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冶金工程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领域代码：085205  

一、学科简介 

湖南工业大学冶金工程学科为校级重点建设学科，办学历史悠久，行业特色

鲜明。2014 年获冶金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015 年正式招生。2017

年获冶金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本学科现有专任教师 56 人，其中教授 13 人，副教授 16 人，具有博士学位

教师 34 人；校内硕士生导师 15 人。导师中有“湖南省新世纪 121 人才工程”1

人、湖南省普通高校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 1 人、“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

培养对象”3 人、“株洲市科技领军人才”1 人。近三年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13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17 项，产学研项目 18 项，合计经费约 1200 万元，

发表科研论文 120 余篇。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传承与发展，本学科为冶金与材料领域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

人才。形成了“有色冶金新技术与资源综合利用”、“特种陶瓷制备技术及应用”、

“粉末冶金结构材料”、“高性能钢铁材料”4 个相对稳定的学科研究方向。 

二、培养目标 

冶金工程学科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冶金现代化需要，理论基础扎实、专

业知识系统、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

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具体规格要求为： 

1. 掌握冶金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 

2. 具有独立从事工程管理、工程研究、工程开发、工程设计、产品研发、

工艺流程改进等能力； 

3. 了解本领域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能够运用先进方法和现代化技术手

段解决工程问题； 

4. 掌握一门外语，能较熟练地阅读专业文献资料和撰写论文； 

5. 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工程技术管理、组织协调能力和良好的合作精神； 

6.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社会活动，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身心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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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研究方向及简介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研究方向简介 

1 
有色冶金新技术与

资源综合利用 

主要研究有色金属冶炼的新技术，包括难选难冶复杂矿物处

理、氧化铝生产工艺、新型功能材料制备、铅锌新产品开发、

冶炼废渣的清洁处理与利用的关键技术，以及采用冶金方法

直接制备新型功能材料的新理论与新技术。 

2 
特种陶瓷制备技术

及应用 

主要开展氧化物、氮化物、碳化物、硅化物等陶瓷基复合材

料的制备新技术和新方法，及其耐磨性、减磨性、耐热性、

超导性、增韧性、介电、吸波、储能等性能及应用研究。 

3 粉末冶金结构材料 

主要开展超细及纳米粉末和复合粉末、硬质合金、金属陶瓷、

硬面结构喷涂材料、梯度材料及非晶材料的制备，粉末冶金

材料烧结与凝固的热力学和动力学研究，喷射成形、近净成

形理论及技术研究。 

4 高性能钢铁材料 

主要以高性能钢铁材料制备为目的，开展钢铁冶金过程的工

艺优化、纯净钢冶炼理论及应用研究；结合低成本控制技术，

开展转炉直接合金化，烧结配矿结构优化、农作物废弃物-

铁矿球团预还原行为规律等研究。 

四、学制与学分 

1．学制为 3 年。学习年限 2~4 年，最长不超过 5 年。 

2．第一学年内完成所有课程学习。 

3．学分要求： 

总学分 课程总学分 
学位课程 

选修课 工程实践 学术活动 
公共课 专业课 

33 26 7 14 5 6 1 

五、培养方式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的培养采取双导师制，由学校导师和企业或研究所中

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导师联合指导。双方导师围绕生产

中的技术课题或技术管理课题共同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生。 

六、培养计划 

通过师生互选确定导师后，在导师指导下确定培养计划。培养计划应包括研

究生培养主要进程、研究课题的大致方向，选课及必读文献等，培养计划制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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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依照执行。培养计划须在新生入学后 1 个月内完成。 

七、课程设置 

 冶金工程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考核 

方式 
备 注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9100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2 36 1 研究生院 考试 

7 学分 
9100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2 研究生院 考试 

91003003 综合英语 4 64 1 研究生院 考试 

专

业

课 

91013003 数值分析 2 32 2 研究生院 考试 

14 学

分 

014110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2.5 40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1002 冶金物理化学 2.5 40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1003 冶金物理化学研究方法 2 32 2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1004 材料分析与测试技术 2 32 2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1005 学科前沿讲座 1 16 2 冶金学院 考查 

01411006 材料结构与性能 2 32 2 冶金学院 考试 

选 

 

修 

 

课 

01412001 冶金反应工程学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5 学分 

01412002 冶金新技术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3 金属材料学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5 特种陶瓷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6 现代粉末冶金技术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7 纳米材料制备技术 2 32 2 冶金学院 考查 

01412011 新能源材料 2 32 2 冶金学院 考查 

01412013 材料工程案例分析 2 32 2 冶金学院 考查 

01412014 冶金工程案例分析 2 32 2 冶金学院 考查 

91008001 信息检索和知识产权 1 20 2 研究生院 考查 

91002004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 20 1 研究生院 考查 

必修 

环节 

91000003 工程实践 6   研究生院 考查 
7 学分 

91000004 学术活动 1   研究生院 考查 

补 

修 

课 

01400001 冶金原理 按本科教学计划

执行，考试成绩 60

分为合格 

冶金学院 考试 同等学

力及跨

学科学

生补修 

01400002 粉末冶金原理 冶金学院 考试 

01400003 无机非金属材料概论 冶金学院 考试 

注：同等学力及跨学科报考的硕士生根据研究方向补修本学科本科主干课程2~3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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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践环节及要求 

1. 工程实践 

（1）工程实践培养环节应贯彻和体现“集中综合实训与分段专业实践”相

结合原则。由学院和基地或企业或研究所完成联合培养，时间为 6 个月以上。考

核合格者，可取得工程实践的 6 学分。 

（2）集中综合实训则由学院统一组织在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或企业工作站

完成，时间为 2~3 个月，一般安排在寒暑假。综合实训的培养内容按由基地（或

企业）和学院共同制定的“工程实践综合实训计划”实施。以联合培养基地给出

的《工程实践综合实训评价表》为考核依据，考核合格者计 2 学分。 

（3）分段专业实践组织方式 

①由校内导师、课题组结合所承担的现场科研课题，安排学生专业实践环节。 

②充分发挥校外导师的指导作用，利用现场的科研资源和工程条件，由校外

导师负责安排相应的专业实践环节。 

③依托校外研究生创新实践联合培养基地、或研究生企业工作站，或研究所，

在校内外导师的共同指导下，结合工程实际岗位，由学院统一组织和选派学生去

现场进行专业实践。 

④研究生结合本人的就业去向，自行联系现场实践单位。 

专业实践考核办法：实践时间为 3~4 个月，硕士研究生填写《全日制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考核表》，其中总结报告撰写不少于 5000 字。由学院和

导师考核，合格者计 4 学分。 

2. 学术活动 

专业学位研究生学术活动，采用 4+2+1 模式，具体是参加学术型报告 4 次，

参加学校组织的学术活动次数至少达 2 次，实践经验汇报 1 次，由指导教师和学

院对其学术活动进行考核，考核合格者计 1 学分。 

九、学位论文 

1. 文献阅读与综述 

专业学位硕士应结合专业实践，通过文献查阅，了解行业中的重要问题，要

求开题时阅读中文文献不少于 20 篇，外文文献不少于 5 篇。 

综述应在开题前完成，字数不少于 2000 字，并应得到开题报告会专家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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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题与开题 

硕士研究生在第 3 学期前 3 周内完成论文的选题工作，开题一般在第 3 学期

中期进行。工程硕士论文的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践或具有明确的工程技术背景与

应用价值，可以是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未

修满学分的不能开题，开题报告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进行评审，未能通过开

题报告的研究生不能进入课题研究。 

3. 学位论文撰写 

通过开题后，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内容，须体

现论文作者综合运用工程理论、专业知识与技术手段进行工程实践的能力；必须

联系工程实际、重点突出，应能反映工作成果的实用性与新颖性；须突出社会性、

经济型和使用价值。形式可分为应用研究类、产品研发类和调研报告类三种。专

业学位论文中的参考文献，要求中文文献不少于 30 篇，外文文献不少于 10 篇。 

（1）应用研究类论文 

应用研究：指直接来源于工程实际问题或具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综合运

用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开展应用性研究。研究成果能解决

特定工程实际问题，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内容要求： 

①选题。来源于本领域工程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是新理论、新

方法、新技术、新产品等的应用研究。命题具有实用性，主题要鲜明具体，避免

大而泛，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或工程应用前景。 

②研究内容。针对研究问题查阅文献资料，掌握国内外应用研究现状与发展

趋势，对拟解决的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仿真或试验研究。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难

度及工作量。 

③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对所研究的命题进行分析研究，

采取规范、科学、合理的方法和程序，通过资料检索、定性或定量分析等技术手

段开展工作，实验方案合理，数据翔实准确，分析过程严谨。 

④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或实际应用价值，成果应体现作者的新观点

或新见解。 

撰写要求： 

应用研究论文由摘要、正文、参考文献、致谢等组成。正文字数一般不少于

25000 字，组成及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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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绪论。阐述所开展的应用研究命题的背景及必要性，对应用研究命题的国

内外现状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并简述应用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 

②研究与分析。综合运用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对所解

决的工程实际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仿真或试验研究。 

③应用或验证。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或进行验证，并对成果的先进性、实

用性、可靠性、局限性等进行分析。 

④总结。系统地概括应用研究所开展的主要工作及结论，并明确指出作者在

研究中的新思路或新见解；简要描述成果的应用价值，并对未来改进研究进行展

望或提出建议。 

（2）产品研发类论文 

产品研发：指针对生产实际的新产品研发、关键部件研发及对国内外先进产

品的引进消化再研发；包括各种软、硬件产品的研发。 

内容要求： 

①选题。针对本工程领域的新产品或关键部件研发、设备技术改造及对国外

先进产品的引进消化再研发。产品研发包括各种软、硬件产品的研发。 

②研发内容。对所研发的产品进行需求分析，确定性能或技术指标；阐述设

计思路与技术原理，进行方案设计及论证、详细设计、分析计算或仿真等；对产

品或其核心部分进行试制、性能测试等。研发工作有一定的先进性、新颖性及工

作量。 

③研发方法。遵循产品研发完整的工作流程，采用科学、规范、先进的技术

手段和方法研发产品。 

④研发成果。产品符合行业规范要求，满足相应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性

能先进、有一定实用价值。 

撰写要求： 

产品研发论文由摘要、正文、参考文献、致谢等组成。应以附件形式提供图

纸、实物照片等必要的技术文件。正文字数一般不少于 25000 字，组成及具体要

求如下： 

①绪论。阐述所研发产品的背景及必要性、国内外同类产品研发和应用的技

术现状及发展趋势，并阐述本产品研发工作的主要内容。 

②理论及分析。对所研发的产品进行需求分析与总体设计，确定性能技术指

标，给出设计思路与技术原理，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其进行详细设计、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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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和性能分析。 

③实施与性能测试。对所研发的产品或其核心部分进行试制，并对其性能进

行测试及对比分析，必要时进行改进或提出具体改进建议。 

④总结。系统地概括产品研发中所涉及的主要工作及其主要结论，并明确指

出产品研发中的新思路或新见解；展望所研发产品的应用及改进前景。 

（3）调研报告类论文 

调研报告：指对相关领域的工程和技术命题进行调研，通过调研发现本质，

找出规律，给出结论，并针对存在或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或解决方案。 

内容要求： 

①选题。源于实际需求，是行业或企业发展中急需调研的本领域工程与技术

命题。主题要鲜明具体，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价值或工程应用前景。 

②调研内容。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既要包含被调研对象的国内外现状及

发展趋势，又要调研影响该命题的内、外在因素，并对其进行深入剖析。调研工

作要有一定的难度及工作量。 

③调研方法。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对所调研的命题进行分析研究，

采取规范、科学、合理的方法和程序，通过实地调查，结合资料收集、数据统计

与分析等技术手段开展工作，资料和数据来源可信。 

④调研成果。通过科学论证，给出明确的调研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成果应体现作者的新观点或新见解。  

撰写要求： 

调研报告由摘要、正文、参考文献、致谢等组成。正文字数一般不少于 30000

字，组成及具体要求如下： 

①绪论。对调研命题的国内外现状应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重点阐述被调研

命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简述本调研报告的主要内容。 

②调研方法。针对调研命题，主要介绍调研范围及步骤，资料和数据的来源、

获取手段及分析方法。 

③资料和数据分析。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调查资料和数据进行汇总、处理

和分析，给出明确的结果，并采用数理方法进行可信度和有效性分析。 

④对策或建议。对调研对象存在的问题或者调研结果应用于实际中可能出现

的问题，通过科学论证，提出相应的对策或建议。对策及建议应具有较强的理论

与实践依据、具有可操作性及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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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总结。系统地概括调研报告所涉及的所有工作及其主要结论，并明确指出

哪些结论是作者独立提出的，简要描述调研成果的应用价值。 

4. 论文评阅与答辩 

（1）论文评阅需通过审核，包括：文字表达能力；利用科学理论和技术手

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工作量和深度；方案的可行性和先进性等。 

（2）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应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取得培养方

案规定的学分，成绩合格，方可申请论文答辩。 

（3）论文须经专家评阅，合格后方能参加答辩。 

（4）答辩委员专家由 5 名或 7 名专家组成，至少有 2 名校外专家，导师不

得作为专家参与所带研究生的答辩投票工作。 

答辩一般安排在第 6 学期进行，一般为 5 月底 6 月初完成。 

5. 发表论文及其他 

（1）学术论文必须以湖南工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生为第一作者、

导师为通讯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须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

学术刊物上（不含增刊、论文集）发表与其学科研究方向内容相关的论文至少 1

篇，或专利授权至少 1 项，或 1 份具有较强实用价值的冶金、材料工程应用报告

被企业采纳（需提供权威部门的原始凭证、证明文件及复印件）等形式来体现。

应满足三者条件之一，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2）申请提前答辩者具体要求参照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毕业

答辩的相关规定。 

十、中期考查环节 

1. 中期考核 

在第 4 学期 4 月~5 月，学院根据学校文件《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

筛选考核试行办法》，对研究生课程学习、论文进展情况进行考查。要求研究生

修完所有课程（含专业学位的专业实践课程）并完成相应学分。论文进展主要检

查专业实践完成情况，课题进展情况等。 

2.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主要内容是学位论文完成程度，科研论文发表情况等。通

过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发现论文中存在的问题，督促研究生改进。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在第 5 学期中期完成。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未通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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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按照《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实施细则》执行。 

十一、学位授予 

按培养方案要求通过课程考试并取得规定学分、完成工程实践并取得相应学

分、完成学位论文工作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经学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授予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 

十二、必读的著作、学术期刊 

1. 必读的学术专著 

[1] 张家芸. 冶金物理化学.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4. 

[2] 黄希祜. 钢铁冶金原理（第四版）.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13. 

[3] 朱苗勇. 现代冶金工艺学—钢铁冶金卷.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16. 

[4] 包燕平. 钢铁冶金.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8. 

[5] 张建良. 非高炉炼铁.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15. 

[6] 薛群虎. 耐火材料.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9. 

[7] 崔占全. 工程材料.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8] 王荣国. 复合材料概论.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1. 

[9] 马铁成. 陶瓷工艺学.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 

[10] 林宗寿.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学.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 

[11] 潘金生. 材料科学基础.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12] 贾成珂. 多元系相图.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11. 

[13] 黄培云. 粉末冶金原理.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1997. 

[14] 李刚. 现代材料测试方法.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13. 

[15] 陈振华. 现代粉末冶金技术.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 

[16] William F. Hosford. Physical Metallurgy. CRC Press Inc, 2010. 

[17] 陈玉清. 材料结构与性能.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4. 

[18] 吴其胜. 新能源材料.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19] 张朝晖. 冶金资源综合利用.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11. 

[20] 柴立元. 冶金环境工程学.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10. 

2. 必读的主要学术期刊 

[1] World of metallurgy-Erzmetall. Gesellschaft für Bergbau, Metallurgie, 

Rohstoff- und Umwelttechnik (GDMB). 





 

 

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01411001                                                       

编写人：陈晗                                     编写日期：2015 年 7 月 13 日 

课程中文名称 材料科学与工程 

课程英文名称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开课学期 秋季 开课单位 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院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主讲教师 陈  晗 职称 教授 联系电话 13786350206 

备讲教师 丁燕鸿 职称 副教授 联系电话 15970002158 

总学时 40 
其 

中 

讲   课 40 

实践课时 0 

学分 2.5 教学方式 课堂教学、考试 

面向专业 冶金工程 
考核 

方式 

☑考试 

□考查 

预修课程 大学物理、物理化学、材料力学 

课程内容 ： 

绪论（2 学时） 

本章教学基本内容：1、了解《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基本概念、地位。2、学

习《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内涵。3、《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内容和意义。4、如何

学好《材料科学与工程》 

第 1 章 原子的结构与键合（3 学时） 

1、原子结构  

2、原子间的结合键  

3、高分子链 

本章教学基本内容：1、重点掌握金属键、离子键、共价键、分子键、氢键

的特点，并解释材料的一些性能特点。2、掌握金属键的特征解释金属材料的性

能—①良好的延展性；②良好的导电、导热性；③具有金属光泽。3、掌握金属

材料、陶瓷材料、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在结合键上的差别。4、了解高分子链

的结构。 

第 2 章  固体结构（6 学时） 

1、晶体学基础  



 

 

2、金属的晶体结构  

3、合金相结构  

4、离子晶体的结构  

5、共价晶体的结构  

6、聚合物晶体结构  

7、非晶态结构 

本章教学基本内容：1、了解选取晶胞的的原则，七大晶系及各自的特点。2、

能绘出三维的体心、面心立方和密排六方晶胞，根据原子半径计算出金属的体心

和面心立方晶胞的晶胞常数。重点掌握三种典型晶体结构的特征。包括：晶胞形

状、晶胞中原子的位置、晶格常数、晶胞原子数、原子半径、配位数、致密度、

各类 间隙尺寸与个数，原子的堆垛方式、最密排面（滑移面）和最密排方向的

指数与个数，滑移系数目等。3、重点掌握晶面指数、晶向指数、晶面间距、晶

带定理。能标注和会计算上述三种晶胞的晶向和晶面指数；理解晶向和晶面指数

的一些规律；会求解晶面间距 d、晶面夹角。4、掌握固溶体的分类、特点和性

质，影响固溶体固溶度的因素；中间相的类型、特点和性能。（比较间隙固溶体、

间隙相、间隙化合物的结构和性能。）5、掌握离子（硅酸盐晶体）晶体、共价晶

体的特点（AX 型的结构）。6、了解聚合物晶体结构的特点。 

第 3 章 晶体缺陷（3 学时） 

1、点缺陷  

2、位错  

3、表面与界面 

本章教学基本内容：：1、掌握点缺陷的特征、平衡浓度公式及应用。2、重

点掌握位错类型（刃型、螺型、混合型位错）的判断及其特征，柏氏矢量的确定

方法、特征及表示法。位错线、柏氏矢量、位错运动与作用在位错上的力之间的

关系。3、掌握位错源、位错的增殖（F-R 源、双交滑移机制等）和运动、交割；

位错的运 动特性、位错反应的条件、线张力。4、了解关于位错的应力场、位错

的应变能等。5、掌握晶界的特性（大、小角度晶界）、孪晶界、相界的类型。 

第 4 章 固体中原子和分子的运动（6 学时） 

1、扩散现象及扩散方程  

2、扩散的原子理论  

3、扩散热力学分析  



 

 

4、反应扩散  

5、影响扩散的因素  

6、离子晶体中的扩散  

7、高分子的分子运动 

本章教学基本内容：：1、掌握扩散定律的内容和表达式、物理意义、适应条件和

扩散定律的解及其应用。2、重点掌握固态金属扩散的条件及影响扩散的因素。3、

掌握扩散的分类、名称（区别）；4、了解固相中原子扩散的各种（空位、间隙、

换位、晶界扩散）机制（原子理论），并会用扩散理论分析实际问题。 

第 5 章 材料的塑性变形与再结晶（4 学时） 

1、弹性和粘弹性  

2、晶体的塑性变形  

3、冷变形金属的回复与再结晶  

4、金属的热变形、蠕变及超塑性  

5、高聚物材料的变形 

本章教学基本内容：了解滑移和孪生的主要特点，滑移系和临界分切应力的

公式，1、掌握位错理论在解释各类塑性变形等问题的应用。2、掌握再结晶温度

及影响因素；3、掌握回复、再结晶、晶粒长大和二次再结晶的驱动力；回复、

再结晶和晶粒长大的动力学公式及应用，回复、再结晶和晶粒长大过程中位错运

动的特点。4、掌握结晶、重结晶、再结晶和二次再结晶的区别。5、掌握结合热

处理，去应力退火与再结晶退火工艺的制定与应用（在生产上的意义）。6、掌握

冷、热加工处理后对材料组织结构和性能的影响；静态再结晶和动态再结晶的区

别。7．重点掌握细化金属晶粒的方法。 

第 6 章 单组元相图及纯晶体的凝固（3 学时） 

1、单元系相变的热力学及相平衡  

2、纯晶体的凝固  

3、高分子的结晶特征 

本章教学基本内容：1、了解纯金属凝固的过程和现象；过冷度对结晶过程

和结晶组织的影响；2、了解均匀形核与非均匀形核有何异同点。均匀形核与非

均匀形核时的临界晶核半径、临界形核功的计算；形核率的计算。3、了解非均

匀形核时影响接触角 θ 的因素有哪些，选择什么样的异相质点可以大大促进结

晶过程。4、忘我晶体长大的条件和长大的机制。5、掌握界面的生长形态与 L/S 



 

 

前沿的温度梯度有何关系。6、能用结晶理论说明实际生产问题。 

第 7 章 二元系相图及其合金的凝固（4 学时） 

1、相图的表示和测定方法  

2、相图热力学的基本要点  

3、二元相图分析及应用  

4、二元合金的凝固理沦  

5、高分子合金概述 

本章教学基本内容：1、掌握利用相律来判断相图的正确与否，热力学曲线的公

切线原理。2、掌握二元合金平衡组织的分析。3、了解、二元合金相图中的几种

平衡反应：共晶反应、共析反应、包晶反应、包析反应、偏晶反应、熔晶反应、

合晶反应。4、掌握三种基本类型的二元合金相图中典型合金的平衡和不平衡的

结晶转变过程及转变组织。5、掌握相图与合金性能的关系，来判断合金的性能。

6、了解固溶体与金属化合物的性能特点。7、掌握固溶强化及其机理。8、了解

铸锭的组织（三个晶区）及缺陷。 

第 8 章 三元相图（7 学时） 

1、三元相图基本知识  

2、三元匀晶相图  

3、三元共晶相图  

4、三元包晶相图  

5、形成稳定 化合物的三元相图  

6、三元相图的相平衡特征  

7、三元相图举例 

本章教学基本内容：1、掌握三元系合金相图中相平衡和相平衡转变的特征，

不同区域合金的结晶过程分析。2、掌握等温(水平)截面和垂直(变温)截面的认识

和分析。3、掌握投影图，能根据投影图会分析三元简单共晶、三元复杂共晶相

图结晶过程及结晶后的组织组成物、能画出任意温度的水平截面和图内任意直线

的垂直变温截面。4、掌握在水平截面图和投影图内应用直线法则、重心法则、

杠杆定律的计算合金平衡相的相对量。5、掌握三元相图的分析总结、相区接触

法则(规律式)。 

第 9 章 材料的亚稳态（2 学时） 

1、纳米晶材料  



 

 

2、准晶态  

3、非晶态材料  

4、固态相变形成的亚稳态 

本章教学基本要求：了解亚稳态材料的形成过程以及应用 

课程内容英文简介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is one of the core curriculum for 

university/college students in the discipline of materials and metallurgy. The basic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is presented by lectures, experiments, class 

discussions, and extracurricular practice teaching，etc.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ommon laws for materials, the focus is on the internals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processing, structure, properties and performance for three different materials: metals, 

ceramic and polymer physics. 

课程教学目标及重点、难点： 

本课程的目标在于着力让学生了解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前沿

知识；掌握包括材料组织结构、性能、表征、加工四要素的材料研究系统知识；

培养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终生学习的能力；培养清晰思考和用语

言文字准确表达的能力。 

教学内容重点：晶体学基础、纯金属的晶体结构及特征、离子晶体的结构、

共价晶体的结构、晶体的对称性、高分子材料的结构；晶体结构缺陷（包括点缺

陷、线缺陷和面缺陷）、材料的相结构；相律、纯金属的结晶理论、晶核的形成、

晶核的成长；匀晶相图、共晶相图、包晶二元相图、铁碳相图；固溶体的凝固理

论、共晶合金的凝固理论；三元相图；扩散现象及扩散方程、扩散的微观机制、

扩散驱动力、反应扩散、影响扩散的因素；滑移与孪晶变形、纯金属及合金的变

形强化、冷变形金属的回复与再结晶，金属的热变形、动态回复再结晶等。 

教学内容的难点：晶面指数与晶向指数、晶体的对称性、离子晶体的结构规

则、高分子材料的结构、位错的柏氏矢量位错的能量及交互作用、相律及应用、

三元相图、晶核的形成、成分过冷、扩散方程的解及其应用、冷变形金属的回复

与再结晶。 

教学要求： 

学生学完本课程后应能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学会并理解原子间的键合，晶体学基础、纯金属的晶体结构及特征、离子晶



 

 

体的结构、共价晶体的结构、晶体的对称性、高分子材料的结构；晶体结构缺陷

（包括点缺陷、线缺陷和面缺陷）、材料的相结构；相律、纯金属的结晶理论、

晶核的形成、晶核的成长；匀晶相图、共晶相图、包晶二元相图及其分析、铁碳

相图；固溶体的凝固理论、共晶合金的凝固理论；三元相图；扩散现象及本质，

扩散方程的解及应用、扩散的微观机制、扩散驱动力、反应扩散、影响扩散的因

素；滑移与孪晶变形、纯金属及合金的变形强化、冷变形金属的回复与再结晶，

金属的热变形、动态回复再结晶，材料的强化理论，材料的亚稳态等。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教材： 

《材料科学基础》：胡赓祥、蔡珣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主要参考书： 

《材料科学基础》，刘智恩主编，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 年 

《材料科学基础》，石德珂、沈莲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 年 

《材料科学基础》，徐恒钧主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1 年 

《材料科学基础》，潘金生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年 

《材料科学基础》，赵品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年 

《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崔忠圻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年 

大作业： 

结合自己所研究材料体系，写一篇有关材料结构和性能关系的小论文。 



 

 

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01411002                                                       

编写人：刘建华、王宇菲                       编写日期：2015 年 7 月 11 日 

课程中文名称 冶金物理化学 

课程英文名称 Physical Chemistry of Metallurgy 

开课学期 春季 开课单位 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院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主讲教师 刘建华 职称 教授 联系电话 18173393225 

备讲教师 王宇菲 职称 教授 联系电话 18973333042 

总学时 40 
其 

中 

讲    课 40 

实践课时 0 

学分 2.5 教学方式 课堂教学、考试 

面向专业 冶金工程 
考核 

方式 

☑考试 

□考查 

预修课程 高等数学，数理方程，物理化学，冶金传输原理，冶金原理 

课程内容 ： 

（一）冶金热力学部分 

1．冶金反应焓变及标准自由能变化计算（4 学时） 

1.1 焓变计算方法 

用恒压热容计算纯物质的焓变，利用摩尔标准相对焓计算纯物质的焓变，

应用 Hess 定律计算化学反应焓变，利用基尔霍夫公式积分计算化学反应焓变。 

1.2 热化学在冶金过程中的应用实例 

最高反应温度计算，炼钢过程中元素氧化发热能力计算。 

1.3 标准吉布斯自由能的计算及应用 

利用积分法计算化合物的标准生成吉布斯自由能或化学反应的标准自由

能焓变，由物质的标准吉布斯自由能及标准溶解吉布斯自由能求化学反应的标

准吉布斯自由能变化，由化学反应的标准平衡常数求化学反应的标准吉布斯自

由能变化，由电化学反应的电动势求化学反应的标准吉布斯自由能变化。 

1.4 Ellingham 图及其应用 



 

 

氧势图的形成原理；氧势图的热力学特征；（特殊的线、直线斜率、直线

位置）；氧势图的应用（铁液、铜液中元素氧化能力比较）。 

习题讲解   （2 学时） 

2 真实溶液（5 学时） 

2.1 活度与活度系数 

活度概念的引入，活度的标准态与参考态，不同标准活度及活度系数之间

关系，组元 i 的标准吉布斯自由能，多元系中组元活度系数的计算。 

2.2 二元系中组元活度的实验测定与计算 

蒸气压法测定组元活度，等蒸气压法测定二元合金中某一组元活度，化学

平衡法测定二元系中组元活度，电动势法测定二元系中组元活度，熔化自由能

法计算二元系中组元活度，斜率截距法计算二元系中组元活度，α 函数法。 

2.3 二元正规溶液模型 

正规溶液模型的引入，二元正规溶液的混合函数及过剩函数，二元正规溶

液的几个重要性质。 

习题讲解   （2 学时） 

3 相图（5 学时） 

3.1 三元系相图 

 罗策布浓度三角形，杠杆规则与重心规则，简单低共熔型三元系（立

体图、平面投影图、结晶过程、杠杆规则的应用、等温截面图），生成二

元不稳定化合物三元系（投影图和等温线图、结晶过程、
2 2 3

C aO -S iO -A l O 系

相图）。 

3.2 相图的若干基本规则及相图正误的判断 

相区邻接规则、相界线构筑规则、复杂三元系二次体系副分规则、罗策布

规则、三元零变点的判断规则、相图正误的判断（相律判断、相图构造规则判

断、热力学判断） 

习题讲解   （1 学时） 

4．热力学在冶金中应用实例（2 学时） 



 

 

4.1 选择性氧化-奥氏体不锈钢的去碳保铬及含钒铁水吹炼的去钒保碳 

4.2 选择性还原-从红土矿提取钴和镍 

4.3 钢液脱硫脱磷的热力学 

4.4 氯化冶金热力学 

（二）冶金动力学部分 

5．化学反应动力学（ 2 学时）  

5.1 化学反应速率及反应级数 

化学反应进度， 化学反应速率，反应速率方程和反应级数，一级反应和

n 级反应，反应级数的测定。 

5.2 几种典型复合反应的动力学分析 

  一级可逆反应，平行反应，串联反应，稳态或准稳态原理。 

 5.3 反应速率与温度的关系 

  Arrhenius 公式与活化能，活化能与热力学函数变化的关系， 

 5.4 有效碰撞理论及过度态理论 

 5.5 链反应 

  直链反应，支链反应。 

习题讲解   （2 学时） 

6．扩散与相际传质（3 学时） 

6.1 扩散定律 

Fick 第一定律及求解，Fick 第二定律及求解。 

6.2 液体和气体中的扩散 

 高温熔体中的扩散，气体中的扩散，气体在多孔介质中的扩散，扩散系数和

温度的关系。 

6.3 相际传质 

边界层的概念（层流强制对流中的速度边界层、浓度边界层），有效边界层

与传质系数，双膜传质理论，溶质渗透理论，表面更新理论。 

习题讲解   （1 学时） 

7．多相反应动力学（4 学时） 



 

 

7.1 气/固反应动力学 

气/固反应机理分析及反应动力学处理的一般方法，气/固反应的未反应核

模型（外扩散为限制环节时反应模型、内扩散为限制环节时反应模型、界面

化学反应为限制环节时反应模型、内扩散和界面化学反应混合控速时反应模

型），气/固反应应用实例（铁氧化物还原动力学、热重分析在气/固反应动力

学中的应用）。 

7.2 气/液反应动力学 

气泡生核，气泡上浮过程中的长大，炼钢过程中一氧化碳气泡上浮与长

大，碳氧反应速率，吹氩冶炼超低碳不锈钢，中高碳钢吹氩脱氧。 

7.3 液/液反应动力学 

金属液/熔渣反应机理分析，钢中锰氧化动力学。 

7.4 固/液反应动力学 

固/液耐火材料抗炉渣侵蚀动力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氧化镁在熔渣中的溶

解动力学。 

习题讲解   （1 学时） 

（三）冶金电化学部分 

8 电化学概念及电解质（2 学时） 

8.1 电化学的研究对象 

8.2 电解质溶液及其性质 

水溶液电解质，熔盐电解质，固体电解质，电解质溶液的导电，电解质

溶液的活度与活度系数。 

9  电化学热力学与动力学（3 学时） 

9.1 电极电势 

  外电势，内电势，电化学势，双电层模型。 

9.2 电极反应  

  反应速率与电流，扩散电流，Butler-Volmer 方程，交换电流。 

9.3 平衡电极电势  

  平衡电极电势，金属电化学序，pH 值及测定方法，电势-pH 图， 



 

 

9.4 电极过程动力学 

 电极极化，电极过程分析，电极过程的控制步骤（电化学极化，浓差极

化，） 

习题讲解   （1 学时） 

课程内容英文简介 

Physical Chemistry of Metallurgy for graduate student consists of Metallurgical 

Thermodynamics and Metallurgical Kinetics. It is the application of Physical 

Chemistry to Metallurgical processes. 

The main content of Metallurgical Thermodynamics is as follows: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rmodynamic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metallurgical processes; Phase 

stability diagram and its application; metallic melts and slag that contain activity, 

coefficient of activity, regular solution model of slag and ionic Model of slag. 

The main content of Metallurgical Kinetics is as follows: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metallurgical kinetics; Metallurgical Kinetics model such as gas-solid reaction model, 

gas-liquid reaction model and liquid-liquid reaction model. 

The new teaching method will be adopted in the course such as multimedia technique 

and multi-dimension visual effect. 

课程教学目标及重点、难点： 

1．课程重点 

热力学基本定理在冶金中应用及标准吉布斯自由能的计算方法；Elingham

图的应用；溶液（包括铁液与渣液的活度与活度系数、Wagner 模型、分子理论

与离子理论模型、标准溶解自由能等）；扩散与传质的基本理论；三个典型的冶

金动力学模型（气固相反应动力学、气液相反应动力学、液液相反应动力学）；

Tafel 公式；电极过程的控制步骤。 

2．课程难点 

活度的概念及活度标准态的选择；不同标准态活度及活度系数之间关系；相

图的基本规则。含有一个不稳定二元化合物的三元系相图的冷却过程分析；气泡



 

 

在均相与非均相形核、气泡长大与上升过程动力学机理；液液反应动力学的双膜

理论的应用；不同控速条件的气固反应动力学的未反应核模型。 

教学要求： 

重点要求学生牢固地掌握冶金物理化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独立完成大

量习题，能够正确熟练地计算冶金体系中化学反应的吉布斯自由能变化，判断化

学反应的方向和限度，分析化学反应的反应机理。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习题课、

课堂讨论及答疑，提高作业数量及批改质量，对重点学生加强答疑，在条件成熟

时实现多媒体教学。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教材： 冶金物理化学，张家芸，冶金工业出版社，2009. 

主要参考书： 

1. 冶金物理化学教程，郭汉杰著，冶金工业出版社，2006； 

2. 冶金物理化学简明教程，田彦文，翟秀静，刘奎仁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  

3. 钢铁冶金原理，黄希祜主编，冶金工业出版社，1980； 

4. 电化学基础与测试技术，薛娟琴，唐长斌编，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5. 冶金原理，李洪桂著，科学出版社，2017. 

 

大作业： 

按照教学进度随堂布置。 

http://textbook.jingpinke.com/search?keywords=%E5%86%B6%E9%87%91%E7%89%A9%E7%90%86%E5%8C%96%E5%AD%A6&unit=%E5%86%B6%E9%87%91%E5%B7%A5%E4%B8%9A%E5%87%BA%E7%89%88%E7%A4%BE&queryTemplate=title=%22%E5%86%B6%E9%87%91%E7%89%A9%E7%90%86%E5%8C%96%E5%AD%A6%22%20AND%20unit=%22%E5%86%B6%E9%87%91%E5%B7%A5%E4%B8%9A%E5%87%BA%E7%89%88%E7%A4%BE%22
http://book.jd.com/writer/%E7%94%B0%E5%BD%A6%E6%96%87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7%BF%9F%E7%A7%80%E9%9D%99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5%88%98%E5%A5%8E%E4%BB%81_1.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E%BA%E9%B9%F0&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F%C6%D1%A7%B3%F6%B0%E6%C9%E7%D3%D0%CF%DE%D4%F0%C8%CE%B9%AB%CB%BE&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 01411003                                                      

编写人：肖利                                       编写日期：2015 年 7 月 10 日 

课程中文名称 冶金物理化学研究方法 

课程英文名称 Research Methods in Metallurgical Physical Chemistry  

开课学期 春季 开课单位 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院 

课程类别  冶金工程专业课 

主讲教师 肖利 职称 教授 联系电话 13637338663 

备讲教师 张波 职称 讲师 联系电话 18173389009 

总学时 32 
其 

中 

讲    课 32 

实践课时 0 

学分 2 教学方式 课堂教学、考试 

面向专业 冶金工程 
考核 

方式 

考试 

□考查 

预修课程 物理化学、冶金物理化学、冶金原理 

课程内容 ： 

  

绪论（2 学时） 

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与研究工作者的基本素质 

实验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技术 

冶金物理化学研究方法主要包含的内容 

如何学好冶金物理化学研究方法 

（一）科学研究基础部分（4 学时） 

1．误差与数据处理（2 学时） 

1.1 代表值及误差 

讲授内容包括：代表值、中位值、平均值、.2 误差及误差分类、系统误差、 偶

然误差（随机误差）、过失误差、误差表示与计算 

1.2 准确度与精密度的关系 

1.3 有效数字与计算法则 

讲授内容包括：有效数字修约规则、有效数字的运算规则 

1.4 实验数据的表示方法 



 

 

讲授内容包括：列表法、作图法、方程式法、最小二乘法确定经验回归曲线 

2 试验设计（2 学时） 

2.1 优选法 

   讲授内容包括：单因素优选设计、多因素优选设计 

2.2 正交试验设计法 

  讲授内容包括： 正交试验安排、正交表（重点讲解）、正交实验设计步骤、正

交表的极差分析、方差分析 

2.3 正交回归设计法 

  讲授内容包括：一次正交回归设计法方法和实际案例分析、二次正交回归设计

法方法讲解和实际案例分析 

（二）冶金物理化学研究的基本技术（26 学时） 

3．高温获得（4 学时） 

3.1 获得高温的方法 

  讲授内容包括：高温炉的分类、电阻炉、感应炉、电弧炉和等离子炉、电子束

炉、实验室用高温炉的特点 

3.2 电阻丝炉的结构与热分析 

   讲授内容包括：电阻丝炉的结构、电阻丝炉的热平衡分析 

3.3 电热体 

   讲授内容包括：金属电热体、非金属发热体 

3.4 耐火材料与保温材料 

  讲授内容包括：耐火材料、保温材料、高温粘结剂：水玻璃、高温快干水泥 

3.5 电阻丝炉的设计 

   讲授内容包括：电炉功率的确定、电热体的选择、电热体的计算 

3.6 电阻炉的恒温带 

第 7-10 学时作业：电阻炉的设计。 

4．温度测量方法（4 学时） 

4.1 温标及温度的测量方法 

   讲授内容包括：温标、各种温标间温度值换算、温度测量方法与测温仪器的

分类 

4.2 热电偶 

   讲授内容包括：热电偶的工作原理、均质导体定律、中间金属定律、中间温



 

 

度定律、参考电极定律、热电偶材料、热电偶的绝缘管与保护管材料、铠装热电

偶、补偿导线、热电偶的检定、热电偶的使用及其测量误差 

4.3 辐射温度计 

  讲授内容包括：热辐射定律、光谱辐射温度计、辐射高温计的使用及测量误差 

第 11-14 课时的作业题：炉内实际温度的计算。 

5．气体净化及气氛控制（2 学时） 

5.1 气体的制备、贮存和安全使用 

5.2 气体净化的方法 

  讲授内容包括：吸收、吸附、化学催化、冷凝 

5.3 常温气体净化剂 

   讲授内容包括：干燥剂、脱氧剂和催化剂、吸附剂 

5.4 气体流量的测定 

   讲授内容包括： 转子流量计、毛细管流量计 

5.5 定组成混合气体的配制 

  讲授内容包括：静态混合法、动态混合法、平衡法 

第 15、16 课时的作业题：气体净化的基本方法有哪几种？ 

6．真空技术（2 学时） 

6.1 概述 

6.2 真空的获得 

   讲授内容包括：真空泵概述、真空泵的选择、粗低真空泵、高（超高）真空

泵、无油清洁真空泵、无油清洁真空泵 

6.3 真空的测定 

   讲授内容包括：热传导真空计、热阴极电离真空计 

6.4 真空系统 

   讲授内容包括：真空系统组成形式、真空机组、真空材料 

6.5 真空检漏 

第 17、18 课时的作业题：1）什么叫极限真空度？2）抽真空有哪四种基本的方

法？ 

7．量热（2 学时） 

7.1 基本概念和量热方法的基本原理 

7.2 量热计和量热计热当量的标定 



 

 

   讲授内容包括：量热计的标定、等温量热计、绝热量热计、热流量热计、环

境等温量热计、量热计热当量的标定 

7.3 外套等温法量热实验及热交换校正值的确定 

7.4 绝热量热法 

7.5 量热误差来源 

7.6 溶解热的测定 

7.7 燃烧热的测定 

7.8 比热容的测定 

第 19、20 课时的作业题：1）如何得到绝热条件？2）为什么要在反应后标定热

当量？ 

8．固体电解质电池的原理及应用（4 学时） 

8.1 固体电解质（讲解基本概念） 

8.2 氧化物固体电解质的制备 

8.3 氧化物固体电解质电池的工作原理 

8.4 氧化物固体电解质的电子导电 

   讲授内容包括：电子导电产生的原因、电池电动势的影响及修正公式、修正

公式的使用条件、固体电解质电子导电性的实验测定 

8.5 固体电解质传感器的设计与使用要求 

8.6 固体电解质总电导率的测定 

8.7 固体电解质分电导率的测定 

8.8 固体电解质的应用 

8.9 固体电解质电池组装和测量有关问题 

第 21-24 课时的作业题：1）固体电解质电池如何组装？2）固体电解质传感器的

类型有哪些？ 

9．相平衡的研究（2 学时） 

9.1 一般原理：相律、连续原理、对应原理、化学变化的统一性原理（讲解

基本概念） 

9.2 用动态法（热分析和差热分析法）研究相平衡 

9.3 用静态法研究相平衡 

讲授内容包括：淬火炉、淬火剂和淬火样品的处理、相平衡的判断、淬火样

品的微结构分析和性质的研究、相平衡研究举例 



 

 

9.4 扩散偶法 

9.5 由热力学数据推测和校验相图 

   讲授内容包括：组成-自由能曲线的绘制、从自由能曲线推断相图、组成-活

度曲线、固体电解质电子导电性的实验测定 

9.6 三元系相图的研究方法概述 

第 25-26 课时的作业题：会利用相图分析材料在加热或者冷却过程可能析出或溶

解的相？ 

10．冶金动力学研究（4 学时） 

10.1 概述 

10.2 淬冷法 

讲授内容包括：熔体淬冷法、淬冷-逐层分析法 

10.3 热重分析法 

讲授内容包括：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反应机理的推断、应用热重力法研究

动力学有关的几个问题 

10.4 差热分析法 

10.5 差示扫描量热法 

10.6 静态法 

   讲授内容包括：体积变化测量、压力变化测量 

10.7 动态法 

讲授内容包括：产物气体累计量的测定、产物气体成分分析 

10.8 电化学法 

讲授内容包括：固体电解质电池测定反应速率、电化学迁移法测定传质系数 

第 27-30 课时的作业题：差热分析法和差示扫描量热法在研究冶金动力学的主要

原理和方法是什么？ 

11．现代热分析技术（2 学时，实践课，第 31-32 课时） 

结合自己的科研工作对选择一种现代分析技术进行详细的阐述和讲解。

（PPT 讲解，15 分钟/人，其中讲解 10-12 分钟，教师提 2-3 个问题。） 

    老师对所有同学的讲解进行总结、分析。 

大作业： 

结合自己的科研工作对选择一种现代分析技术进行详细的阐述，1000 字以上。 

课程内容英文简介 



 

 

This course is mainly containing three parts: Introduc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Foundation and Basic Knowledge of Metallurgical Physical Chemistry.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the third part, which also contains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basic technology of Metallurgical Physical Chemistry, which contains four chapters, 

specifically, how to obtain high temperature; the measure methods for temperature; 

cleaning the experiment gases; and the vacuum technology. The second part i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Metallurgical Physical Chemistry, which contains six chapters, 

including Calorimetry Technique; Solid Electrolyte Battery; Phase Diagram; and the 

Research of Dynamics, etc.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improve the Basic 

Technology and Practical Ability for Metallurgical Engineering Major students.  

 

课程教学目标及重点、难点： 

教学目标： 

冶金过程是一个物理化学变化过程，对冶金工作者来说，改进现有的冶金过

程并探索新的冶金过程，确定最佳工艺，必须进行冶金物理化学的研究。冶金物

理化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冶金工作者必须掌握的。除此之外，材料科学的发展也 

要求对材料生产过程的物理化学及物理化学进行深入的研究。 

本课程是冶金工程专业研究生必修的专业课程，是一门重点介绍冶金物理化

学基本研究方法、基本测量技术以及在冶金、材料过程中实验研究的专业基础课。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冶金物理化学研究的基本技术、冶金热力学、冶金

动力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掌握冶金物理化学基本的实验技能，学会运用这些技能

处理在以后的科研工作中遇到的关于物理化学方面的实验问题，不断地向相关学

科渗透，扩大冶金物理化学研究方法的应用领域。 

 

课程重点： 

本课程的教学重点主要包括以下部分：实验方法的设计；正交试验的设计方

法；获得高温的方法；电阻丝炉的结构与热分析；电阻丝炉的设计；热电偶：热

电偶的工作原理；热电偶材料；热电偶的检定；热电偶的使用及其测量误差；气

体净化的方法；常温气体净化剂；真空的获得；量热计和量热计热当量的标定：

量热计的标定；氧化物固体电解质的制备；氧化物固体电解质电池的工作原理；

氧化物固体电解质的电子导电；固体电解质传感器的设计与使用要求；固体电解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5%9B%BA%E4%BD%93%E7%94%B5%E8%A7%A3%E8%B4%A8%E7%94%B5%E6%B1%A0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5%9B%BA%E4%BD%93%E7%94%B5%E8%A7%A3%E8%B4%A8%E7%94%B5%E6%B1%A0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5%9B%BA%E4%BD%93%E7%94%B5%E8%A7%A3%E8%B4%A8%E7%94%B5%E6%B1%A0


 

 

质的应用；热重分析法研究冶金动力学；差热分析法研究冶金动力学；差示扫描

量热法研究冶金动力学等。 

 

课程难点： 

本课程的教学难点主要包括以下部分：正交表的选择和实验设计； 根据电

炉功率、选择电热体、计算电热体对电阻丝炉进行设计；热电偶的工作原理；热

电偶的检定；真空泵的分类以及对所需真空度的设计；量热计和量热计热当量的

标定；溶解热的测定、燃烧热的测定、比热容的测定；氧化物固体电解质电池的

工作原理；固体电解质传感器的设计与使用要求；三元系相图的研究方法概述；

差热分析法研究冶金动力学；差示扫描量热法研究冶金动力学等。 

 

教学要求： 

本课程重点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冶金物理化学研究的基本技术和实验研究方

法，独立完成一系列的实验设计作业，能够熟练掌握实验室高温获得的方法、温

度测量方法、正确使用耐火材料、气体净化的方法、基本热力学性质的测量方法

（溶解热的测定、燃烧热的测定、比热容的测定）、固体电解质的应用及利用现

代热分析技术对冶金动力学问题进行研究。除掌握基本的实验技能外，学生还需

掌握总结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并会应用多媒体条件进行自己科研成果的讲解

和展示。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教材： 

王常珍主编，《冶金物理化学研究方法》，冶金工业出版社，2013 年第四版 

主要参考书： 

1. 陈建设编著，《冶金试验研究方法》，冶金工业出版社，2005 

2. 阳道允编，《实用科技研究方法》，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 

3. 皱文楔等编，《物理化学实验与技术》，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 

4. 姜同川编，《正交试验设计》 



 

 

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 01411004                                                      

编写人： 胡忠良                                      编写日期：2015年 7月 10日 

课程中文名称 材料分析与测试技术 

课程英文名称 Methods for materials analysis and test 

开课学期 春季 开课单位 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院 

课程类别 材料学、冶金工程专业课 

主讲教师 胡忠良 职称 教授 联系电话 13973014658 

备讲教师 丁燕鸿 职称 副教授 联系电话 13055129488 

总学时 32 
其 

中 

讲       课 32 

实践课时 0 

学分 2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考试 

面向专业 冶金工程、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 
考核 

方式 

√考试 

□考查 

预修课程 晶体学,材料科学基础 

 

课程内容 ： 

第一章：绪论 （1 课时） 

第二章：X 射线基本原理 

（1）X 射线物理学基础 （3 课时） 

射线衍射的发现、x 射线的本质；产生的机理和装置；掌握 X 射线与物质

的相互作用；掌连握续 x 射线谱（特征，产生机制）、 特征 x 射线谱（特征，产

生机制）、 吸收限的应用（滤波片的选择）； 

（2）X 射线衍射的基本原理及应用（6 课时） 

掌握晶体结构的表征、空间点阵、晶胞、晶胞参数；衍射产生的机理；掌握

布拉格定律及衍射强度因子的影响；了解德拜照相法的基本原理及晶体粉末衍射

的方法和实验装置结构，掌握粉末衍射法的应用。 

第三章：电子显微镜及电子探针 X 射线显微分析 

（1）电子显微镜基础 （2 课时） 

了解电镜的诞生与发展及应用；电磁透镜结构与原理、特点；掌握电子束与

固体样品的相互作用； 



 

 

（2）SEM/TEM 及电子探针显微分析 （5 课时） 

了解电子显微镜的分类；掌握透射电镜的基本原理、结构、样品制备及应用、

电子衍射及应用；掌握扫描电镜的原理、结构、样品制备及应用；波普及能谱分

析。 

第四章：热分析（4 课时） 

了解热分析的起源、发展、分类及特点；掌握热天平的工作原理；掌握热重

分析的原理及影响因素；掌握差热分析的原理、仪器结构及影响因素；掌握差示

扫描量热法的原理、仪器装置及影响因素；能熟练运用热分析技术分析物质的相

关性能。 

第五章：激光拉曼光谱 （3 课时） 

了解拉曼散射概念、拉曼散射仪器组成与结构；掌握拉曼光谱样品处理方法

及拉曼光谱法在纳米材料中的应用。 

第六章：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分析 （2 课时） 

了解紫外-可见光谱的基本概念；掌握朗伯-比耳吸收定律；掌握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的仪器结构与工作原理；了解紫外-可见光谱分析的最新进展；掌握紫

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相关实验技术。 

第七章：红外光谱分析   （3 课时） 

了解双原子分子的红外吸收；了解多原子分子的红外吸收；了解傅立叶变换

红外光谱仪；掌握红外光谱分析的样品制备；了解特征吸收谱带与分子结构的关

系；了解几类有机化合物及无机化合物的特征红外吸收峰。 

第八章：核磁共振谱 （3 课时） 

    核磁共振的产生、化学位移、核磁共振仪结构；1
H-核磁共振谱、13C 核磁

共振谱、核磁共振谱在材料研究中的应用 

 

课程内容英文简介： 

    The course is a required course for the postgraduates majored in metallurgical 

engineering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course include XRD, 

SEM/TEM, FTIR, EPMA, etc. The course is designed to make the postgraduates 

master the main methods for materials analysis and test, including their basic 

principles, instrument structures, and applications. By studying the course, the 

postgraduates could learn to choose an appropriate method to characterize the samples, 



 

 

revealing the useful information of the components and structures. 

 

课程教学目标及重点、难点：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用于成分分析、结构分析、表面形态分析、物质物化性

质测定的 X 射线衍射、SEM、TEM、热分析等几种现代测试技术方法，包括了

解仪器结构、基本原理、样品处理等。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这门课程在今后的工作

和科研中能正确选择分析测试方法来获得所需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 

本课程的重点是 XRD、SEM/TEM、热分析技术等表征手段的原理及应用。

难点：本课程各物理量较抽象，各章节知识不是很连贯，通过联系科研工作中样

品解析各具体案例，能够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 

 

教学要求： 

通过课堂讲授、课外作业、讲评等环节，使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掌握 XRD、

SEM、电子探针 X 射线显微分析、TEM、TG/DTA、红外光谱等现代分析技术方

法的基本原理、仪器结构、样品处理等知识；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对样品进行解析，

获得所需的成分、结构等信息，增强学生独自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为今后进一

步深造或从事科研工作打下牢固基础。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1] 周玉. 《材料分析方法》.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2] 祁景玉. 《现代分析测试与技术》. 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 

[3] 张庆军. 《材料现代分析测试实验》.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4] 王培铭，许乾慰. 《材料研究方法》. 科学出版社，2005. 

[5] 常铁军，祁欣。材料近代分析方法，哈工大，2000 

[6] 廖乾初。扫描电子显微镜及其应用，冶金出版社，1996 

 

大作业： 

1. 什么是光电效应？光电效应在材料分析中有哪些用途？ 

2. 产生 X射线需具备什么条件？连续 X射线和特征 X射线产生的机理是什么？ 

3. Ⅹ射线与物质有哪些相互作用？规律如何？对 x 射线分析有何影响？反冲电

子、光电子和俄歇电子有何不同？ 

4. 当波长为  的 X 射到晶体并出现衍射线时，相邻两个（hkl）反射线的程差是



 

 

多少？相邻两个（HKL）反射线的程差又是多少？ 

5. 根据谢乐公式，利用 X 射线进行纳米颗粒尺寸分析或其它粉体材料分析时应

注意什么？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如何解决出现的问题？ 

6. 电子束和固体样品作用时会产生哪些信号？它们各具有什么特点？ 

7.扫面电镜的结构的各主要组成部分有哪些，并简述其作用。 

8. 透射电镜主要由几大系统构成？各系统之间关系如何？ 

9. 从原理及应用方面分析电子衍射与 X衍射在材料结构分析中的异、同点。 

10. 影响 TG、DTA及 DSC曲线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并简述它们是怎样影响热分析

曲线的。 

 



 

 

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01411006                                                       

编写人：何世文                                     编写日期：2015 年 7 月 12 日 

课程中文名称 材料结构与性能 

课程英文名称 Materials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开课学期 春季 开课单位 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院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主讲教师 何世文 职称 副教授 联系电话 18975334358 

备讲教师 蹇海根 职称 副教授 联系电话 13874809046 

总学时 32 
其 

中 

讲    课 32 

实践课时 0 

学分 2.0 教学方式 课堂教学、考试 

面向专业 冶金工程 
考核 

方式 

☑考试 

□考查 

预修课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材料性能学、材料分析方法 

课程内容 ： 

绪论（2 学时） 

本章教学基本内容：了解课程目的和意义、主要概念；学习掌握有关材料结

构与性能的基本概念。 

第 1 章 材料的结构与受力形变（4 学时） 

1.1 应力与应变   

1.2 材料的结构与弹性形变 

1.3 材料的结构与塑性形变 

1.4 材料的结构与高温蠕变 

本章教学基本内容：掌握材料的应力－应变曲线；弹性模量的微观、宏观规

律；弹性模量与某些物理参量关系；晶格滑移与孪晶；塑性形变的位错运动理论；

蠕变机理；蠕变断裂。 

第 2 章 材料的脆性断裂与强度（6 学时） 

2.1 固体材料的理论强度  

2.2 材料的断裂强度  

2.3 裂纹的起源与扩展的能量判据 



 

 

2.4 材料的断裂韧性 

2.5 材料的结构与强化增韧 

2.6 材料的硬度 

本章教学基本内容：掌握固体材料的理论强度：材料的断口特征；裂纹尖端

应力集中问题；材料的断裂强度；裂纹的起源；裂纹的扩展方式；材料的结构与

强化增韧；硬度的表示方法；纳米材料的硬度。 

第 3 章 材料的结构与热学性能（6 学时） 

3.1 晶格热振动  

3.2 材料的结构与热膨胀  

3.3 材料的结构与热传导   

3.4 材料的结构与抗热冲击性能  

本章教学基本内容：掌握材料的热膨胀与热膨胀系数；固体材料热膨胀机理；

热膨胀与其他物理性能的关系；固体材料的微观、宏观规律；材料结构与热导率

的关系；材料的抗热震性及其表示方法；材料结构与抗热震性的关系。 

第 4 章 材料的结构与磁学性能（4 学时） 

4.1 固体物质的磁性来源   

4.2 固体物质的磁性分类 

4.3 磁畴与磁化曲线 

4.4 铁氧体的结构与磁性 

4.5 磁性材料的结构与性能 

4.6 磁性材料的物理效应 

本章教学基本内容：掌握固体材料的磁性分类；磁化曲线和磁滞回线；铁氧

体的结构与性能；软磁材料、永磁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磁性材料的磁致伸缩效应、

磁各向异性、磁声效应、磁光效应、磁电效应、磁光效应、巨磁阻效应、磁致温

差效应。 

第 5 章 材料结构与电导（4 学时） 

5.1 材料导电的本质  

5.2 金属材料的电导 

5.3 离子材料的电导 

5.4 电子电导 

5.5 材料的超导电性 



 

 

5.6 能带理论初步 

本章教学基本内容：掌握材料导电的本质；典型的光电材料的结构与性能；

超导体的两个基本特征；超导体的三个参数；超导体的分类及类型；超导材料的

应用。 

第 6 章 材料的结构与介电性能（2 学时） 

6.1 材料的结构与介质的极化  

6.2 高介晶体的结构与极化  

6.3 无机材料的极化 

6.4 电介质的介质损耗 

6.5 材料的介电强度 

6.6 铁电性与结构的关系 

6.7 压电性与材料结构的关系 

本章教学基本内容：掌握材料的结构与介质的极化；介质损耗；晶体的铁电

性；铁电体的结构与自发极化的微观机理；铁电体的相变；电畴结构；压电效应

压电性与晶体结构的关系。 

第 7 章 材料的结构与光学性能（2 学时） 

7.1 材料的非线性光学性能  

7.2 材料的线性光学性能 

7.3 材料的表面特征与光泽 

7.4 材料的结构与透光性能 

7.5 材料的颜以与呈色机理 

7.6 新型光功能材料简介 

7.7 材料的负折射和光子晶体 

本章教学基本内容：掌握非线性光学材料的结构和性能的关系；材料的结构

与折射率关系；表面反射率与折射率的关系；材料的散射与折射率、材料的结构

与透光性；三原色和材料的颜色；材料的着色与呈色机理；材料的负折射。 

第 8 章 材料表面结构与润湿性能（2 学时） 

8.1 疏水理论基础  

8.2 C/SiO2 复合薄膜的微观结构与接触角  

8.3 浸润性转变 

本章教学基本内容：掌握静态接触角理论；滚动角理论；表面粗糙度对润湿



 

 

的影响；纳米针结构；溶剂控制浸润性转变；热响应浸润性转变；光咯应浸润性

转变；自修复超疏水表面。 

课程内容英文简介 

In this course, the basic theories of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course includes Structural 

and mechanical deformation of materials, fragile fracture and strength of materials，

structure and thermological properties of materials,structure and magnetism of 

materials, material structure and conductivity, structure and dielectric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structure and optical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surface structure and wetting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课程教学目标及重点、难点： 

本课程的目标在于让学生学习和掌握有关材料结构与性能的基本理论，材料

的受力形变，材料的脆性断裂强度，材料的热学性能，磁光性能，介电性能，光

学性能等与结构的关系。课程的重点及难点是让学生能够从材料结构与性能关系

的一般角度来认识材料和研究材料，让学生能应用所学知识来解决今后从事材料

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教学要求： 

学生学完本课程后应能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1. 掌握材料结构与性能所涉及的主要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 

2. 能够应用结构与物性所学的知识解决在今后从事材料物理的研究、工艺

开发、材料设计与加工等方面所遇到的一些有关的理论和实验问题。 

3. 结合材料结构与性能之间关联的最新研究成果，让学生了解材料最新、

最前沿的成果和应用。 

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教材： 

陈玉清，陈云霞主编.《材料结构与性能》.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 年. 

主要参考书： 

黄维刚，薛冬峰主编.《材料结构与性能》.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年. 

大作业： 

结合自己所研究材料体系，写一篇有关材料结构和性能关系的小论文。 

 



 

 

 

湖南工业大学 

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 
 

 

 

 

 

 

 

 

姓        名    李永海       

学        号  M15085205001   

年        级     2015级     

指导教师姓名      陈晗       

专业学位领域      硕士       

专  业  方 向  新能源材料    

所在学院(部)冶金工程学院     

 

 

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处制 

二〇一五年九月  



 

 

 

填 表 说 明 

 

1. 本计划系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请参照本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

由研究生指导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协商制定。 

2. 依据培养方案中的研究方向来确定个人专业研究方向，长度不宜超过

20 字，课题题目及实践、学术活动等应与其吻合。 

3. 培养目标参考培养方案填写和细化。 

4. 课题研究包括工作内容、方式和该阶段的指导教师，时间具体到年月。 

5. 本计划一式二份：一份交所在学院（部）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一份交

研究生处培养办。 

6. 本表采用 A4双面打印。 

 

 

 

 

 

 

 

 

 

 



1、总体要求 

培养目标 
培养材料工程领域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系统、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

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培养方式                √ 指导小组形式     个人指导为主 

指 

导 

小 

组 
成 

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分工 指导期限 所在单位 

范长岭 男 36 副教授 校外指导 半年 湖南大学 

丁智辉 男 54 工程师 实践指导 半年 南方有色焊材 

丁燕鸿 女 47 高级工程师 校内指导 3 年 湖南工业大学 

       

注：在打，专业学位原则上采用指导小组形式指导，需填写指导小组成员，不包括第一导

师。 

2、课程学习计划 

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考核 

方式 

学分

小计 

学 

位 

课 

程 

 

公

共

课 

 

9100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

实践研究 
2 36 1 研究生院 考试 

7学

分 
91003003 综合英语 4 64 2 研究生院 考试 

9100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研究生院 考试 

专

业

课 

014110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2.5 40 1 冶金学院 考试 

14学

分 

01411002 冶金物理化学 2.5 40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1003 冶金物理化学研究方法 2 32 2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1004 材料分析与测试技术 2 32 2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1005 学科前沿讲座 1 16 2 冶金学院 考查 

01411006 材料结构与性能 2 32 2 冶金学院 考试 

91013003 数值分析 2 32 2 研究生院 考试 

选 

修 

课 

01412001 冶金反应工程学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5学

分 
01412002 冶金新技术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3 金属材料学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5 特种陶瓷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6 现代粉末冶金技术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13 材料工程案例分析  2 32 2 冶金学院 考查 

014120014 冶金工程案例分析  2 32 2 冶金学院 考查 

91008001 信息检索与知识产权 1 20 2 研究生院 考查 

91002002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 20 1 研究生院 考查 

必修 

环节 

91000003 工程实践 6   研究生院 考查 
7学分 

91000004 学术活动 1   研究生院 考查 

补 

修 

课 

01400001 冶金原理 
按本科教学计划

进行，考试成绩

60分为合格 

冶金学院 考试 

同等

学力

及跨
学科

学生

补修 
01400003 无机非金属材料概论 冶金学院 考试 

3、课题工作计划 

题目 锂离子电池磷酸基正极材料的制备及其改性研究 

时间 工作内容 指导教师 

2015.9-2015.10 论文选题 陈晗 

2017.3-2017.4 
论文开题：在第二学期末第三学期初完成论文的开题工

作。 
陈晗 

2017.9-2017.10 

论文写作：第五学期初写出论文初稿，第五学期一月前写

成论文正稿；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学生本人独立

完成。 

陈晗 

2018.4 论文答辩：第五学期安排学位论文答辩。 陈晗 

2018.6 
发表论文：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每位研究生必须在国内外

公开发行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录用待发表)一篇论文 
陈晗 

4、专业实践计划 

实施方式 内容 目的和要求 起止日期 指导教师 

集中综合

实训 

参加职业素养、专

业能力提升的培训 

提升专业能力

和综合能力 

2016.3-2016.7  周静茹 







 

 

 

湖南工业大学 

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 
 

 

 

 

 

 

 

 

姓          名   罗 健             

学          号 M15085205005        

年          级    2015级             

指导教师姓名    蹇海根                                           

专业学位领域   工程硕士                  

专  业  方  向   冶金工程                             

所 在 学 院(部)冶金工程学院         

 

 

 

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处制 

二〇一五年九月 



 

 

 

 

 

填 表 说 明 

 

1. 本计划系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请参照本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

由研究生指导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协商制定。 

2. 依据培养方案中的研究方向来确定个人专业研究方向，长度不宜超过

20字，课题题目及实践、学术活动等应与其吻合。 

3. 培养目标参考培养方案填写和细化。 

4. 课题研究包括工作内容、方式和该阶段的指导教师，时间具体到年月。 

5. 本计划一式二份：一份交所在学院（部）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一份交

研究生处培养办。 

6. 本表采用 A4双面打印。 

 

 

 

 

 

 

 

 

 



 

1、总体要求 

培养目标 
培养材料工程领域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系统、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

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培养方式                √ 指导小组形式     个人指导为主 

指 

导 

小 

组 

成 

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分工 指导期限 所在单位 

丁智辉 男 54 工程师 实践指导 1年 南方有色焊材 

周书助 男 50 教授 实验指导 1年 湖南工业大学 

范才河 男 40 
助理研

究员 
培养指导 1年 湖南工业大学 

注：在打，专业学位原则上采用指导小组形式指导，需填写指导小组成员，不包括第一导

师。 

2、课程学习计划 

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考核 

方式 

学分

小计 

学 

位 

课 

程 

 

公

共

课 

 

9100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

实践研究 
2 36 1 研究生院 考试 

7分 91003003 综合英语 4 64 2 研究生院 考试 

9100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研究生院 考试 

专

业

课 

014110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2.5 40 1 冶金学院 考试 

14分 

01411002 冶金物理化学 2.5 40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1003 冶金物理化学研究方法 2 32 2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1004 材料分析与测试基础 2 32 2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1005 学科前沿讲座 1 16 2 冶金学院 考查 

01411006 材料结构与性能 2 32 2 冶金学院 考试 

91013003 数值分析 2 32 2 研究生处 考试 

选 

修 

课 

01412001 冶金反应工程学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5分 

01412002 冶金新技术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3 金属材料学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5 特种陶瓷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6 现代粉末冶金技术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13 材料工程案例分析 2 32 2 冶金学院 考查 

014120014 冶金工程案例分析 2 32 2 冶金学院 考查 

91008001 信息检索与知识产权 1 20 2 研究生院 考查 

91002002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 20 1 研究生院 考查 

必修环

节 

91000003 工程实践 6   研究生院 考查 
7分 

91000004 学术活动 1   研究生院 考查 

补 

修 

课 

       

无        

       

3、课题工作计划  

题目 铝合金焊接 

时间 工作内容 指导教师 

2015.9-2015.10 论文选题 蹇海根 

2017.3-2017.4 
论文开题：在第二学期末第三学期初完成论文的开题工

作。 
蹇海根 

2017.9-2017.10 

论文写作：第五学期初写出论文初稿，第五学期一月前写

成论文正稿；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学生本人独立

完成。 

蹇海根 

2018.4 论文答辩：第五学期安排学位论文答辩。 蹇海根 

2018.6 
发表论文：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每位研究生必须在国内外

公开发行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录用待发表)一篇论文 
蹇海根 

4、专业实践计划 

实施方式 内容 目的和要求 起止日期 指导教师 

集中综合

实训 

 

 

参加职业素养、专

业能力提升的培训 

提升专业能力

和综合能力 

2016年 7月至 2016年 9

月 

周静茹 







 

 

 

 

湖南工业大学 

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 
 

 

 

 

 

 

 

 

姓          名    谭敏        

学          号 M15085205006   

年          级    2015 级      

指导教师姓名    刘建华    

专 业 位 领 域 有色冶金工程   

专  业  方 向湿法冶金与电化学  

所在学院（部）冶金工程学院    

 

 

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处制 

二〇一五年九月



 

 

 

 

 

填 表 说 明 

 

1. 本计划系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请参照本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

由研究生指导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协商制定。 

2. 依据培养方案中的研究方向来确定个人研究方向，长度不宜超过20字，

课题题目及实践、学术活动等应与其吻合。 

3. 培养目标参考培养方案填写和细化。 

4. 课题研究包括工作内容、方式和该阶段的指导教师，时间具体到年月。 

5. 本计划一式三份：一份交所在学院（部）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二份交

研究生处培养办。 

6. 本表采用 A4双面打印。 

 

 

 

 

 

 

 

 

 



 

1、总体要求 

培养目标 

主要为大中型冶金和材料制备企业培养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系统、

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工程技术人

才和管理人才。 

培养方式  指导小组形式     个人指导为主 

指 

导 

小 

组 

成 

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分工 指导期限 所在单位 

刘一宁 男 57 教授 实验和专

业实践 

3 年 株冶集团 

       

       

       

       

       

注：专业学位原则上采用指导小组形式指导，在 打，采用指导小组形式则需填写指导小组

成员，不包括第一导师。 

2、课程学习计划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考核 

方式 
学分小计 

学 

位 

课 

程 

 

公

共

课 

 

9100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2 36 1 研究生院 考试 

7 学分 9100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研究生院 考试 

91003003 综合英语 4 64 1 研究生院 考试 

专

业

课 

91013003 数值分析 2 32 2 研究生院 考试 

14 学分 

014110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2.5 40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1002 冶金物理化学 2.5 40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1003 冶金物理化学研究方法 2 32 2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1004 材料分析与测试技术 2 32 2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1005 学科前沿讲座 1 16 2 冶金学院 考查 

01411006 材料结构与性能 2 32 2 冶金学院 考试 

91013003 数值分析 2 32 2 研究生处 考试 



 

选 

修 

课 

01412001 冶金反应工程学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5 学分 

01412002 冶金新技术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3 金属材料学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5 特种陶瓷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6 现代粉末冶金技术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13 材料工程案例分析 2 32 2 冶金学院 考查 

014120014 冶金工程案例分析 2 32 2 冶金学院 考查 

91008001 信息检索与知识产权 1 20 2 研究生院 考查 

91002002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 20 1 研究生院 考查 

必修 

环节 

91000003 工程实践 6   研究生院  
7 学分 

91000004 学术活动 1   研究生院  

补 

修 

课 

       

无        

       

3、课题工作计划 

题目 提高锌阴极铝板脱锌效率及耐腐蚀性能的研究 

时间 工作内容 指导教师 

2015.9-2015.10 论文选题 刘建华 

2016.3-2016.9 
论文开题：在第二学期末第三学期初

完成论文的开题工作。 
刘建华 

2017.3-2017.10 

论文写作：第四学期初写出论文初

稿，第五学期完成论文正稿；学位论

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学生本人独立

完成。 

刘建华 

2018.4 
论文答辩：第六学期安排学位论文答

辩。 
刘建华 

2018.6 

发表论文：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每位

研究生必须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学术

刊物上发表(或录用待发表)一篇论

文 

刘建华 



 

4、专业实践计划 

实施方式 内容 目的和要求 起止日期 指导教师 

集中综合

实训 

参加职业素养、专

业能力提升的培

训 

完成联合培养基

地给出的《工程

实践综合实训评

价表》为考核依

据 

2016.7-2016.8 周静茹 

专业实践 

参加株冶试验中

心关于电积锌过

程中铝阴极耐腐

蚀的研发工作 

完成《全日制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专业实践考核

表》为考核依据 

2016.9-2017.10 刘一宁 

注：实施方式包括工程实践、艺术实践和体育指导教学等方式，具体要求依照培养方案，并

进行相应的实践考核。 

 

5、学术活动计划 

内容 本人角色 计划时间 地点 

第十届冶金院长会议 聆听学术讲座 2015.11-2015.12 校内 

冶金材料化 专题报告 2015.11-2015.12 校内 

研究生联合培养交流会 会议交流 2015.12-2016.1 校内 

高水平科技论文写作与发表 聆听学术讲座 2015.12-2016.1 校内 

工程实践经验汇报 专题报告 2016.10-2016.12 校内 

冶金工程学术报告 聆听学术讲座 2017.8-2017.10 校内 

学位论文讲座 聆听学术讲座 2018.4-2018.6 校内 

注：本人角色分为：专题报告、专业主题活动、会议交流、聆听学术讲座等形式。学术活动

次数及要求依照培养方案要求填写。 

 





 

 

 

 

湖南工业大学 

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 
 

 

 

 

 

 

 

 

姓          名   汤郡         

学          号  M15085205004  

年          级     15级      

指导教师姓名   周书助    

专业学位领域    工程硕士    

专  业  方  向   冶金工程     

所在学院（部）  冶金工程学院  

 

 

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处制 

二〇一五年九月



 

 

 

 

 

填 表 说 明 

 

1. 本计划系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请参照本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

由研究生指导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协商制定。 

2. 依据培养方案中的研究方向来确定个人专业研究方向，长度不宜超过

20字，课题题目及实践、学术活动等应与其吻合。 

3. 培养目标参考培养方案填写和细化。 

4. 课题研究包括工作内容、方式和该阶段的指导教师，时间具体到年月。 

5. 本计划一式二份：一份交所在学院（部）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一份交

研究生处培养办。 

6. 本表采用 A4双面打印。 

 

 

 

 

 

 

 

 

 



 

1、总体要求 

培养目标 
培养材料工程领域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系统、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

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培养方式                √ 指导小组形式     个人指导为主 

指 

导 

小 

组 

成 

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分工 
指导

期限 
所在单位 

颜练武 男 41 高级工程师 指导实验方案设计 3年 湖南工业大学 

陈响明 男 51 高级工程师 指导试样制备工艺 2年 

株洲钻石切削

刀具股份有限

公司 

彭英彪 男 29 讲师 指导试样检测与分析 3年 湖南工业大学 

注：在打，专业学位原则上采用指导小组形式指导，需填写指导小组成员，不包括第一导

师。 

2、课程学习计划 

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考核 

方式 

学分

小计 

学 

位 

课 

程 

 

公

共

课 

 

9100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

实践研究 
2 36 1 研究生院 考试 

7学分 91003003 综合英语 4 64 1 研究生院 考试 

9100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2 研究生院 考试 

专

业

课 

014110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2.5 40 1 冶金学院 考试 

14学

分 

 

01411002 冶金物理化学 2.5 40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1003 冶金物理化学研究方法 2 32 2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1004 材料分析与测试技术 2 32 2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1005 学科前沿讲座 1 16 2 冶金学院 考查 

01411006 材料结构与性能 2 32 2 冶金学院 考试 

91013003 数值分析 2 32 2 研究生院 考试 

选 

修 

课 

01412001 冶金反应工程学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5学分 
01412002 冶金新技术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3 金属材料学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5 特种陶瓷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6 现代粉末冶金技术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7 纳米材料制备技术 2 32 2 冶金学院 考查 

014120011 新能源材料 2 32 2 冶金学院 考查 

014120013 材料工程案例分析 2 32 2 冶金学院 考查 

014120014 冶金工程案例分析 2 32 2 冶金学院 考查 

91008001 信息检索与知识产权 1 20 2 研究生院 考查 

91002002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 20 1 研究生院 考查 

必修 

环节 

91000003 工程实践 6   研究生院 考查 
7学分 

91000004 学术活动 1   研究生院 考查 

3、课题工作计划 

题目 硼化钛基硬质材料的研究 

时间 工作内容 指导教师 

2016.3-2016.7 论文选题 周书助 

2016.9-2017.1 
论文开题：在第二学期末第三学期初完成论文的开题工

作。 
周书助 

2017.3-2018.1 

论文写作：第五学期初写出论文初稿，第五学期一月前写

成论文正稿；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学生本人独立

完成。 

周书助 

2018.3-2018.4 论文答辩：第五学期安排学位论文答辩。 周书助 

2018.5 
发表论文：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每位研究生必须在国内外

公开发行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录用待发表)一篇论文 
周书助 

4、专业实践计划 

实施方式 内容 目的和要求 起止日期 指导教师 

集中综合

实训 

参加职业素养、专业能力

提升的培训 

提升专业能力和

综合能力 
2016.7-2016.8 周静茹 

专业实践 
在钻石工业园进行硼化钛

硬质合金相关工作的研究 

提高学生专业水

平 
2016.9-2017.10 陈响明 

注：实施方式包括工程实践、艺术实践和体育指导教学等方式，具体要求依照培养方案，并

进行相应的实践考核。 

 







 

 

 

 

湖南工业大学 

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 
 

 

 

 

 

 

 

 

姓          名    田思雨      

学          号 M15085205002   

年          级    2015 级      

指导教师姓名    陈艺锋    

专 业 位 领 域    工程硕士    

专  业  方 向    冶金工程     

所在学院（部）冶金工程学院    

 

 

湖南工业大学研究生处制 

二〇一五年九月



 

 

 

 

 

填 表 说 明 

 

1. 本计划系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请参照本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

由研究生指导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协商制定。 

2. 依据培养方案中的研究方向来确定个人研究方向，长度不宜超过20字，

课题题目及实践、学术活动等应与其吻合。 

3. 培养目标参考培养方案填写和细化。 

4. 课题研究包括工作内容、方式和该阶段的指导教师，时间具体到年月。 

5. 本计划一式三份：一份交所在学院（部）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二份交

研究生处培养办。 

6. 本表采用 A4双面打印。 

 

 

 

 

 

 

 

 

 



 

1、总体要求 

培养目标 
培养材料工程领域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系统、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

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培养方式  指导小组形式     个人指导为主 

指 

导 

小 

组 

成 

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分工 指导期限 所在单位 

王宇菲 女 52 教授 学术指导 2015.9-2018.4 湖南工业大学 

叶龙刚 男 32 博士 学术指导 2015.9-2018.4 湖南工业大学 

夏中卫 男 45 高级工程师 学术指导 2015.9-2018.4 株洲冶炼集团 

注：专业学位原则上采用指导小组形式指导，在 打，采用指导小组形式则需填写指导小组

成员，不包括第一导师。 

2、课程学习计划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考核 

方式 
学分小计 

学 

位 

课 

程 

 

公

共

课 

 

9100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2 36 1 研究生院 考试 

7 学分 9100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研究生院 考试 

91003003 综合英语 4 64 1 研究生院 考试 

专

业

课 

91013003 数值分析 2 32 2 研究生院 考试 

14 学分 

014110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2.5 40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1002 冶金物理化学 2.5 40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1003 冶金物理化学研究方法 2 32 2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1004 材料分析与测试技术 2 32 2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1005 学科前沿讲座 1 16 2 冶金学院 考查 

01411006 材料结构与性能 2 32 2 冶金学院 考试 

91013003 数值分析 2 32 2 研究生处 考试 

选 

修 

课 

01412001 冶金反应工程学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5 学分 
01412002 冶金新技术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3 金属材料学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5 特种陶瓷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6 现代粉末冶金技术 2 32 1 冶金学院 考试 

014120013 材料工程案例分析 2 32 2 冶金学院 考查 

014120014 冶金工程案例分析 2 32 2 冶金学院 考查 

91008001 信息检索与知识产权 1 20 2 研究生院 考查 

91002002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 20 1 研究生院 考查 

必修 

环节 

91000003 工程实践 6   研究生院  
7 学分 

91000004 学术活动 1   研究生院  

补 

修 

课 

01400001 冶金原理 按本科教学计划

执行，考试成绩

60分为合格 

冶金学院 考试 同等学力及

跨学科学生

补修 01400003 无机非金属材料概论 冶金学院 考试 

3、课题工作计划 

题目 提高锌阴极铝板脱锌效率及耐腐蚀性能的研究 

时间 工作内容 指导教师 

2015.9-2015.10 论文选题 陈艺锋 

2016.3-2016.9 
论文开题：在第二学期末第三学期初完成论文的开题

工作。 
陈艺锋 

2017.3-2017.10 

论文写作：第五学期初写出论文初稿，第五学期完成

论文正稿；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学生本人独

立完成。 

陈艺锋 

2018.4 论文答辩：第六学期安排学位论文答辩。 陈艺锋 

2018.6 

发表论文：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每位研究生必须在国

内外公开发行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录用待发表)一篇

论文 

陈艺锋 

4、专业实践计划 

实施方式 内容 目的和要求 起止日期 指导教师 

集中综合

实训 

参加职业素养、专业

能力提升的培训 

提高学生专业技能以

及社会实践经验 
2016.7-2016.8 周静茹 

专业实践 
在株冶冶金厂进行铅

冶金相关工作的研究 
提高学生专业水平 2016.7-2017.10 刘一宁 

注：实施方式包括工程实践、艺术实践和体育指导教学等方式，具体要求依照培养方案，并

进行相应的实践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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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株 洲 市 科 学 技 术 局
株 洲 市 财 政 局

各有关单位：

株洲市 2017年度科技专项的安排，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

作，以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众创空间建设为总抓手，

围绕创新主体做优做强、服务体系优化完善等重点任务，努力推动

新常态下全市科技工作实现新发展，发挥科技对经济的支撑引领

作用。经市政府批准，现将株洲市 2017年度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专项资金第二批科技计划下达给你们（见附件），请你

们接此通知后，认真组织项目实施，项目经费严格按照《国务院关

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

关于下达株洲市 2017年度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专项资金第二批科技计划的通知

株科发〔2017〕68号



也2014页11号）等有关规定使用。

附件：株洲市 2017年度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专项

资金第二批科技计划安排表

— 2 —

绎绎

株洲市科学技术局 株洲市财政局

2017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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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株洲市 2017年度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专项资金第二批计划安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公司名称 金额 备注 

重点研发项目 

1 汽车工业涂装废水处理工艺优化研究与应用示范 湖南大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  

2 抗病毒药物富马酸替诺福韦关键技术研究与攻关 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  

3 基于声像综合控制技术的多格式媒体路由交换系统的开发 株洲华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5  

4 全自动推进式碳化炉产业化 株洲新和工业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15  

5 系列木质复合材料加工用高端硬质合金刀具的开发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10  

6 基于机器视觉的 PCBA智能排错系统开发 湖南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10  

7 反应尼龙阻燃耐磨关键技术研究 株洲时代电气绝缘有限责任公司 10 株洲县 

8 湿法混炼石墨烯/橡胶复合材料研制与应用 中国化工株洲橡胶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0  

9 超白纳米焦锑酸钠制备关键技术的优化研究与产业化 株洲安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  

10 风电数字化形影系统正反工程研究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10  

11 机车调车作业安全防控系统开发 株洲太昌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  

12 隧道内无砟轨道用混凝土支承块制造技术研究 中铁株洲桥梁有限公司 10  

13 新能源锂电池三元正极材料用全自动辊道窑的研制及产业化 湖南省醴陵市科发窑炉热工设备有限公司 10 醴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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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公司名称 金额 备注 

14 高品质陶瓷自动化生产设备的研制与产业化 湖南双龙智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0 醴陵 

15 防微振橡胶空气弹簧研制 株洲飞马橡胶实业有限公司 10  

16 基于碳热还原法的碳化钛粉体性能改进研究与应用 株洲华斯盛高科材料有限公司 10 炎陵 

17 机械液压式燃调技术攻关 湖南航翔燃气轮机有限公司 10  

18 “双十”航空发动机紧固件研制 中航动力株洲航空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10  

19 点线啮合齿轮在重卡桥中的研发 汉德车桥（株洲）齿轮有限公司 10  

20 轨道交通环氧树脂胶粘剂的研发及应用 株洲世林聚合物有限公司 10  

21 高性能超粗晶粒硬质合金制备工艺的研究与开发 株洲金鼎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10  

22 轨道交通车辆车轴喷钼关键技术研发与攻关 株洲九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0  

23 KX635-200牙轮钻头研究与开发 湖南天鹰钻机制造有限公司 10  

24 高强度碳纤维树脂基复合新材料及关键技术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 5  

25 汽车车身冲压工艺与模具关键技术攻关 株洲汇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  

26 智能化模块式空气干燥器系列研发 株洲壹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27 6Mpa真空脱蜡加压烧结炉的研究 株洲瑞德尔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0  

28 基于绿色低碳数字化智慧照明组式 LED 投光灯的研发 众普森科技（株洲）有限公司 10  

29 复杂装备智能运维大数据平台关键技术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 5  

30 轨道交通用变压器油泵冷却系统开发 株洲市荣达铁路机电有限公司 10  

31 纳米碳酸钙粉体的可控制备技术开发与应用 湖南省恒旺碳酸钙有限公司 10 攸县 

32 智能光纤激光金属切割技术研发 株洲华赢实业有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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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公司名称 金额 备注 

33 动车用水性涂料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 株洲市九华新材料涂装实业有限公司 10  

34 中国标准动车辅助变流器电气屏柜研发 株洲日望精工有限公司 10  

35 芳纶蜂窝夹芯结构复合材料的应用研究 株洲电力机车广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  

小  计 370  

公益民生项目 

1 木竹全资源高值化利用技术示范与推广 炎陵振盛木业有限公司 10 炎陵 

2 腐植酸强化蓖麻生物修复技术开发并用于镉污染耕地治理示范 湖南正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0  

3 绿色优质稻米种植及加工技术示范应用 湖南省恒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0 攸县 

4 生猪标准化人工授精技术应用与示范推广 茶陵县源盛养殖专业合作社 5 茶陵 

5 百合抗除草剂与雄性不育分子育种及新品种的推广应用 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5  

6 “酵素”技术农业种植领域研究与推广 攸县豪原七一家庭农场 5 攸县 

7 茶陵紫皮大蒜脱毒研究及原种繁育 茶陵县平水水源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5 茶陵 

8 葡萄根域限制栽培新模式的研究与示范 株洲市芦淞区淞湘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 5  

9 中华鳖营养需求及生态养殖技术研究与示范 株洲康情农副产品供销有限公司 5  

10 “早春蔬菜-水稻-冬闲蔬菜”生态栽培模式示范与推广 醴陵市皓缘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5 醴陵 

11 农村家庭粪便快速处理关键技术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 5  

12 油茶产业扶贫项目 茶陵乐源油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5 茶陵 

13 明扬标准化生态种养殖循环综合利用技术推广示范基地建设项

目 株洲市明扬农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5  

14 粮食包装储运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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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公司名称 金额 备注 

15 攸县麻鸭选育与杂交利用项目 攸县鸿华麻鸭业有限责任公司 5 攸县 

16 山羊交配繁殖技术示范与推广 株洲市荷塘区醒狮农民专业合作社 5  

17 鳝鱼生态（网箱）养殖技术研究及示范 株洲县亮腾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5 株洲县 

18 防震减灾志愿者队伍及服务体系建设 株洲市地震局 20  

19 高纯度仿生农药杀虫单合成工艺改进研究 湖南昊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2  

20 硝酸奥昔康唑乳膏及其原料药合成工艺改进研究 湖南中威制药有限公司 10  

21 输卵管复通汤对输卵管性不孕鼠TLR4/MYD88/NF-KB通路的影响研
究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 6  

22 全胸腔颈左心耳切除术在部分房颤病人替代药物抗凝预防缺血

性脑卒中的可行性 
株洲凯德心血管病医院 6  

23 愈疡生肌方熏洗联合壳聚糖生物膜护伤喷膜剂治疗糖尿病足的临床

研究 
株洲市二医院 6  

24 心血管疾病的区域协同防治体系建设的探索研究 攸县人民医院 6 攸县 

25 部分吻合器经肛门直肠切除术联合 Bresler术治疗直肠前突合并
直肠内套的研究 株洲市三三一医院 6  

26 抗原特异性 CD8+T细胞在多发性硬化治疗上的意义研究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 6  

27 SWI评估急性脑梗死临床预后及侧枝循环的研究 株洲市中心医院 6  

28 基于低剂量雌激素药物（优思悦）治愈青春期功血的临床应用研究 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6  

29 科技活动周及科技项目管理 株洲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60  

小  计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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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公司名称 金额 备注 

市级创新平台 

1 株洲市轨道交通传感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湘依铁路机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5  

2 株洲市车端连接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株洲九方制动设备有限公司 5  

3 自主可控 3C产品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5  

4 株洲市珐琅彩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醴陵红玉红瓷有限责任公司 5 醴陵市 

5 株洲市大功率整流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科瑞变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5  

6 株洲市微纳结构复合材料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工业大学 5  

7 株洲市矿物加工智能化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株洲天桥舜臣选煤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5  

8 株洲市有色冶金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株洲优瑞科有色装备有限公司 5  

9 株洲市风湿免疫病临床医疗技术示范基地 株洲市中心医院 10  

10 株洲市妇产科临床医疗技术示范基地 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10  

11 无患子种植加工全产业链示范基地 湖南省仙泉自然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 攸县 

12 茶陵黄牛繁育示范基地 茶陵县林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5 茶陵 

13 良种苗木科技创新产业示范基地 醴陵市长水花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5 醴陵 

14 株洲县三赢生态环保种养殖科技示范基地 株洲县三赢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5 株洲县 

小  计 80  

市级众创空间、星创天地及农业科技特派员专项 

1 工业互联网专业众创空间 湖南山下出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  

2 嘉德梦工厂众创空间 株洲嘉德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  

Chen
高亮

Chen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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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公司名称 金额 备注 

3 服饰与文化众创空间 株洲迪凯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5  

4 醴陵瓷城众创空间 醴陵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 5 醴陵市 

5 “杨家寨”星创天地 株洲市杨家寨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5  

6 金紫峰油茶星创天地 炎陵县东风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 5 炎陵 

7 南湖·星创天地 湖南恒汇达生态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5  

8 神福生态渔业星创天地 醴陵市神福生态渔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5 醴陵 

9 新蚕梅星创天地 株洲市新蚕梅种养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5  

10 2017年市创新创业大赛奖金及工作经费 株洲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60  

11 反光膜对黄桃品质提升的作用与推广 炎陵县耕夫子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5 炎陵 

12 木薯北移高产栽培与木薯粉丝深加工工艺研发 醴陵大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5 醴陵 

13 优质稻品种的引进种植与示范推广 攸县万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5 攸县 

小  计 120  

基础研究 

1 优势产业前沿应用基础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 60  

2 FNAB与 PAX/PPARG融合基因对甲状腺结节的诊断价值研究 株洲市中心医院 3  

3 株洲城市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株洲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3  

4 新型环保桐油改性丙烯酸酯防腐涂料的研究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2  

5 株洲市政府主导型展会发展对策研究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2  

小  计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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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公司名称 金额 备注 

科技创新券（后补助） 

1 技术合同登记补助 株洲市技术转移促进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30  

2 科技服务补助 株洲鼎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5  

3 科技服务补助 湖南千金协力药业有限公司 5  

4 科技服务补助 株洲电力机车电机修造有限公司 5  

5 科技服务补助 湖南立方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  

6 专利承诺补助 株洲鼎新科技有限公司 5  

7 专利承诺补助 株洲中车天力锻业有限公司 5  

8 专利承诺补助 株洲市红博医学知识培训指导服务有限公司 5  

9 科技服务补助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  

10 科技服务补助 株洲旭阳机电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  

11 科技服务补助 湖南澳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  

12 科技服务补助 株洲九方制动设备有限公司 3  

13 科技服务补助 湖南永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  

14 科技服务补助 株洲市九华新材料涂装实业有限公司 3  

15 科技服务补助 湖南中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  

16 科技服务补助 株洲市微朗科技有限公司 3  

17 科技服务补助 株洲松本药业有限公司 3  

18 科技服务补助 株洲中达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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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公司名称 金额 备注 

19 科技服务补助 中铼新材料有限公司 3  

20 专利承诺补助 株洲新奥职教城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2  

21 科技服务补助 株洲合力电磁技术有限公司 1  

22 科技服务补助 湖南省悦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 茶陵 

23 科技服务补助 湖南昊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  

24 科技服务补助 湖南智谷焊接技术培训有限公司 1  

25 科技服务补助 株洲盈定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1  

26 科技服务补助 株洲瑞德尔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  

27 科技服务补助 湖南远见视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  

28 专利承诺补助 湖南港鹏实业有限公司 1  

29 专利承诺补助 株洲县德云养蜂专业合作社 1 株洲县 

30 专利承诺补助 醴陵陶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 醴陵 

小    计 110  

合    计 1000  

 



株洲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17年 12月 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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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株 洲 市 科 学 技 术 局
株 洲 市 财 政 局

各有关单位：

根据《株洲市百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认定办法（试行）》（株科

发〔2017〕57号），在县市区推荐、工作小组综合考察和专家评审的

基础上，经市政府批准，现将株洲市 2017年度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专项百项成果转化第一批项目补助资金下达给你们（见附

件），请你们接此通知后，认真组织项目实施，项目经费严格按照

《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4〕11号）等有关规定使用。

关于下达株洲市 2017年度
百项成果转化第一批项目补助的通知

株科发〔2017〕66号



附件：株洲市 2017年度百项成果转化第一批项目补助安排表

— 2 —

绎绎
株洲市科学技术局 株洲市财政局

2017年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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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株洲市 2017年度百项成果转化第一批项目补助安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公司名称 资金 备注 

1 轻质高强纤维基蜂窝材料研究及产业化 株洲时代华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注册) 200 株洲县 

2 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产业示范 湖南新九方科技有限公司 100  

3 储能式移动供电装置产业化 湖南力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注册) 100  

4 超声波无线远传智能水表研发与应用 株洲珠华水工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新注册) 100  

5 石墨烯电磁腔体新材料成套系统装备研发及新能源电池级碳

酸锂材料产业化 
湖南行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注册) 100  

6 二次注液机研发与产业化 湖南阿提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新注册) 100  

7 永磁无刷电机及直线电机产业化 湖南高精特电装备有限公司 50  

8 大重行业应用无人机研制及产业化 湖南星思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新注册) 50  

9 欧式电动葫芦国产化研发及产业化 湖南泰尔汀起重科技有限公司(新注册) 50  

10 中央节能保护设备研发及产业化 湖南行知聚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新注册) 50  

11 军工配套高性能难熔金属制品产业化 湖南九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注册） 20  

12 PTSD公共交通工具消毒器和 RHG快速止血枪项目产业化 湖南蔚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新注册) 20  

13 清渟智慧饮水管理物联网平台系统产业化 湖南清渟科技有限公司(新注册) 20  

14 新型 LED触控调光恒流驱动电源产业化 贵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 茶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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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公司名称 资金 备注 

15 生猪无抗生素饲养技术研究及优良种猪繁育关键技术产业化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  

16 竹类新材料及竹居产品产业化 株洲祥能新竹材产业园区(新注册) 20 株洲县 

17 LBC-1型主动润滑式密封制动缸产业化 株洲科盟车辆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20  

18 品牌服饰材料产业化 湖南迪凯服饰有限公司（新注册） 20  

19 接入分布式光储的终端用户协同控制系统产业化 株洲华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注册) 20  

20 高性能陶瓷膜产业化 湖南科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 醴陵 

21 金属 3D打印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株洲辉锐增材制造技术有限公司(新注册) 20  

22 1GQ-200旋耕机产业化 湖南一田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20 攸县 

23 电动转向助力伺服电机产业化 株洲罗伯特电机有限公司(新注册) 20  

24 无公害优质大米栽培、加工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株洲佳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新注册) 20 株洲县 

25 轨道交通系统软件研发和产业化 湖南酷客轨道装备有限公司(新注册) 20  

26 菌中王子—黑皮鸡枞菌产业化 株洲市金盟熹农业拓展有限公司 20 株洲县 

27 新型动力重载无人机研发及产业化 湖南斯凯拓航科技有限公司(新注册) 20  

28 耐高温耐腐蚀纳米涂层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 株洲科能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20  

29 蔬菜加工技术成果规模化应用 湖南湘春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0 株洲县 

30 智能用电网络控制系统产业化 湖南千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注册) 20  

31 射频微波多层瓷介电容器产业化 株洲宏达陶电科技有限公司 20  

成果转化长效平台建设项目 

1 刘梓葵-湖南工业大学材料基因研究所建设 湖南工业大学冶金材料学院 30  

合   计 1350  
 

Chen
高亮



株洲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17年 12月 2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