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第 1 卷第 1 期
http://jccr.oajrc.org/

化学与化工研究
Journa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Research

材料化学工程的应用及发展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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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其中也包括材料化学工程的建设，目前已经
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一方面，材料化学工程能够有效提升资源的利用率，为国家经济发展节省大量
的支出，一方面还可以增强国家的国防实力，所以要加强对材料化学工程应用的重视，以此来推动社会进
一步的发展。本文将探讨材料化学工程的应用及发展趋势，希望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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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y country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which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On the one hand, material chemical engineer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resources and save a lot of expenditures for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also enhance the country’s national defense capabiliti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empha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material chemical engineering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ociety. development of.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material
chemical engineering, hoping to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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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纳米材料的应用

来越大，严重危害了我国的生态环境。因此，针对

纳米材料自身具有特殊效果，相较于普通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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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来说更具应用优势，目前已经得到了较长时间的

用，不断减少污染排放量，并且有效提升资源的利

发展，其使用效果显著。在产品制作过程中，如果

用率，以此来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从而增强我

不能把握材料的尺寸就会导致产品结构发生相应的

国的国防实力。

变化，继而影响产品的生产效益，而纳米材料不会

1 材料化学工程的应用研究

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纳米材料具有特殊的固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

体特性，因此不会改变产品的结构和整体。通常来

响，如环境、资源等，致使社会发展受到制约，不

说，纳米材料在光电转换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具体

利于实现可持续、稳定的发展。通过材料化学工程

决定于晶体材料的特性，再加上自身特有的结构，

的应用能够有效解决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同时还

促使纳米材料常被用作高效发热的材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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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价值。根据当前材料化学工程的发展情况来看，

现阶段，由纳米材料制成的纳米阻燃剂、基础
电池等获得了大众的认可，逐渐开始扩大纳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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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化学工程的发展趋势

米材料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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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化学材料，然后应用到个人领域中，以此来

视的作用。另外一种先进陶瓷材料是结构陶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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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强对材料化学工程发展趋势的分析具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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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意义，促使相关领域的专家及时掌握材料化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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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发展情况，从而拓展我国各领域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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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如开发新材料。而材料化学工程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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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所研发出的新型材料具有环保、节能的特点，将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超晶格薄膜就是一种性能良好的薄膜材料，将

其应用到实际生产中能够减少污染排放量，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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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晶格材料，并借助先进的硅工艺来发挥出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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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此来研发出先进、科学的新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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