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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1978 1981 19961958

成立
有机化学系 成立

高分子系、高分子材料研究所

获硕士学位授予权
高分子材料专业

1986

全国重点学科
高分子材料学科

1987

成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获博士学位授予权
高分子材料专业

1998 2007

国家级特色专业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成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2008

材料科学与工程
北京市重点学科

……2017

材料科学与工程
第四轮学科评估A-



聚合物工程系

生物材料系

有机功能材料系

复合材料系

炭及无机功能材料

现代大分子工程系

金属表面工程系

学院办公室

聚合物科学系

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研究所

先进弹性材料研究中心



师资队伍



引进

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
千人（1人）
长江（5人）
杰青（8人）
国家名师（1人）
北京市名师（2人）
优青（2人）
青年长江（1人）
973首席科学家（2人）
万人计划（3人）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2人）

教育部跨（新）世纪优秀
人才（24人）



Morinobu Endo
Shinshu Uni.  

Benjamin Chu
SUNY Stony Brook 

Thomas P.Russell
Massachussetts Uni.

邀请高层次海外学者来学院从事长期、短期学术交流活动，聘请同行业国际知名教授为兼职教授(39人)、客座教授（15

人），名誉教授（17人）平均每年邀请到约40人次海外专家为学生作学术报告，聘任2-3名专家为学院的兼职教授。

Eric Baer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

Yury Gogotsi
Drexel University

王中林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



科学研究



109/797

195/591    2011

    2017



七个学科特色方向

1. 聚合物材料的可控合成与制备

2. 聚合物凝聚态物理、结构与性能

3. 橡塑材料改性加工工程

4. 高性能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

5. 有机功能涂料和胶接材料

6. 医用高分子材料

7. 材料电化学过程与技术

• 以材料学科为主获批国防科工局与教育部共建高校

• GF特色学科成功获批

• 支持了兄弟学院GF特色学科重点申报



能源、环境
与智能材料

金属
环境劣化

与保护

生物医用材料

聚合物
凝聚态物理
结构与性能

塑料成型
加工原理及
高性能化

大分子设计
可控/活性
聚合

碳纤维及
复合材料

先进
弹性体

材料

杨万泰、汤华燊、吴一弦、李效玉
韩丙勇、邓建平、黄启谷

闫寿科、武德珍、李齐方
励杭泉、邱兆斌、袁洪福

张立群、田明、刘力
吴丝竹、吴友平、岳冬梅

于中振、张胜、张军营
汪晓东、王东、杜中杰

徐樑华、杨小平、仲伟虹
刘杰、张学军、迟伟东

徐福建、聂俊
陈晓农、尹梅贞

黄雅钦、蔡晴、郭新东

王峰、宋怀河
曹兵、石峰

杨儒、魏杰、王海侨

左禹、贾梦秋、赵景茂
李志林、王菊琳、熊金平



先进弹性体合成、改性和加工
国内橡胶领域唯一

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

国防科技创新团队

国内外最齐全学术队伍和研究平台

碳纤维及复合材料
国内碳纤维领域唯一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目前国内高校中规模最大，实力
最强，水平最高的科学研究和人
才培养的学科和基地

高分子材料合成与化学改性
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

高分子聚合方法最为齐全的学术队伍和研究平台：
阴/阳离子聚合、配位聚合、自由基聚合、

光聚合、缩合聚合和表面改性

先进功能材料和生物医用材料
生物医用材料北京实验室

年均800万元资助，快速发展



2017年在研：纵向项目 500 万以上项目 6项、 300~500 万项目 7项

新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3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16项

完成及在研（2013-2017）：

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430 余项 

企事业横向项目 880余项

科技经费总额近 77500万元

近五年，人均到款近 75 万元/年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新型生物
基橡胶材料制备技术及应用示

范(2017-2020) 
牵头单位北京化工大学，

负责人张立群，
国拨经费1200万元

基金重大项目：飞机子午线轮胎先
进复合材料及结构的设计与制造基

础研究(2018-2022)
牵头单位北京化工大学，

负责人张立群，
国拨经费1561万元



年份

发
表

论
文

篇
数

2017年：发表期刊论文570余篇

SCI论文470余篇（TOP254篇）



期刊 篇数 通讯联系人（作者） IF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2 张立群，苏志强 38.618

Progress in Polymer Science 1 张立群 25.766

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 1 徐福建（北京化工大学首篇） 20.268

Advanced Materials 3 张好斌（于中振）、石峰（成梦娇）（2篇） 14.829

ACS NANO 1 尹梅贞 13.942

Nano Energy 4 王峰（3篇）、徐斌 12.343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7 张好斌（于中振）、万鹏博、尹梅贞、张立群、徐福建
（3篇） 12.123

IF>10



2017年：申请专利250余项，授权143项



国际交流



佐
治

亚
理

工
学

院

主要合作院校：



主（承）办国际学术会议  8 次

主（承）办国内学术会议  9 次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580 余人次

国际会议大会报告  20余人次



Ø 与英国大学（University of Bradford）

Phil Coates 教授团队成立软物质技术

国际联合实验室

Ø 与法国里尔一大学签订博士生联合培

养合作协议

Ø 共计28名本科生和8名研究生通过联

合培养项目到海外学习



Ø 本年度新聘任6位教授为学校名誉教授及客座教授

Ø 新聘任5位教授为学校顾问（兼职）教授

Ø 邀请40余位国内外知名学者访问我院，或者直接参与科研和学生培养

（例如东京工业大学Toshio Nishi教授、加拿大工程院院士阿尔伯塔大学骆静

利教授、韩国碳材料专家刘承坤等）



Ø 成功举办“春晖计划—留德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

Ø  主办北京化工大学2017年启荣论坛--材料学院、理学院分论坛

Ø 主办（承办）国际会议2个，国内学术会议1个



高层次人才
与保障条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两院院士”）

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千人”）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杰青”）

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青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优青”）

长江学者青年学者项目入选者（“青年长江”）

其他社会公认经学校认定的高端人才



特设院士岗位，按照
规定聘任国家岗位。
采用“一事一议”方式对
其具体待遇进行讨论，
学校提供180平米住房。

采用“一事一议”方式确定
启动经费。
以两院院士为核心组建科
研团队，配套丰厚的科研
经费，实验室和办公用房；
配备全额事业编制科研助
手5人，招收博士后、博士、
硕士生若干。

提供配偶正式编制工作、子女推荐入学以及医疗等其他保障。



提供配偶正式编制工作、子女推荐入学以及医疗等其他保障。

学校特一级岗位，按照
规定聘任国家岗位。学
校为入选者提供70-150
万年薪，提供100-300
万元生活补贴；提供生
活周转用房，优秀者可
提供自主用房一套以及
人才优惠购房政策。

到岗工作后，中央财政提
供200-500万元的科研经
费支持。
以A类人才为核心组建科研
团队，配套丰厚的科研经
费，实验室和办公用房；
配备全额事业编制科研助
手2-3人，招收博士后、博
士、硕士生若干。



提供配偶工作、子女推荐入学以及医疗等其他保障。

学校二级岗位，按照规定
聘任国家岗位。学校为入
选者提供50-60万年薪，
提供70-200万元生活补
贴；提供生活周转用房，
优秀者可提供自主用房一
套以及人才优惠购房政策。

到岗工作后，中央财政提供
100-300万元的科研经费支
持；且学校按照国家科研经
费数额，为“青千”1:1配套科
研启动经费。
以准A类人才为核心组建科
研团队，配套实验室和办公
用房；配备全额事业编制科
研助手1人，招收博士后、
博士、硕士生若干。



学校四至二级岗位，
按照规定聘任国家
岗位。学校为入选
者提供30-60万元
生活补贴；提供生
活周转用房。

到岗工作后，中央财政提
供100-200万元的科研经
费支持。
以B类人才为核心组建科研
团队，配套科研经费，实
验室和办公用房；配备全
额事业编制科研助手1人，
招收博士后、博士、硕士
生若干。



Ø 在本领域内取得突出的学术成绩，具有担当教授职务岗位、博士生导师和某 学科研究方向学术
带头人的任职能力和水平，拥有丰富 的指 导研究生或青年教师的经验，发展潜 力巨 大，

Ø 年龄 一般 不 超 过40周岁 （学科建设急 需的可适 当放 宽），重点引进35周岁 以下青年优秀人才，
Ø 在未来5年内应达到“长江”和“杰青”相当的学术水平和综 合实力，并须 具备下列 条件：
（1）获得德国“洪堡”、“马普”、日本“JSPS”等基金资助，或在国际著名高校接受 高等教育并获得博
士学位，或在国内外著名高校、重要研究机构从事过两年以上的研究工作且具有长期出国留学经
历。
（2）近五年作为第一负责人承担过两项以上国家级项目
（3）近五年以排名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本学科领域的学术论文被SCI收录15篇（含）以
上或影响因子之和超 过50（工程技术类的影响因子之和超 过35），或他引次数之和超 过300，且在
本领域顶级学术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2篇以上。以排名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Science, 
Nature, Cell 等高水平论文的，论文数量不 做要求。



学校七至四级岗
位，按照规定聘
任国家岗位。学
校为入选者提供
生活周转用房。

到岗工作后，中央财政
提供50-100万元的科研
经费支持。
以C类人才为核心组建科
研团队，配套科研经费，
实验室和办公用房，招
收学生若干。



未来展望



4-5 项
学科建设

标志性成果

Ø 面向材料科学研究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材料科学与工程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为目标，以“顶天
”和“立地”为抓手，力争ESI进入前1‰，力争国家级科技三大奖上取得突破。

Ø 聚焦一流学科5个特色研究方向（碳纤维及高性能复合材料、特种橡胶及胶接材料、生物医用高分子

材料、高分子材料基因组学、新型能源材料方向）上的建设，在特色研究方向上实现国际引领。

力争建成世界一流材料学科

生物医用材料先进
功能材料

新增长点

材料学科的ESI排名跻身世界前 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跻身国内前 10 名

影响力大
特色鲜明



Ø 国家或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或工程中心1～-2个
Ø 积极申报GF重点实验室



引进：

增高层次人才计划（青千、优青以上）》>2名/年；

C类以上人才>3名/年；

省部级以上科研团队1～2个/年。

培养：

优青以上1-2名；5-10名骨干或领军人才；      

20面以上学科旗帜；

10个以上对外具有高显示度的研究中心或基地； 

20名左右国内外知名学者；

10名以上的行业技术型领军人才。

目标：

一、二层次人才占专任教师比例达到20%以上；

专任教师90%以上具有博士学位；

师资结构

调整和优化



SCI 500 /年

TOP 150
申请 400 项，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有所增长

获科技奖励

国家级1-2 项、省部级 3-5 项、鉴定成果 15 项

全年学院总金额全校第一、人均教师经费全校第一

• 以学校为组织单位/第一承担单位获得在本行业有影响力的重大科研项目 3-4 项
• 建设跨学院的科研机构或承担有影响力的重大跨学院合作项目 2-3 项

￥ 到款

专利

科研项目

奖励

论文高被引论文20篇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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