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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研究方向

1. 高分子材料合成与增韧改性

主要研究乳液聚合、悬浮聚合、本体聚合技术，拥有“高分子材料合成技术

及应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建设了“连续本体聚合-挤出脱挥中试生产

线”、“流化床喷雾造粒”、“塑料通信光纤实验线”等中试装置。开发出“高

品质 ABS树脂合成新工艺”、“耐黄变 ABS树脂”、“核壳结构塑料增韧剂”、

“大粒径聚丁二烯胶乳附聚技术”等多项技术，在吉林石化和天津大沽等化工企

业产业化。

2. 金属材料强韧化

立足于吉林省汽车和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产业，开展金属材料设计、制备及成

型加工基础和应用研究，加强集成与学科交叉，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方向。

先进钢铁材料方向，着重开展纳米贝氏体钢合金设计及相变机理、耐热钢组织演

变与高温性能、取向硅钢短流程制备及再结晶调控理论、高氮合金产业化关键技

术等研究。先进有色金属材料方向以摩擦材料和轻合金制备及加工为主攻方向，

涵盖了铜合金、镁合金、铝合金和钛合金等领域。

3. 表面处理与构件成型关键技术

依托教育部先进结构材料重点实验室，开展材料先进连接技术、焊接自动跟

踪控制技术、堆焊及等离子喷涂改性技术的研究与工程应用。率先将搅拌摩擦焊

技术应用在长客股份、唐山机车等轨道客车铝合金车体制造上，行业示范引领作

用显著。研究的激光跟踪技术在国内多家焊管企业应用，具有极强的技术和市场

竞争力。堆焊和热喷涂的工程应用研究也在相关企业得到广泛应用。

4. 碳纤维及复合材料

瞄准国家碳纤维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需求，聚焦高品质碳纤维原丝与低成本、



大丝束碳纤维制造技术等研究，解决我国碳纤维“卡脖子”难题。多项技术创新

成果转化建成国内最大的年产2万吨碳纤维原丝及6000吨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

创造经济效益 30余亿元。成果经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鉴定：总体技术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5. 先进功能材料

主要研究燃料电池关键材料与技术、软磁材料制备工艺、锂离子电池关键技

术、水处理材料与技术、气体分离膜材料制备。面向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的“卡

脖子”技术难题，依托化学工程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及新能源科学与技术交

叉学科，强化工程应用背景，通过结构设计、高效制备解决能源化工相关领域中

的工程技术问题。

（二）培养方向

长春工业大学是吉林省属重点大学，培养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领域高端工

程技术人才将直接服务于吉林省的汽车和轨道客车、石油化工、农产品深加工三

大支柱产业。一汽集团公司和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大量使用金属材料、高

分子材料和复合材料，在汽车和轨道客车制造过程中，大量使用铸造、锻压、冲

压、焊接、喷涂等材料加工成型技术；吉林石化公司主要生产合成树脂、合成橡

胶；吉林化纤集团主要生产粘胶纤维、腈纶纤维、碳纤维和碳纤维复合材料；大

成集团和吉林燃料乙醇有限公司等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利用玉米陈化粮，生产酒

精、淀粉、淀粉糖、氨基酸和化工醇等生物化工产品。这些企业的主要产品和主

要技术都属于材料与化工领域，急需大量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

（三）师资队伍：

本学位点教师团队成员年龄结构合理、知识储备丰富、创新能力突出的高水

平教学、科研队伍。学科现有专任教师 67人，高级职称人员 27人，博导 19人，

博士化率 100 %，45岁以下中青年人员比率达到 63 %，其中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3人，吉林省突贡人才 8人，吉林省拔尖人才 5人。具体师资队伍结构如表 1-1

所示：

表 1-1 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授权点师资队伍结构

专业技
术职务

合计 35 岁
及以下

36 至
45 岁

46 至
55 岁

56 至
60 岁

61 岁
及以上

博士学
位人数

具有境外
经历人数

博导
人数

硕导
人数

正高级 27 0 5 18 3 1 27 14 14 13

副高级 19 7 6 4 2 0 18 1 5 14

其他 21 17 4 0 0 0 19 2 0 21

总计 67 24 15 22 5 1 64 17 19 48

学缘

结构

最高学位获得单位

(人数最多的 5 所)
吉林大学

中国科学

院大学
东北大学

哈尔滨工

业大学
中南大学

人数及比例 34（50.7%）8（11.9%） 6（9%） 4（6%） 3（4.5%）

外聘兼职教师 27人，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 1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

教授 1人，“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 1人，吉林省“长白山学者”讲座教授、特聘教

授各 1人，外籍教师 3人。兼职教师 52%来自一汽、中车、吉化、克莱斯勒等国

内外知名企业，和学科骨干成员一起成立了“学科建设指导委员会”，在对学科发

展和团队建设提出建议的同时直接参与到学科建设工作中，和学科专任教师一道

承担理论（实践）课程，指导研究生，联合申报教学、科研项目、优秀科研团队

和研究平台，定期开展前沿领域的学术交流、开设专题讲座，参与培养青年教师，

完全资源共享。为提高学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学科研究水平，扩大学科国内外

影响做出了积极和有益的贡献。

（四）培养条件

本学位授权点依托高分子材料合成与应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教

育部先进结构材料重点实验室等 11 个省部级科研平台，以及 2 个省级综合实验

示范教学中心进行发展，同时还建设有焊接实习基地、铸造实践基地等各类校内

实习和实践基地。作为主干学科的材料学科领域还建有专门的集产学研用于一体

的北湖科技园区，场地面积达到 10500 平米，科研实验楼建筑面积 23000 平米，



图书行政楼建筑面积 45000 平米。将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位点的发展、科学成果

技术转化和学生工程实践提供强有力支撑。

在学术博士培养方案设置中将包含工程技术前沿、实用工程技术、重大工程

难题分析、工程伦理、职业道德等课程综合设置，并在重点实践课程上聘请企业

专家或导师授课，突出工程研究素质与能力培养。

学校在研究生招生、培养、学籍、学位、导师管理以及奖学金评选、出国留

学等方面都已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尤其在论文质量监控，研究生培养中期

考核与分流，博士生申请-审核制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目前，学校已形成学校、

学院、学位点负责人团队三级管理机制。

此外，学校制度完善，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工作部运行良好，可协调解决学位

点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学校 2020 年为培育博士点建设投入专项经费 300 万，

可有力支持和保障新增学位点的建设。学校设有学科建设与质量评估办公室，研

究生院共 4位专职人员负责学位点建设、管理和评估等有关工作。博士点依托学

院也设有 3个岗位的专职人员，保障学位点建设相关工作顺利开展。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本学位授权点注重提升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强增强研究生理

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年度开展的具体工作主要有：

1．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进一步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发挥好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在给研究生配置专职辅导员外，学位点还选拔了 5位优秀的青年博士任兼

职辅导员，丰富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同时，学位点积极为研究生专职和

兼职辅导员创造学习机会，利用线上专题培训和外出交流，不断提升其思想政治

教育的能力和水平。通过打造精品的课程思政内容，把广大授课教师道德素养建



设、研究生科研道德和科研诚信建设、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建设和科研创新能力

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合起来，广义上扩大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在课程教育中体

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

2．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理想信念是彰显旗帜问题、道路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的是理想信

念的具体价值取向问题。只有坚定理想信念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投身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本学位点以立德树人为目标，坚持思想政治

教育引领，着力厚植基础、壮大优势、培育特色、补齐短板、融通共育。以重大

节日、纪念日为契机，通过研究生学风建设表彰等活动，树立榜样，加强引导，

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通过丰富的活动

和平台载体，巩固理论学习效果，深化青年学生的家国情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校园文化建设

营造整洁、宽敞、舒适的学习工作环境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

年度学位点以学院整体搬迁至北湖校区为契机，全面规划和布置研究生工作室、

学术会议室以及实验室，进一步规范实验室安全管理、物品摆放规范、室内外卫

生要求等，使研究生学习工作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

4．日常管理服务

做好研究生班级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工作，加强学院-研究生组织-研究生个人

之间的联系和协调，了解研究生思想和学习动态。做好研究生的安全教育工作、

以及就业工作，研究生就业率达到 100 %。积极组织学术交流活动，要求国内外

专家学者为本学位点研究生做报告，扩宽研究视野，提高学术水平。积极组织研

究生文体活动，如篮球赛、足球赛、排球赛、趣味运动会等，增强体魄，丰富课

余生活，提升研究生综合素质和能力。



三、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2020年，本实验室发表 SCI论文 92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23件，获得吉

林省重点实验室 2个，在高性能电子软磁粉末产业化研究、高铁动车组关键零部

件国产化、轨道客车铝合金车体搅拌摩擦焊先进制造技术应用、高品质碳纤维原

丝与低成本、大丝束碳纤维制造技术、高性能 ABS树脂制备工艺优化及其水性

抗氧体系开发等方面开展大量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获得重点立项 31项，

总科研经费 6200万元。其中，依托吉林化纤集团进行的扩散层用低成本炭纸批

量制备及应用技术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可再生能源与氢能技术专项项目支持

3450万元，为吉林化纤企业的产品提升和理论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依托吉林

省辉南华兴新材料有限公司进行的年产 3 万吨高性能电子软磁粉末产业化研究

项目获得吉林省高校产学研引导基金 1500万元的支持，为企业产品本地化转化

与提效增值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工作；依托吉林中妍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的氨

基多糖季铵盐水凝胶高端医用敷料产业化项目获得吉林省科技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 500万元的支持，为企业产品打入医疗、美容市场提供了技术支持，也为企业

增加市场竞争力提供了技术支撑。

另外，实验室人员与一汽集团合作开发的高强韧球墨铸铁汽车轮毂支架解决

了长期以来其强度不足、塑性较差的质量难题，产品已大规模应用在红旗 H 系

列和奔腾系列车型上。设计的 Mn-Si-V-B 系空冷贝氏体钢用于一汽卡车前梁、

半轴套管等构件的制造。其材质制造的卡车前梁疲劳寿命平均超过 150万次，同

时减少了贵重合金元素 Cr、Ni、Mo 等的用量，简化了构件成型工艺，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实验室成员还紧密联合中国石化吉林公司，在纳米级水性

抗氧剂制备技术开发、乳液法制备透明 ABS产品技术开发、醋酸附聚对 ABS树

脂性能的影响等方面开展工作，不断把吉林省的名牌产品 ABS树脂的品质提升

到新高度，受到了企业的好评。



一年来，以上述这些扎根吉林省的科研项目为代表，实验室成员与吉林省企

业紧密融合，围绕国家的战略需求，在新材料、石油化工、军品民品材料、轨道

交通、汽车等重点领域不断开发创新，共同在生产中探索，在探索中提升产品的

品质，不仅为振兴吉林省的经济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此外，学位点的主要研究方向与材料学科的主要实验平台的研究方向十分吻

合、密切相连，科研工作成果丰富了学科研究方向的内容，并促进了其向更深、

更广的方向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在对材料研究开发的同时，结合学

位点及材料学科前沿及未来发展趋势，逐渐将新型能源材料的基础研究及应用开

发研究纳入本学位点的研究方向之中，为本学位点的可持续发展和迎接新技术的

挑战奠定了一定基础。以本学位点为基础，2020年材料学科获批了“新能源材料

与技术”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博士点和“交通运载材料工程”自主设置二级学科硕士

点；开展了材料与化工专业博士点申报工作，目前已通过吉林省的审核。

同时，在硬件条件、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简单

整理如下：

1、2020年学位点依托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完成了由南湖校区向北湖校

区的整体搬迁工作，搬迁设备总额近 5000万元，同时新增固定资产 300万元，

新增实验室面积近 3000平方米，大大改善了人才培养的环境和条件；

2、加强自身人才培养队伍建设，本学位点师资团队共建有省级教学团队 2

个，省级创新团队 2 个，校级学术创新团队 7 个。2020年新增省级人才称号 2

人，校级优秀学者 1人，优秀青年学者 2人；

3、与企业联合培养创新人才，2020年新增“吉林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博

士）企业研究生工作站 1个；

4、做好闭环管理，做到招生-培养-就业良性循环，博士研究生就业率达到

100%，多数去往高校和科研院所发展；



5、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类学科与专业赛事，并取得较好成绩。挑战杯大赛，

获得了国家级优秀奖 1项，省级特等奖 2项，一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获省级

创新创业大赛 3项；全国热处理大赛获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

6、克服疫情影响，积极组织学术交流，师生利用线上视频，积极参加各种

学术交流活动。姜明坤、段振鑫、王宇帆等博士参加各类线上学术会议，并进行

了口头汇报，达到了科学传播的目的。

四、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目前学位点建设现存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师资队伍方面

45 岁以下中青年人员比率虽达到总人数的 63%，但其中 55%为 35 岁以下的

青年教师，其经验尚欠、成绩不足；现有部分企业导师在主持或作为主要骨干参

与国家或省部级重大、重点科技项目方面经历不足；现有学科带头人满足基本要

求，但有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和领军人才数量不足。

（二）人才培养方面

博士研究生的规模有待扩大；生源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现有课程在支撑博

士的培养目标方面稍有不足，能够为博士授课的教师数量还需进一步增加。

（三）培养环境与条件方面

科研奖励数量勉强达标；开展的学术交流活动相对较少，尤其是主办的和承

办数量极低；博士研究生的参与度不足，还需从学校层面进一步完善相关运行和

奖助机制。

五、改进措施

针对上述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2021 年度建设改进计划，主要包



括以下措施：

（一）加强领军人物、“双师型”人才的引进力度

创造条件，筑巢引凤，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来校工作。深化人事分配体制改革，

出台人才激励政策，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选好苗子，重点培养，建

设一支结构合理、能力强、水平高，能够谋事干事的学科队伍。

（二）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博士研究生指导

小组建设，制定并推行第二导师制度，改革博士研究生名额分配原则，把更多的

博士生课题融入到重点重大项目中，加强培养过程的规范性，按照新的学位标准，

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取得更多研究成果。

（三）统筹现有学科基地，整合优化，形成更加有特色和优势的若干研究方

向，夯实工作基础，掌握国家相关政策，积极申报国家级科研基地；大力鼓励和

支持博士研究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积极开展国际实质性科研合作，邀请国外专

家来校指导科学研究，举办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学术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