导论  

材料气相沉积制备技术 物理冶金学  

非晶态物理 聚合物分析方法弹塑性力学 功能材料结构与设计 A  

材料的变形、断裂和位错 材料的疲劳和断裂  

塑性加工力学 材料加工工程中的输运现象  

聚合物加工成型原理 材料的失效与防护  

微/纳加工技术  

3.专业课（研讨课及科学前沿讲座）  

根据学生科研工作的需要，灵活设置。 

表 2 硕博连读生、直接攻博生课程体系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公共学位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公共学位课 

11学分 学术道德与学术写作规范 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硕士学位英语（英语 A） 3 

博士学位英语（英语 B) 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专业学位课 核心课  专业学位课不低

于 16学分 普及课  

研讨课  

专业选修课 核心课   

普及课  

研讨课  

科学前沿讲座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公共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不低

于 2 学分 

注：具体课程参考每学期中国科学院大学课程开设表，相关课程体系遵照学校课程设置

方案执行，详见附表 1：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生专业课程设置一览表。 

公开招考博士研究生在申请博士学位前，必须取得课程学习总学分不低于 9 

学分，其中包括政治理论课程、学术道德与学术写作规范课程和外国语类课程二

门公共学位课 5 学分，二至三门专业学位课（包括核心课、普及课、研讨课、

科学前沿讲座）4 学分。 

表 3 公开招考博士生课程体系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公共学位课 博士学位英语（英语 B） 2 公共学位课 

5学分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学术道德与学术写作规范 1 

专业学位课 核心课  专业学位课不少

于 2 门，不低于 4

学分 

普及课  

研讨课  

注：具体课程参考每学期中国科学院大学课程开设表，相关课程体系遵照学校课程设置方案

执行。 

五、 需阅读的主要经典著作和专业学术期刊目录 

博士研究生应阅读一定数量的经典著作，应经常广泛阅读本专业学术期刊

（国际、国内）。经典著作和学术期刊目录可由各培养单位博士生导师（组）根

据培养需要提出具体要求。 

六、 博士资格考试的基本要求 

博士研究生资格考核是博士研究生正式进入学位论文研究阶段前的一次

综合考核。博士资格考核重点考察博士研究生是否掌握了坚实和宽广的学科基

础和专门知识；是否能综合运用这些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否具备进行创新

性研究工作的能力。 

（一）硕博连读研究生博士资格考核的基本要求  

考核时间：硕博连读研究生资格考核在其进入研究生学习后第四学期至第

五学期进行。  

考核方式： 

1.思想品德考核由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进行，根据学生平时表现

做出评语。 

2.科研考核：根据研究生科研进展情况选定报告内容，汇报主要为文献综

述报告、学科专业读书报告、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报告、博士学位论文的开



题报告等。考核小组根据学生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学科综合考试成绩、科研

能力以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综合评定考核成绩。重点考察研究生的科研

能力。  

考核内容： 

1.思想品德考核：主要考核学生在校期间是否遵纪守法,品行是否端正,

学风是否严谨； 

2.课程考核：主要考核学生专业课程学习情况以及学生对学科前沿知识掌

握的程度； 

3.科研能力考核：主要考核学生进行创新性科学研究的能力。  

考核标准：考核合格者进入博士论文研究阶段。  

考核形式：考核需公开、公正、公平进行。聘请 3－5 位专家组成博士资

格考核委员会对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进行考核。  

（二）直接攻博研究生的博士资格考核的基本要求  

可参照硕博连读研究生博士资格考核的基本要求。 

七、 必修环节及要求 

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必修环节包括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学术报告和社会实践

等，必修环节的总学分不低于 5 学分。博士生开题报告距离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半。  

1．开题报告。研究生在广泛调查研究、阅读文献资料、掌握理解主攻方向

上的前沿成果和发展动态的基础上，在征求导师（组）意见后，提出学位论文的

选题。选题应尽可能对学术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有重要意义。研究生应在

规定的时间内，撰写《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和《中国科学

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登记表》，开题报告包括选题的背景意义、国内

外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主要研究内容、拟采取的技术路线及研究方法、预期成

果、论文工作时间安排等方面。经导师同意后，方可进行开题报告。除涉密论文

外，开题报告公开进行。博士研究生开题报告距离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一般

不少于一年半。  

2．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在培养期间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取得的阶段

性成果、存在主要问题、拟解决的途径、下一步工作计划及论文预计完成时间等。

研究生需撰写《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报告》和《中国科学院大学

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考核登记表》，经导师审核同意后，方可进行中期考核。除

涉密论文外，中期考核应公开进行。中期考核距离申请学位文答辩的时间一般不

得少于半年。博士研究生可在中期考核环节中进行一定比例必要的分流。  

3．学术报告和社会实践。为了促使研究生能主动关心和了解国内外本学科

前沿的发展动态，开阔视野，启发创造力。要求每个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参



加一定数量的学术报告和社会实践活动。参加学术报告和社会实践的情况均应记

录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术报告及社会实践登记表》中，申请答辩前由导

师签字认可后提交研究生部备案。 

八、科研能力与水平及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科研能力及水平的基本要求参见本学科博士学位基本要求。学位论文的撰写

要求见《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论文撰写要求》。 

 

 

 

 

 

 

 

 

 

 

 

 

 

 

 

 

 

 

 

 

 

 

 

 

 

 

 

 



 

附表 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生专业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属性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备注 

一级学科核心课 

材料热力学和动力学 60 3.00  

工程光学 60 3.00  

半导体材料 60 3.00  

材料分析方法 50 3.00  

机械设计 60 3.00  

信息光电子学 57 3.00  

激光辅助信息获取与分析技术 50 3.00  

相图和相结构 60 3.00  

红外成像技术 54 3.00  

纳米能源环境材料 50 3.00  

集成光电子学 60 4.00  

一级学科普及课 

材料科学与工程中的数学方法 50 3.00  

固体材料 40 2.00  

半导体器件物理 50 3.00  

数学物理方程（工科类） 50 3.00  

光学薄膜技术及其应用 36 2.50  

半导体光谱与测量技术 40 2.00  

光电子集成芯片的高速电路设计 44 2.00  

光纤传感技术 40 2.00  

光子集成芯片基础 32 2.00  

激光雷达探测与成像 32 2.00  

高等半导体物理 40 2.00  

半导体激光器 50 3.00  

光电子器件制造技术 45 3.00  

柔性可穿戴与微纳传感技术 40 2.00  

固体激光原理及应用 48 3.00  

一级学科研讨课 

 

材料的气相沉积制备技术 20 1.00  

传感器技术及其应用 20 1.00  

亚波长光学传感器件及应用 21 1.00  

无源光芯片理论及工艺 30 1.50  

信息光电子器件及集成 20 1.00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20 1.00  

纳米生物与仿生材料 20 1.00  

专业核心课 分子材料与器件 50 3.00  



课程属性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备注 

半导体量子电子器件物理 50 3.00  

半导体光子学 60 4.00  

现代制造技术 50 3.00  

固体物理基础（专业班） 50 3.00  

固体物理基础（基础班） 50 3.00  

纳米生物材料 51 3.00  

半导体功能材料设计 60 4.00  

硅基光电子学材料与器件 60 4.00  

半导体微纳材料与量子光电子器

件 

50 4.00  

材料化学 50 3.00  

现代无机合成 60 3.00  

材料结构分析 60 3.00  

专业普及课 

 

表面与界面 40 2.00  

半导体光电材料与器件 40 2.00  

生物可降解高分子材料 40 2.00  

半导体异质结构材料与应用 40 2.00  

低维半导体光电性质与应用 50 3.00  

太阳能电池基础与应用 50 3.00  

半导体微纳发光材料与器件 30 2.00  

光传感技术及其应用 50 3.00  

半导体材料测试与分析 50 3.00  

发光材料学 50 3.00  

新型 III 族半导体光电材料及器件 50 3.00  

高分子物理 40 2.00  

高分子化学 40 2.00  

高分子材料的结构与性能 40 2.00  

先进材料加工技术 40 2.00  

磁动力学理论及数值模型与算法 50 2.50  

新能源材料与技术 40 2.00  

硅基非线性光子功能器件 40 2.00  

半导体光学 50 3.00  

宽禁带半导体电子器件 40 2.00  

薄膜物理 40 2.00  

微纳加工技术 40 2.00  

真空物理与技术 40 2.00  

光电子与微电子集成 30 2.00  

石墨烯光电子材料与器件 32 2.00  



课程属性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备注 

半导体纳米电子学 48 3.00  

先进功能高分子材料 30 2.00  

低维材料制备、表征及应用 40 2.00  

红外光电子技术 40 2.00  

显微拉曼光谱学 50 2.50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及应用 42 2.00  

宽禁带半导体光电子材料与器件 40 2.00  

有机半导体材料 50 3.00  

纳米材料基础 40 2.00  

分子力与表面力及其在材料中的

应用 

40 2.00  

宽禁带半导体发光材料 42 2.00  

半导体物理前沿进展 30 2.00  

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生长与表征 40 2.00  

有限元方法及工程应用 48 3.00  

能源材料物理 30 2.00  

安全性与可靠性工程 40 2.00  

机械最优化设计 48 3.00  

半导体照明技术 40 2.00  

半导体自旋电子材料与器件基础 30 2.00  

文献阅读 30 1.00  

超高品质半导体光学微腔的设

计、制备及应用 

30 2.00  

专业研讨课 

半导体光电探测与器件模拟 20 1.00  

计算材料学中的机器学习 20 1.00  

新型光伏材料和器件 20 1.00  

现代无机合成选讲 20 1.00  

光互连核心器件及其集成技术 21 1.00  

高级强化课 
拉曼光谱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20 1.00  

电子显微分析 20 1.00  

公共必修课 

专业英语（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 40 2.00  

学术道德与学术写作规范-分论 10 0.50  

学术道德与学术写作规范-分论 10 0.50  

实验课 

X 射线单晶衍射与结构解析 30 1.00  

生物材料实验 40 1.00  

电磁场技术实验 30 1.00  

半导体器件的制备与表征 40 1.00  

光电材料的制备与性能检测 40 1.00  



课程属性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备注 

有机半导体材料性能测试 30 1.00  

可分解高分子材料实验 4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