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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材料科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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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材料与物质

● 材料是一切科学技术的基础，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物质基础，是人类社会文明程度里程碑的标志。

■ 物质 (matter) 是任何具有时间、质量并占据空间的
一种东西，可分为能量、时空、形象等三类物质。

■ 材料 (material) 是一切有形且有用的物质。它是采
用适当的方法，把物质加工成各种有用的构件或工具。

材料是物质，但是指有形的物质。因而，有些物质
如燃料、汽油、药品等就不能称为材料。

● 物质与材料的区别

物质 (matter)   反映基本性质 (property)；
材料 (material) 反映宏观性能 (performance)。



● 从现代科技发展来看，20世纪70年代把材料、信息
和能源列为现代社会文明的三大支柱；20世纪80年代以
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再次把新材料、信息技
术和生物技术列为重要标志；21世纪美国把与材料密切
相关的四大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
知技术列为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可见材料一直影响着
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未来生活。

● 目前，材料品种已有数千万种，每年还以新开发的20
余万种新材料在不断增长。材料虽然种类繁多，但大致
可以分为五大类：

金属、陶瓷、聚合物、复合材料和半导体材料。前
三类是基础材料，后二类是经过特殊加工的、面向现代
生活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材料。

1.2 材料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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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材料是以金属元素为主、通过冶炼方式制成的一类
晶体材料。原子间键合是金属键。

■ 特点：强度高、延展性好、导电导热，但易腐蚀、不透明。

目前， 金属材料占整个结构材料的 80％以上。

1) 黑色金属（ferrous metals）

以Fe元素为基的钢铁材料，如碳钢、不锈钢、铸钢等。

2) 有色金属（non-ferrous metals）

除Fe元素以外的一些特殊金属，主要指Al、Cu、Ni、
Mg、 Ti 、 Zn等6种金属，等等。

(1) 金属材料 (metallic material）

1. 化学键合（chemical b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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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陶瓷材料 (ceramic materials）

● 陶瓷材料是由非金属元素或金属元素与非金属元素
组成的、采用烧结或合成工艺制备的一类无机非金属材
料。普通陶瓷原子间键合是离子键，先进陶瓷是共价键。

■ 特点：硬度高、耐高温、绝缘、隔热，但脆性、难加工。

1）普通陶瓷(pottery, porcelain)

以天然硅酸盐矿物为原料，通过烧结而成的普通陶
瓷。例如，玻璃、水泥、耐火砖、陶器、瓷器等。

2）先进陶瓷(ceramic):

以高纯度无机粉末为原料，采用化学方法合成的先
进陶瓷，比如Al2O3 、SiC、 Si3N4 、TiB2、MoSi2 等。



10

● 聚合物是以C、H元素为主、主链由结构单元重复连接的
并通过聚合而成的高分子材料。原子间键合是共价键。

■ 特点：质轻、绝缘、易成型，但强度低、耐热性差。

1）塑料（plastic）
a. 热固性树脂（themosetting resin）：三维键合

环氧树脂(EP)、不饱和聚酯(UP)、酚醛(PF)等。

b. 热塑性塑料 (thermoplastic)：线性键合
通用塑料(PE, PP, PVC, PS)、工程塑料(PET, PC, etc)
和特种塑料 (PEEK，PES，etc) 。

(3) 聚合物 (polymeric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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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纤维 （fiber）
有机纤维 , 如 PP, PA,  PET,  PAN等。

3） 橡胶（rubber）
天然橡胶(NR)、丁苯橡胶(SBR)、丁腈橡胶(ABR)等；

4） 涂料（coating）

5） 粘接剂（adhesive）

(3) 聚合物 (polymeric materials）



(4) 复合材料 (composite materials）

●复合材料是由二种或二种以上不同材料组成的、通过
特殊加工制成的一类面向工程应用的组合材料。原子间
键合是混合键。

金属基复合材料

屏蔽功能复合材料

复合材料

结构复合材料

功能复合材料

陶瓷基复合材料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碳碳基复合材料

导电导磁复合材料

发光显示复合材料

阻尼吸声复合材料

■ 特点: 比强度比模量高、性能可设计， 但界面比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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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B-2A隐形轰炸机表面吸波性好的
碳纤维复合材料

http://www.iecool.com/photo/show/1594/210246.htm
http://www.iecool.com/photo/show/1594/210246.htm


●半导体材料是以Si、Ge等元素以共价键方式结合的、电
性能可控的一类单晶体材料,  还包括化合物半导体材料、
有机电子材料等多晶体材料或非晶体材料。

■ 特点：导电性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化学纯度和表

面加工精度高，性能易受成分、尺寸、加工等影响。

1）元素半导体材料(element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Si、Ge (IVA族元素)

2）化合物半导体材料(compound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GaAs 、InP(III-V族化合物)、 CdTe(II-VI族化合物)

3）非晶体有机半导体材料
聚噻吩 (P3TH)、聚苯胺(PANI)、 聚对苯乙烯(PPV)等。

(5) 半导体材料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2. 材料形态

(1) 晶态材料: 单晶材料(Si)、多晶材料(Fe-C)

(2) 非晶态材料: 普通玻璃、金属玻璃、

无规型高分子材料。

(3) 准晶态材料：液晶高分子

(酸酯类、联苯类、环基类和碳酸酯类)

压电材料、热释电材材、声光材料、电光材料、导
电材料、结构材料 …….

3. 物理效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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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途

信息材料、能源材料、建筑材料、耐磨材料、核能
材料、生物材料、医用材料等。

●按性能和用途为特点，材料大致分为二大类：

1）结构材料：以强度、刚度、硬度、韧度等力学性能
为主的工程材料。

2)  功能材料：以光、电、磁、声、热等物理和化学性能
为主的工程材料。

● 按使用性能的不同，材料还可以分为：

传统材料和先进材料或 基础材料和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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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是人类用来制造一切有用制品的物质，也是人类

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标志。

● 人类的发展历史表明：材料是人类文明进步程度的

里程碑标志，可以分为五个时代:

石器时代 (Stone Age)，

青铜器时代 (Bronze Age)，

铁器时代 (Iron Age)，

合成时代 (Synthetic Age)，

信息时代 (Information Age)。

1. 3  材料与社会发展





（a）打制的石器 （b) 碾磨谷物的石盘

石头、树枝等是远古时期原始社会用的天然物品
（旧石器时代）, 也包括新石器时代人类利用石块加
工碾磨成的石器工具、种棉、遮布等物品。

图1-2  天然石头加工的石器物品

1.  第一代材料：石器物品（石器时代）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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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使用使人们把天然的粘土烧制成陶器、瓷器、

砖等制品。6000多年前就有代表性的陶瓷制品。

（a） 陶器 （b） 瓷器

图1-3   烧结的陶瓷制品

2.  第二代材料：烧炼材料（新石器时代）



（b）商代青铜鼎礼器（a）青铜兵器

公元前3000多年，古巴比伦王国（Babylon）从
天然矿石中冶炼出铜锡合金，制作兵器、工具等物品。
这是人类使用金属的开始，从而进入了青铜器时代。

图1-4 烧炼的青铜器物品

3.第三代材料：青铜材料（青铜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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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战国铁犁头 (b)战国铁锄 (c)考古挖掘的铁锄

图1-5  烧炼的铁器制品

3.第三代材料：铁器材料（铁器时代）

青铜器使用1000多年后，人们又从铁矿石中冶炼出

铁。铁比铜更易得到,而且价廉、应用普遍，我国从战国

时期进入了铁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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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image/476217f740cdc01d730eec44
http://baike.baidu.com/image/476217f740cdc01d730eec44


到了十八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和十九世纪发电机
的发明，才出现真正意义的钢铁冶炼工艺，进入了
钢铁时代。

(a) 火车用蒸气机 (b)特斯拉发明的交流发电机

图1-6  早期的蒸汽机和发电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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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 聚合物（高分子材料）合成工业的开始；

第一个塑料制品是热固性酚醛树脂（PF）。

1920年： H. Staudinger 提出了长分子链的高分子概

念。第一个热塑性塑料产品是聚苯乙烯

PS (1920)及PVC(1931)、PA（1941）等。
1930-40年: Staudinger的高分子概念得到承认,并以

此理论为指导，研制出合成橡胶和纤维。

1950-60年: Ziegler-Natta催化剂,生产通用塑料、橡胶.

1960-70年: 工程塑料、聚合物合金、各种改性聚合物.

1970-80年：聚合物大规模工业化的产生。

1980年起：分子设计，高性能、功能化的聚合物材料.

4.第四代材料：合成材料（合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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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生活中常用的各种高分子材料制品



自1947年12月发明半导体晶体管材料及随后各种

电子材料和高性能计算机研制成功后，人类进入了信息

时代。通过复合技术，研制出功能化的高性能低成本的

信息材料，加速信息材料在各个生活领域中的应用。

5.第五代材料:半导体材料（电子材料）（信息时代）

图 1-8 高性能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a）晶棒与硅片 （b）晶圆 （c）芯片封装 （d）集成电路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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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名词早已存在，但材料学科是在20世纪60年代
末期才出现。美国西北大学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材料系
的大学，时间是1959年1月。在此以前，材料制备被看
作是一门实验科学、是凭经验制造的。

而材料学科产生的直接原因是1957年9月前苏联最
先把人造卫星送上天，美国朝野当时十分震惊，经调查
分析后认为材料落后是导致美国卫星未能率先飞上天的
主要原因。

随后，美国的麻省、西北、宾州、康内尔等几十所
大学相继成立了材料研究中心或材料科学系或材料科学
与工程系。这些工作均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财政资助。

1.4  材料科学与工程

1.4.1 材料科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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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材料科学学报”（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JMS)）于1966年创刊。从此, 材料科学这个
专有术语作为一门学科为公众所接受和研究。

紧接着，另一份杂志“ 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MSE)” 以 及 “ Journal of Materials
Research”等也相继创刊出版。

早期出版的冶金学专业期刊 , 比如“ Acta
Metallurgica”, “Scripta Metallurgica”仍保留，只是在
1996年后把Metallurgica替换为“Materialia”， 分别
改为当今材料领域的重要期刊：
“Acta Materialia”和 “Scripta Materialia”。

第一部《材料科学与工程百科全书》是由美国麻
省（MIT）等科学家主编，由英国Pergamon出版社
于198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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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材料学科的形成是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
共有四个方面的因素直接促进了材料学科的形成、建
立和发展。

首先，一些基础学科如固体物理、无机化学、有
机化学、结构化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现代分析仪器
的开发，对物质结构与性质有了深入的理解，加深了
对材料本质的认识。

同时，一些专业学科如冶金学、金属学、陶瓷学、
高分子科学等的发展，对不同种类的材料研究也大为
加强，材料的成分、制备、结构、性能及它们之间的
相互关系也愈来愈深入的理解，为材料科学学科的建

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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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制备工艺。在材料科学出现之前，金属材
料、陶瓷材料和聚合物材料（高分子材料）虽然自成体
系, 但相互间仍有一些共性和相似之处。

比如，马氏体相变是由金属学家提出，是钢铁热
处理工艺的基础理论，但是氧化锆陶瓷也存在马氏体相
变的现象，成为陶瓷增韧的一种手段。

再比如，材料制备方法如溶胶-凝胶法（Sol－Gel）
是用金属有机化合物分解获得纳米级氧化物陶瓷粒子的，
而该方法也可用来改进陶瓷材料的性能；还有金属、陶
瓷、高分子等都有相同的模压制备工艺等。

因此，不同材料的制备工艺可以相互借鉴，有利于
促进新材料的开发和材料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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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同材料的表征分析仪器与设备，以及材
料的制备工艺和生产方法也有许多相同之处。

例如，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透射电镜、光
谱分析等方法可以用于分析不同的材料，并且不同材
料的力学性能与物理性能的测试方法基本相同。

同时，在材料制品的成型加工中，许多设备可以
通用，原理基本相似。例如，挤压机对于金属材料而
言，既可成型制品，又可通过冷加工提高材料的强度。
一些高分子材料用挤压工艺拉丝成型后，有机纤维的
比强度、比模量可大幅度提高，并可用来制造管型制

品和其它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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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不同种类的材料可以相互替代和补充，充分
发挥材料各自具有的优异性能。

例如，通过不同材料间的复合，可获得结构与性能
明显优于原组分材料的单一性能，比如玻璃纤维增强环
氧树脂复合材料是典型的实例。

因此，人们意识到金属材料、陶瓷材料和聚合物
材料如果自成体系，互不了解，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和创
新，更不利于研制和开发性能更优越的新型复合材料。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门新的综合性学科－材
料科学诞生了。表1 、表2 列出了材料专业名称的变化
过程及其材料科学的演变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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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系的名称

1865 ~ 1879 地质与采矿工程

1879 ~ 1884 采矿工程

1884 ~ 1888 采矿工程 （地质、采矿、冶金）

1888 ~ 1890 采矿与冶金

1890 ~ 1927 采矿工程与冶金

1927 ~ 1937 采矿与冶金

1937 ~ 1966 冶金

1966 ~ 1975 冶金与材料科学

1975 ~现在 材料科学与工程

表1 美国MIT 矿冶及材料系名称的变化过程

* R.W. Cahn,  The Coming of Materials Scienc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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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名称 1965 1970 1985 

矿 物 与 采 矿 9 7 5 

冶 金 31 21 17 

材 料 11 29 51 

其 它 18 21 17 

合 计 69 78 90 
 

表 2 美国大学的材料专业的变化进程

* R.W. Cahn,  The Coming of Materials Scienc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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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科学 （materials science，MS）

材料科学是研究材料的成分（composition）、
结构(structure)与性质(property)相互关系的一门
学科。

它是从化学的角度，研究材料的化学成分与原
子结构、原子键合及微结构的相互关系。

从晶体学和固体物理学的角度，研究材料的组
织形态、微结构、内部缺陷与性质、性能的相互关
系。

1.4. 2  材料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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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材料研究是面向工程应用的，必须从工程
的角度，研究材料的制备方法、加工工艺等问题。通
过工艺和技术的开发，制备具有特殊性能的、可批量
生产的、满足工程应用要求的工程材料。

因此，材料科学与工程技术密不可分，控制材料
的微结构常涉及工程技术和工艺问题。所以，材料科
学出现后不久，接着出现了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名词。

许多大学的冶金系、材料系多数更名为材料科学
与工程系。侧重基础研究的叫材料科学系，偏重工艺
研究的叫材料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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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科学与工程（MSE）

材料科学与工程是研究材料的化学成分、制备工艺、
结构与性能，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技术开发与应用
的一门学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内容可用四面体图表示(图1-9), 
即四要素的相互关系：

(1) 成分/结构（composition - structure）

(2) 合成/制备（synthesis-preparation）

(3) 性质（property）

(4) 性能/效能（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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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材料的成分、制备、性质与性能（效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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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分与结构：四个层次的结构，即原子结构、原子
键合、原子排列和显微组织。

前三个微结构决定了材料固有的性质，如密度、
熔点、模量及其它物理性能，第四个结构即显微组
织, 影响材料的强度、硬度、韧度、塑性等, 如图1-
10所示，这些性能与加工工艺密切相关。

(2) 合成与制备：加工工艺影响材料内部的微结构和

显微组织形态。

(3) 性质：材料的力学、物理、化学等性质，由材料的

的化学成分（组成）和加工工艺所决定。

(4) 性能 (效能)：在使用环境下具有的性能，反映材料

的实际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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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钢(铁素体+珠光体)                (b) 316L不锈钢 (奥氏体)

图 1－10 常用钢铁材料的典型显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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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材料科学与工程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

(1) 学科交叉

它是物理、化学、金属学、陶瓷学、高分子化
学、计算科学等基础学科相互交叉、融合和复合的
结果。

(2) 应用性强

它与工程应用密切相关。发展材料科学的目的
是研制新材料，改进材料的性能，满足工程实际的
需要。

(3) 不断发展

它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随各个分支学科的
发展而不断地完善、充实、丰富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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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学科分类

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学 材料加工工程

目前，我国在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下设立了
三个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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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在机电、信息、通讯、能源、生物、医
学、航天、航海、环保等技术科学与工程领域获得了
一系列的应用。

人们在了解了材料的内部结构后，就能将这些规
律运用到设计中，获得许多有效的应用。例如，半导
体材料的电阻值对温度很敏感，所以可用来制作精密
仪器的温度计、温度控制元件等。

工程设计人员和制造人员有了一定的材料科学知
识后，就能更好地选择材料，加工好材料；并通过试
验分析，向研制人员提供一些重要信息，加速研制出
新材料。

1.5 材料科学在工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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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懂得了材料的力学性能和物理性能后，
就能在不同工况下合理使用性价比高的材料，确保其
使用的安全可靠性。

总之，新材料的开发是一系列重要工程技术和制
备工艺的集成过程。

另外，通过对现有材料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可以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材料品种、降低产品成
本，不仅工程意义重大，而且促进材料科学与工程这

门学科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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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材料科学技术的发展重点

21世纪高技术领域重点发展的六大技术所涉及的
材料主要是：

(1) 信息科学技术： 信息材料

(2) 新能源科学技术： 新能源材料

(3) 生物科学技术： 生物材料

(4) 空间科学技术： 空间技术用材料

(5) 生态环境科学技术：环保材料

(6) 用高技术改性现有材料，发展新的材料科学

制备技术。比如，3D打印技术、智能制造技术、

互联网远程加工技术等，制备各种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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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新材料从设计到应用，必须采用合理工
艺来制备，才能成为市场上可接受的工程材料。

例如，超导材料是1986年发现的。但目前仍不
能应用于电力工业，主要问题是没有找到廉价、稳定
的生产线材的加工工艺。

C60即碳元素呈球状分布的巴基球材料，尽管发现
之初认为用途广泛，但至今仍处于科研阶段，还没有
找到合适的制备工艺可以实现规模化生产。

1. 材料制备工艺与技术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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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单壁碳管每克几百美元，价格太高，难于
大面积工程应用。而且，批量生产性能稳定、价格
适中的单壁碳纳米管存在不少工艺问题，包括近年
很火的石墨烯也遇到类似的瓶颈问题。

此外，传统材料也有待进一步的改进，以降低
材料的生产成本。

比如，最常见的是易拉罐，每年需求量数千亿
只，若每只成本降低一分，即可节省上百亿元。

还有薄膜双向拉伸等加工工艺等。



开发和使用材料的能力是衡量社会进步及其技
术发展程度的标志。

仅研制出性能优异的材料是远远不够的；只有
新材料被广泛应用时，才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材料的应用和开发，必须考虑四个基本要素：

(1) 性能；

(2) 价格；

(3) 安全；

(4) 适用。

2．材料的应用开发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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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是信息时代。信息技术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

的基础。

(1) 信息功能材料

信息技术(IT)的核心是3C（computer， communication，control）

电子元器件需要信息材料，在信息的产生、获取、存

储、传输、转换、处理和显示等需要这些材料，同时要求

电子器件小型化、多功能、低功耗和智能化。

因此，一方面向微型化发展，制备轻、薄、短、小的

高性能微电子产品，另一方面是低成本的绿色制造，制备

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轻、薄、柔、大的低成本的印制电

子产品(宏电子产品)，如 OPV、OLED、 RFID、FPC 等。

3．开发先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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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进复合材料

结构材料数量多，但资源与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
严重，对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

金属材料的耐磨、耐蚀、耐高温、抗疲劳性能的提
高，是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的关键。

陶瓷材料的韧性提高、成本降低及其功能性扩大，
将会进一步开拓其应用范围。

高分子材料的抗老化性能的提高，不仅可以延长使
用寿命，而且可以降低更新费用。

开发新型纳米复合材料是新材料研发的重点，也是
当今材料研究的关键领域。

材料复合将是性能改进和扩大用途的必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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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源材料的开发

目前，可开采的石油资源仅能维持50年左右。
新型能源材料的开发已刻不容缓。

除了目前使用的燃煤能、核能、水能、天然气
外，可循环再生的太阳能、风能、潮汐能，以及氢
能、生物能等也是未来可使用的新能源的替代物。

煤炭还可以通过液化技术制成汽油，更可以通
过气化技术制备化工原料气，这些都涉及到重大工
艺的开发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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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物材料的重视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寿命的延寿以及生活
质量的提高，生物医用材料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领域。
人类器官的移植、替换、药物缓释、人工皮肤等，需
要大力开发的新型生物医用材料。

(5)  高分子材料大力发展

高分子是一种可循环使用的材料。解决其老化、
劣化和多功能化等问题是一项重大任务。

另外，各种功能高分子材料如有机发光材料、导
电材料、生物降解材料、功能薄膜材料、仿生材料等
将是现在及其未来发展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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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纳米材料

纳米是10亿分之一米的大小。一般把尺寸小于
100nm的微粒称为纳米粒子(nanoparticle) 或 纳米粉末
(nanopowder) 或称纳米材料(nano material) 。

纳米粒子是一种介于原子(atom）和原子团(cluster)

之间的物质形态。

当粒子尺寸小到纳米尺度时，由于小尺寸效应、表
面效应、量子尺寸效应和量子隧道效应等四种效应，纳
米材料显示出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能。目前在微电子、
生物、能源、医学等领域已有一定的应用。

纳米复合材料的开发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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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对于新材料的开发，最好满足以下四个基本

要求中的一个或多个：

(1) 把材料的结构和功能统合起来，实现结构功能一体化，
达到性价比高和应用面广的目的；

(2)  材料制备实现清洁化，不对环境产生污染，同时还能
再利用，达到绿色环保和再循环使用的目标；

(3)  材料制造时能耗低，不对自然资源产生重大的影响；

(4)  开发智能材料和器件，对环境变化有主动反应和修复
的能力，提高使用的安全可靠性。

● 新材料开发的方法主要是 ABC：

Alloy(合金化)、Blend(共混化) 和 Composite(复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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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氧化铝既牢固又坚硬且耐磨，但为什么不能用来制造鎯头？

2.   将下列材料按金属、陶瓷、聚合物和复合材料进行分类：
黄铜、环氧树脂、混泥土、镁合金、玻璃钢、沥青、碳化
硅、铅锡焊料、橡胶、纸杯。

3.   下列用品选材时，哪些性能特别重要？

汽车曲柄、电灯泡灯丝、剪刀、汽车挡风玻璃、电视机荧
光屏。

4. 概述材料科学的发展史，谈谈你的认识和体会。

5.   五大基础材料是什么？各有哪些特点？

6.   什么叫材料科学？什么叫材料科学与工程？它们是如何产
生的 ？二者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7. 什么叫新材料？当今新材料的发展方向有哪些？简谈你自
己对新材料研发的认识和看法。

8.   什么叫纳米材料？纳米材料有哪些效应？举例说明。

第一章 材料科学概论

第一章 习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