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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化学工程的应用及发展趋势研究 

余 华 

嘉兴学院  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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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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这就对世界

各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必须要坚持走可持续

发展道路，以此来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

问题。工业作为国家经济支柱，在推动国家经济发

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其污染排放量越

来越大，严重危害了我国的生态环境。因此，针对

这一情况要加以改善，大力推广材料化学工程的应

用，不断减少污染排放量，并且有效提升资源的利

用率，以此来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从而增强我

国的国防实力。 
1 材料化学工程的应用研究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

响，如环境、资源等，致使社会发展受到制约，不

利于实现可持续、稳定的发展。通过材料化学工程

的应用能够有效解决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同时还

可以提升资源的利用率，从而减少污染排放量，实

现我国国防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因此，需要加强对

材料化学工程的应用，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进行

分析： 
1.1 纳米材料的应用 
纳米材料自身具有特殊效果，相较于普通的材

料来说更具应用优势，目前已经得到了较长时间的

发展，其使用效果显著。在产品制作过程中，如果

不能把握材料的尺寸就会导致产品结构发生相应的

变化，继而影响产品的生产效益，而纳米材料不会

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纳米材料具有特殊的固

体特性，因此不会改变产品的结构和整体。通常来

说，纳米材料在光电转换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具体

决定于晶体材料的特性，再加上自身特有的结构，

促使纳米材料常被用作高效发热的材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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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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使用范围，如红外感应元件、隐身技术等，所获

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越来越大，因此要重视纳

米材料的使用。 
1.2 先进陶瓷材料的应用 
先进陶瓷材料可以分为功能陶瓷和结构陶瓷，

前者在信息技术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这种陶瓷材

料具有较强的使用性能，如压电陶瓷。在军工工业

中，压电陶瓷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可以用来制作

原子弹的起爆器，所以对增强国防实力有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另外一种先进陶瓷材料是结构陶瓷，主

要具有化学效能强劲、热效能强劲等特点，不仅能

够耐高温、抗腐蚀，还具有较高的强度、硬度等，

自身的应用优势十分明显，目前在多个领域中有着

广泛的应用，如军事、机械和航天等领域。其中，

生物陶瓷就是一种结构陶瓷，这类陶瓷与人体之间

具有一定的亲和性，可以用作人体骨骼修复，不仅

节省大量的材料，还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污

染。由此可见，先进陶瓷材料在不同领域中具有不

同的作用，将其应用在材料化学工程中能够发挥出

明显的优势[2]。 
1.3 新型的薄膜材料 
一般来说，薄膜材料会按照使用类型来进行具

体的划分，主要可以划分为金刚石薄膜材料、纳米

复合薄膜材料、磁性薄膜材料等，自身具有电、光、

热等方面的特性，并且借助一些作用能够发挥出其

他的功能。对于新型薄膜材料的使用，往往需要较

高的质量和使用性能，同时也提升了对新型薄膜材

料使用技术的要求，这样才能满足当前材料化学工

程的发展需求。与其他材料相比，新型薄膜材料具

有不同的使用性能，通常在交通、电子、通讯等领

域有着普遍的应用，极大程度地提升了我国的科技

水平。为了缓解当前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的情况，需

要借助更多先进的新型薄膜材料，充分发挥出新型

薄膜材料的使用性能，不断提升材料的利用率，同

时也能够应对环境污染问题，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 
超晶格薄膜就是一种性能良好的薄膜材料，将

其应用在材料化学工程中能够制作出大量的半导体

超晶格材料，并借助先进的硅工艺来发挥出更大的

应用价值。根据当前材料化学工程的发展情况来看，

超晶格薄膜具有广泛的使用途径，如制作高电子迁

移率晶体管、高效激光器等，大大提升了我国材料

化学工程的建设水平。 
2 材料化学工程的发展趋势 
为了更好地建设材料化学工程，需要及时掌握

材料化学工程的发展趋势，这样才能高效解决我国

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紧缺问题，从而推动社

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在材料科学中，材料化学工程

占据着重要位置，借助新型材料来生产出具有应用

价值的化学材料，然后应用到个人领域中，以此来

获取到更高的经济效益，有助于发挥出积极作用。

因此，加强对材料化学工程发展趋势的分析具有现

实意义，促使相关领域的专家及时掌握材料化学工

程的发展情况，从而拓展我国各领域的发展空间。

由于材料化学工程具有能源节省、环保等特点，在

生产污染量大的领域中有着积极的应用作用，所以

要将其应用在军工工程建设中，不断提升我国的国

防能力，进而推动国家未来的良好发展[4]。 
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科技水平不

断提升，加强对材料化学工程的应用能够实现对生

态环境的保护，有利于缓解当前资源紧缺的情况，

打破能源匮乏所带来的限制，继而推动我国经济的

稳定发展。例如，碳纳米粉体材料就是纳米材料的

发展，极大程度地促进了材料化学工程的发展，不

仅节省了传统材料的生产成本，还能够有效提升材

料的使用性能，从而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所以，

推动材料化学工程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应该将其

放在重要位置上，借助先进的工艺来进行加工，促

使新型材料能够充分发挥出应用价值，形成一种完

善的技术体系，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的良好发展。 
3 结语 
为了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借助一些新生

力量，如开发新材料。而材料化学工程的重点内容

就是新材料开发，目前已有很多新型材料应用在各

领域中，极大程度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防能力，有助

于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且，材料化学工

程所研发出的新型材料具有环保、节能的特点，将

其应用到实际生产中能够减少污染排放量，有利于

维护生态环境，从而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对此，需要加强对材料化学工程发展趋势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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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此来研发出先进、科学的新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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