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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栉沐风

雨三十余年，秉持服务国家和社会
的初心与使命，围绕国家重大战略
和建设上海全球创新中心的重大

任务，将培养具有扎实专业知识、
深厚综合素养的创新人才作为育
人目标，构建课程和知识体系，探

索人材培养的新机制；以学科前沿
和服务社会为导向开展科学研究，

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并重，

坚持物理与化学相结合、材料与器
件相结合，布局创新科研方向，提

升科研成果转化能力，为建设具有

复旦特色的一流材料学科而凝心
聚力。

改革浪潮

孕育出复旦特色材料学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
开放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国门，我

国高等教育和国民经济也迎来崭

新的发展机遇，复旦大学利用自
身基础学科的优势，1982 年 12
月组织物理系、化学系部分从事
材料科学教学和研究的师资力
量，组建了主攻电子材料、高分子

及稀土发光材料三个研究方向的
材料科学研究所。1986 年 3月，正
式成立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经
教育部批准相继设立“材料科学”

（后更名为材料物理）、“材料化学”

两个本科专业，复旦大学亦成为

国内综合性大学中最早设立工科
性质院系的单位之一。

成立伊始，借助复旦大学基础
研究和多学科交叉的优势，材料科
学系敏锐地抓住我国信息产业特
别是电子工业、高分子工业技术发

展的时代需求，主动出击，承担多
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任务，并争取
到国家部委和上海市的支持，成立
了面向电子材料与微电子器件的
国家微分析中心，为上海与长三角

地区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支撑，也为国家培养和
输送了大批行业急需的优秀人才。

1990 年，我国真空科学与技
术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复
旦大学前校长华中一教授带领历

史悠久的物理电子学团队加盟材
料科学系。团队聚焦超高真空物
理、薄膜物理、表面电子谱和电子

光学等研究领域，率先研制出低噪

声行波管、微波电子管等多种国家
急需的高真空器材、真空测量与分
析设备以及真空材料，填补了国内

空白，团队研制的用于功率放大的
微波电子管———波长 3 厘米功率
行波管，至今仍广泛应用在远程雷

达、卫星通信等领域，为国防以及
电子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奠定了

复旦大学在真空科技领域的国内

领先地位。以真空电子材料和非硅
基电子材料研究为主的物理电子
学专业与材料物理、材料化学专业

聚汇融合，进一步壮大和加快了材
料科学系的发展。

经过不懈努力，材料科学系逐

步建成了从本科到博士后的材料
科学人才培养体系。本科教育设有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电子科学与
技术三个专业，研究生教育设有

“材料物理与化学”二级学科硕士

博士点以及“材料学”和“物理电子
学”二级学科硕士点、“材料工程”
硕士点。同时，建有材料科学与工

程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参与电
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点和
博士后流动站建设。材料科学系在

微电子材料与元器件微分析技术、

100 兆位存贮器芯片、高分子凝聚
态的若干基本物理问题研究等领

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先后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
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上

海市优秀发明特等奖、上海市科技
进步一等奖及其他省部级重要奖
项60 余项。

引育并举

开创材料学科发展新局面

进入 21 世纪，新材料、信息

技术和生物技术成为三大关键技

术领域。作为孕育新技术、新产品、

新装备的“摇篮”，新材料产业是最
具发展潜力并对未来发展有着巨
大影响的高技术产业。针对材料学
科的工科属性，兼顾好基础研究与
应用研究的均衡发展，材料科学系

决定以功能新材料为研究重点，聚

焦功能聚合物材料及应用、先进光

电与储能材料、材料失效与器件可
靠性、光纤材料与器件技术等四个
学科方向，并贯彻执行“分类管理、

分类评价、分类激励”的改革策略，

以赋能材料学科向前发展的动力
与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能力。与

之同时，通过引育并举的措施，吸

纳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人才加盟，

建成了一支充满活力的高水平师
资队伍。目前，专任教师中 34%为

国家与省部级人才。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创新研究群体 1 个，教育部
长江学者创新团队1个。

科研方向的凝炼、青年学者的
加盟与管理机制的改革，进一步催
生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在先进功能

涂层材料方面，长江学者武利民教
授团队研发耐高温、防腐、防污、隔

热、光电、变色、自洁等功能涂料应

用于重型机械、生态环保、国防军
工等领域，有机 - 无机胶体微球

在包覆、隔热涂层、自修复涂层、轻

质填料、药物释放等领域的应用，

荣获2009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及多个省部级一等奖，并入选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在功
能聚合物材料方面，长江学者、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俞燕蕾教
授团队在可控合成新型光响应高
分子、多尺度结构调控理论及光控

柔性执行器构筑新原理等方面取
得了原创性成果，“光响应高分子
材料”项目荣获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自然科学一等奖。在储能材料方
面，两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孙大林和余学斌教授带领团队，针

对制约氢能规模应用的氢输运技
术瓶颈，致力于高性能储氢材料与
储氢技术研究。在光电材料和器件
方面，梅永丰、方晓生、梁子琪教授
带领团队，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

作，致力于新型光电有机和无机功
能材料研究。在微电子封装材料方
面，肖斐教授带领团队先后参与承

担国家 02 重大专项的研究任务，

与华为、江阴长电、华进半导体等
著名公司密切合作，开展微电子封

装可靠性及新材料方面的应用研
究。在不锈钢腐蚀和工程材料失效
分析方面，李劲、杨振国教授带领

的团队始终坚持学术研究为国家
服务的导向，与航天发射场、中国
工程物理研究院、中船重工、宝武

集团、中国石化、国家电投、秦山核
电站、上海电气、中车集团等企业

紧密合作，致力于建设国家急需的
不锈钢腐蚀工业评价方法库和数
据库以及重大工程材料失效评价

技术。在光纤技术研究方面，贾波

教授带领团队 16 年来坚持自主
创新，研以致用，开发了通信线路
安全监控、光纤语音侦听系统等一
系列成熟产品，成功应用于北京奥
运会、上海世博会、上海迪斯尼乐

园、新疆西藏边境线、深圳交易所
等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重大工程，科

研成果转化显著。

科研实力的增强促进了科研
平台的建设，科研平台的建设也为

学科发展提供了条件保障。材料科
学系新增专用材料与技术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先进涂料研究
中心、上海市高校电子与光电子材
料及器件分析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TFT-LCD 关键材料及技术国家工

程实验室（参与）、复旦大学光纤研
究中心等科研平台，拥有材料科学
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材料物理
与化学博士点、材料学博士点。

自 2012 年以来，材料科学系
共承担国家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教
育部、上海市及企事业单位等各类
科研项目460 余项，获各类科研经
费累计近3亿元，发表科研论文近
1600 篇，获授权国家专利 193 件。

材料科学系为我校材料学科稳居
US News 排名前三位、ESI 国际排
名前 1‰，以及“材料科学与工程”

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作出
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上海市聚焦集
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
领域的科技创新发展。对标这些重
大需求，材料科学系主动布局，选

择面向下一代电子技术的分子材
料与器件、人工肌肉材料与生物医

学工程应用等新方向，开展材料学
科的前沿研究，为学科发展注入新
动能。

立德树人

培育材料学科强国之栋梁

材料科学系坚持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任务，以培养具有爱国情
怀、科学基础、工程能力、创新意识

的新工科人才为目标，在复旦大学
世界一流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的指引下，不断凝练明确办学方
向，探索工科人才培养的新机制与
新举措。

一是构建具有工科特色的课
程和实践体系。秉承教、学、研相长
的理念，始终将教学作为首要任
务，一代代材料教师在三尺讲台辛
勤耕耘，收获了全国优秀教师、全

国和上海市优秀教材、上海市精品

课程等诸多荣誉。近年来，材料科
学系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国家发展
战略和社会经济需求，特别是上海
及长三角地区对高端制造业、新型

服务业的需求，加大课程体系的改
革，聘请产业导师，努力提高人才

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谋划实

施“大国重器”系列课程，重点挖掘
重大工程、重要技术中所蕴含的育

人元素，邀请钢铁、核电、集成电路

等领域教授或行业专家来校授课，

让学生感受国家发展的脉搏。推动

本科生“2+X”培养体系建设，突出

创新创业导向，注重鼓励和指导学
生参与专业技能、课外科创、创新

创业等各类竞赛，学生团队在“挑

战杯”、“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全
国失效分析大赛、上海市新材料创
新创意大赛等赛事中获得多项荣

誉。设计完善工程硕士和工程博士
的培养方案，推动工程硕士到企业
完成课题，开设校外导师为授课主
体的“工业产品检测技术”系列课
程，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上海海
关等单位共建教学实习基地，让学

生加深产业认知，反哺专业学习。

二是构建以实验室为单元的
育人新模式。以材料科学系腐蚀实
验室、材料失效实验室、光纤研究
中心为代表的实验室 / 课题组，将
科研、学工、体育、实践深度融合，

积极开展实验室文化建设，充分发
挥研究生导师潜移默化的育人影
响，实现价值观的引导，为国家重
点单位输送了一大批“又红又专，

全面发展”的优秀毕业生，学生中

涌现了一批优秀“双肩挑”辅导员。

三是构建思想教育和就业引
导体系。结合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

战略，开展“中国制造 2025，材料
学子勇担当”“又红又专新工科人”

等系列主题学习，坚定学生理想信

念，激发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组织学生分赴国家重点单位和相
关行业广泛开展“专业特色，国家
使命”主题社会实践，开展产业调
研，了解国情民情，实现了专业知
识、人才培养、思想教育和就业引

导的深度融合。据统计，30%以上毕
业生活跃在新材料、大规模集成电
路、钢铁、核电等重点领域。

材料科学系学生先后荣获全
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篇、上海

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4篇。3篇研
究生论文入选中国最具国际学术
影响的论文，1 项成果入选中国高
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学生集体先
后获评“全国先进班集体”和“全国
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

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建设新工
科的新时代，材料科学系将通过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
聚焦材料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
坚克难，砥砺前行。针对新形势下

如何精心培养材料专业卓越人才、

促进材料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交

叉融合创新下的公共平台新架构、

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与学术志趣
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寻求解决思

路，落实具体举措，提升育人质量，

推动材料科学系高质量高水平的
发展，助力复旦大学建设世界顶尖
大学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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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为党为国育人初心 担材料学科强国使命
材料科学系

壮丽七十年·奋进“双一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