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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要闻】 

交大化学和化学工程两学科再次跻身 QS 世界排名 TOP100 

近日，2015 年最新的《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发布，并以破记

录的 36 个学科成为该类规模最大的排名。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和化学

工程两个学科再次双双进入世界 51-100 位，可喜可贺。  据悉，排名

结果统计数据是来自于全球 100 多个国家最顶尖 85,062 名学者和

41,910 名雇主的专业意见，以及对于 1,730 万学术出版物和超过 1 亿

引用的数据分析（Scopus/Elsevier 引用数据库）。 

 

本次排名中，中国共有 86 所大学学科进入全球前 400：其中大

陆有 58 所，中国香港 8 所和中国台湾 20 所入选，入选总数仅次于

有 157 所大学入选的美国，国家排名第二位。英国第三（80所），

法国第四（56 所），德国第五（47 所）。从学科分类排名看，中国

大陆有 7 所大学入选全球学科排名前 50，其中北京大学以 22 个学



 

科入选，清华大学有 15 个学科入选。上海交通大学有 7 个学科入

选。 

化学化工学院做为中等规模的学院建制，化学学科和化学工程

学科再次双双进入世界 51-100位。这个结果是对近年来化学化工学

院学科建设结果的肯定，是对化学和化学工程学科全体老师的辛苦

工作成果的肯定。衷心希望化学化工学院全体教职员工，以此为契

机，齐心协力，发奋图强，使得学院的各方面工作更上一层楼。 

背景资料： 

QS 世界大学排名（英文：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是由教育组织 Quacquarelli Symonds

（QS）所发表的年度世界大学排名。排名包括主要的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及学科排名。另外，

QS 还推出了独立的地区性排名，即《QS 亚洲大学排名》、《QS 拉丁美洲大学排名》及《QS

金砖五国大学排名》，而这些地区排名的准则与比重都与原本主要的世界大学排名不同。 

《QS 世界大学排名》与《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及《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共同获

公认是世界三大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学排名。 

（返回目录） 

化学化工学院组织 119 周年校庆校友返校系列活动 

4 月 11 日，在交通大学 119 周年校庆之际，上海交通大学化学

化工学院 1985 届、1995 届和 2005 届等 40 余位校友们回到母校，参

加学校和学院的校友返校日活动。 

上午一早，校友们就来到设在新体育馆的学院接待处报到，共同

参与学校 119 周年校庆大会，通过张杰校长和姜斯宪书记的报告校友

们了解了母校近年来取得的改革与发展成就，切身感受到身为交大人

的自豪。中午，在学院志愿者同学的引导下，阔别母校数十年的学长

们再一次来到学校食堂品尝舌尖上的交大，简简单单的午饭包含了浓



 

浓的回忆，让校友们几十年后又重温熟悉的味道。   

下午一点，在化学化工学院演讲厅举行了学院校友会筹备会议

暨“学子梦想基金”启动仪式。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吴旦、化学化工

学院党委书记钱静峰和院长陈接胜参加了会议。陈接胜院长从化院的

历史、发展现状和未来建设目标等几个方面向校友们详细介绍了学院

情况。化学化工学院伴随着交大的发展历程，在民族危难中立身，在

改革开放中复兴，在新世纪迈向新的的辉煌，陈接胜院长的介绍让校

友们对现在的学院现状有了深刻的了解。 

随后钱静峰书记介绍了学院校友会筹备情况，指出学院的发展离

不开校友的关心与支持，学院正在积极联络各届校友，筹备成立校友

会，希望学院校友会能够成为毕业校友与学校、学院紧密联系的平台，

也成为各届化院校友之间事业与人生互助互利的平台。 

在今年的校友联络过程中，

95 届校友发起成立化学化工学

院“学子梦想基金”，希望能资

助在校的学弟学妹从学习、科研、

实践、创新、创业等各个方面实

现自己的梦想。此次校友返校之际，吴旦副校长与校友代表朱承翔共

同为梦想基金揭牌。朱承翔校友在发言中指出，希望能通过“梦想基

金”汇集校友之力，帮助学院培养更多的精英人才。吴旦副校长在讲

话中深情回忆了自己参加工作之初与 85 届、95 届校友共同工作学习

的难忘经历，指出化学化工专业能从共性问题中发现解决个性问题



 

的学科特点一定能成为伴随校友们一生的宝贵品质，吴旦副校长的

讲话得到校友们的强烈共鸣。  

校友会筹备会议结束之后，

85 届二十多位校友与老师们一

起进行师生座谈。座谈从学院为

校友们精心制作的短片中开始，

85 届校友们看着自己刚入学时

的黑白照片纷纷感叹时光改变了的容颜但依然不变的对母校的感情、

同学之情和师生情，正是在交大的求学岁月给他们现在的事业与生活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每位同学都为母校的快速发展、校园的日新月异

感到震惊，但看到老师们熟悉的脸庞、和蔼的笑容，让校友们一下子

有了回家的感觉。吴旦副校长、钱静峰书记以及 85 届校友当年的老

师杨晓慧老师、杜啟玫老师等参加了座谈，85 届校友当年的班主任杨

保金老师、思政教师万锃老师也专程从国外赶回来参加聚会。整个聚

会在校友和老师们的热烈讨论和会议中进行。 

五湖四海常相聚，万水千山总是情，亲爱的校友们，母校和化院

期待你们常回家看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个十年、二十年，期待校

友们更加美好的人生和化学化工学院更加美好的未来。 

（返回目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领导考察上海交大青蒿素产业化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姚建年院士,化学科学部副主任

陈拥军研究员一行，于 4 月 16 日考察了上海交大青蒿素人工合成产

业化进展情况。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院士，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副

院长孙丽珍，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陶宏志，化学化工学院院长

陈接胜教授，化学化工学院张万斌教授，药学院刘德龙副研究员，科

学技术发展研究院计划办主任刘萍，张艳等出席座谈会。会议在闵行

校区新行政楼A307会议室举行，

由孙丽珍主持。 

首先，张杰校长致辞。他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位领导

自去年 5 月 15 日以来在不到一

年的时间里再次莅临上海交通

大学考察青蒿素项目表示热烈欢迎，对基金委长期以来对青蒿素项目

的关心和大力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张杰校长表示学校将一如既往对

青蒿素人工合成产业化项目给予全方面的大力支持。 

项目负责人张万斌教授以《青蒿素高效人工合成研究进展》为题

对项目的产业化研究进展做了详细的汇报，表示按照进度安排将于今

年年底完成 10 千克的中试生产，力争 2016 年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

产。张万斌教授还介绍了课题组近年来在不对称催化理论研究及其在

药物高效合成中的应用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两位基金委领导仔细聆听

了汇报工作，并与张教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对张万斌课题组创新性



 

学术思想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姚主任表示基金委

今后将加大对关系到国计民生和重大社会需求的理论和应用研究的

支持力度，并希望我们的研究者不但能够发表高水平的科研论文，而

且也能够将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中去，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做贡献。 

陈接胜院长汇报了化学化工学院的近年来科研发展总体情况，并

特别介绍了学院在科研项目成果转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最后，他感

谢基金委多年来对化学化工学院的科研工作的大力支持。 

（返回目录） 

交大学子沉痛悼念徐光宪学长 

4 月 28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

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

主、中国稀土之父、上海交通大

学化学化工学院 1944届校友徐

光宪学长在北京逝世。为表达

对徐光宪学长的缅怀和哀思,4月 29 日，交大师生在校园里光宪路上

发起悼念活动，追忆徐光宪学长的光辉事迹和非凡人生。    

校党委宣传部部长胡昊、化工学院党委书记钱静峰、学院党委副

书记郑浩、校团委副书记武超、校学联副主席姚晨，出席本次追思仪

式。来自校学联、各院系学生代表约一百五十人参加了追思仪式。仪

式由化工学院团委书记赵鹏飞主持。      

  仪式开始前，全体肃立默哀一分钟。在一片静默中，同学们追忆



 

学长治学不倦的一生，缅怀学长光辉长存的精神。    

   化工学院党委书记钱静峰代表学院致悼念词。他回顾了徐光宪学

长在科学事业上的伟大成就，在教育工作中的卓著贡献，表达了对徐

光宪学长的沉痛悼念。   

从 2008 级学生开始，以徐光宪学长的名字命名的荣誉班级“光

宪班”就一直在化工学院传承，学生代表梁乃强在发言中，向大家讲

述了徐光宪学长为化学研究所作出的卓越功勋，光宪学长虽已离我们

远去，但他留给交大学弟学妹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成为我们前行路

上的明灯，指引我们在科学的道路上一路前行。    

校党委宣传部部长胡昊在致辞中，回顾了徐光宪学长对母校一直

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学长多年来一直心系母校发展，情系人才培养，

为化学学科建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表示，斯人已逝，忧思长存，

今天，我们追忆徐光宪学长生前的点滴，未来我们要更好地承扬学长

精神，严谨治学，勇登高峰，做出色的“交大人”。    

   同学们依次上前，向“光宪路”纪念碑敬鲜花，在两旁的树木

上系上黄丝带，寄托哀思，现场气氛庄严肃穆。      

   听闻徐光宪学长逝世的消息后，交大学生自发以各种形式表达

对徐光宪学长的悼念。化学化工学院陈州立同学表示，徐光宪学长将

将自己的生命与青春贡献给了化学，他认真敬业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

值得每一个交大学子敬佩和学习。来自致远化学班的张学亮同学表示，

作为一名普通学生徐老似乎离自己很远，但徐老在科学上的贡献，照

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先驱者的功绩不可以磨灭，他们理应被我们铭记。



 

交大新闻网、上海交通大学微信、化学化工学院网站、微信以及益友

报等学校网络学院媒体均第一时间撰文以表哀悼。    

   徐光宪学长一生忠心报国，无私奉献，品行堪为世人楷模；潜心

科研，治学不倦，成就堪为学界标尺。斯人已仙逝，其言仍在耳。今

后，全体交大人将在学长精神的指引下奋发图强、积极作为，以交大

人的名义，做共和国的脊梁。  

（返回目录） 

化学化工学院召开四届二次教代会闭幕式 

4 月 2 日下午，化学化工学

院四届二次教代会闭幕式在化

学 A 楼演讲厅举行，学院教代会

代表、院党政领导出席教代会闭

幕式。会议由院工会主席王新灵

教授主持。   

首先，王新灵教授代表学院工会介绍了本次教代会的工作，他指

出学化工学院工会在过去的一年中，在共同建设教职工的“民主之家”，

“学习之家”，“温暖之家”，“快乐之家”，“和谐之家”等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在民主管理、教工权益维护、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科

学规范，是学校工会工作的排头兵和标杆。在近期学校工会举行的教

工小家建设、评比中，取得了“模范教工小家”的荣誉称号，这是对

学院工会开展的系列活动的认可，也是对学院工会全体成员辛勤工作

的肯定。  



 

之后，代表们认真听取并审议了《学院 2014 年工作报告》、《学院

2014 年财务报告》和《公共用房的收费使用的管理办法草案》，并以

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报告和大会决议。    

   陈接胜院长还在闭幕式后介绍了即将实施的《学院 2015 年度薪酬

改革方案》，龚培敏副书记传达了学校分类发展规划。  

（返回目录） 

 

  



 

【科研进展】 

马紫峰教授团队在动力锂离子电池 BMS 设计理论上取得新进展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贺益君和马紫峰等人在动力锂

离子电池管理系统（BMS）设计理论研究上取得新的进展。相关研究

成果已在线发表于美国化学工程学会会刊（AIChE Journal，2015，

doi:10.1002/aic.14760）。     

锂离子电池已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储能工程等国家战略新兴产

业，受到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在“十三五”期间，我国继

续将“新能源汽车”列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点专项课题，对新

能源汽车专用动力电池提出更高的要求。低成本、高容量、长寿命

和高安全性的锂离子电池设计与制造是新能源汽车对于下一代动力

电池提出的基本目标。电池管理系统（BMS）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

总成与大规模储能系统开发的重要环节，对电池的荷电状态（SOC）

与健康状态（SOH）预测模型设计与构建，对于整个电池状态的控

制，提高电池的使用寿命和系统能量密度，充分发挥电池的容量具

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 BMS设计应用的 SOC 预测模型多采用开路电压法或电池内阻

法，实用但精度较低，而对锂离子电池的健康状态（SOH）预测模型

研究则相对缺乏，未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贺益君和马紫峰等人在开展燃料电池、二氧化碳捕集与存储系统

的多目标、不确定性设计理论研究的基础上（Fuel Cells, 

2013,13(3)：321-335；Industrial &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 2014, 53, 778–785；Chemometrics and Intelligent 

Laboratory Systems, 2014, 135, 37-47），面向解决锂离子电池

高安全、长寿命运行的电池管理系统难点和热点问题，将化工过程

复杂系统的多目标、不确定性设计和操作优化理论应用于 BMS 设计

理论研究中，建立了锂离子电池等效电路模型；在 MATLAB 软件上开

发了单体锂离子电池的 Simscape 仿真平台，实现模型参数辨识和动

态仿真；首次提出一种基于非线性半无限规划（NSIP）的多项式开

路电压模型，将开路电压（OCV）与 SOC 的单调性先验知识显式地融

入建模过程；并提出了一种全局优化方法，可从原理上保证所建

OCV 模型满足单调性关系，有助于提升 SOC 预测的精度和稳定性

（Industry &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2015, 54 

(12):3167–3174）。     

他们还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多尺度高斯过程模型框架，它能解

耦全局的容量衰减趋势以及局部的容量再生与波动，可同时实现锂

离子电池 SOH 的短期和长期精确预测，为电池的荷电状态（SOC）估

计和剩余可用寿命（RUL）预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方法基础。运用

所提出的方法对美国宇航局（NASA）艾姆斯卓越预测中心三款标准

电池数据进行拟合，结果表明可自适应地解构锂离子电池的长期容



 

量衰减、短期容量再生和波动等多种类型的趋势，极大提高了模型

的预测性能。     

此项研究发展的建模思想是一类普适性方法，作为一种纯数据

驱动的建模方法，有助于克服现有机理模型方法参数校正困难、计

算量大、难以实时在线应用等缺陷。该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 973 计划的支持。     

相关阅读： 

[储能科学与技术]上海交大课题组锂离子电池 BMS设计理论获新进展[图] 

[中国储能网]上海交大锂离子电池 BMS 设计理论取得新进展[图] 

（返回目录） 

朱新远教授团队开发新型智能响应性磷脂及脂质体新方法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朱新远教授与爱尔兰都柏林

大学王文新教授合作，成功开发了一种简易制备新型智能响应性磷

脂和脂质体的新方法。相关研究于 2015 年 6 月 14日以“Supramole

cularly engineered phospholipids constructed by nucleobase 

molecular recognition: upgraded generation of phospholipids

 for drug delivery”为题发表在化学领域国际著名期刊《Chemica

l Science》上。英国皇家化学会化学世界网站（Chemistry worl

d）以“DNA inspires smart phospholipids”为题对上述工作进行

了专题介绍。    

http://news.sjtu.edu.cn/info/1005/545872.htm
http://news.sjtu.edu.cn/info/1005/545875.htm


 

磷脂和脂质体因具有优异的生物相容性和独特的组装性能，在生物

工程、药物输送、基因转染、造影成像、生物材料表面修饰等领域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已获得 FDA的认证在临床上使用，是当前的

研究热点。但是磷脂缺乏对生物微环境的智能响应性，严重制约了

其在临床中的实际应用效果。目前大多数报道的响应性磷脂敏感度

差且合成复杂，因此，如何有效构建合成简便且具有高度刺激响应

性的磷脂是这一领域的巨大挑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新远和王文新带领研究团队开展了新型

智能磷脂的研究，提出将核酸碱基引入到磷脂分子骨架的新方法，

即通过碱基的多重氢键将亲水的磷脂头与疏水的磷脂尾相相连，形

成超分子核苷磷脂。研究表明，与传统共价连接的磷脂相比，超分

子核苷磷脂具有三大优势，合成简便减少了中间产物的纯化及废弃

物的产生；对生物微环境具有高度敏感性；磷脂的头部和尾部及连

接点可以根据需求自由组合，形成的脂质体性能可控。 

该项研究为解决磷脂研究领域的关键问题提供了新思路，这类

新型智能材料还可以应用在生物医学与生物成像等领域。相关内容

已申请中国发明专利。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药学专家 Theresa Al

len 教授高度评价了该项工作，认为这项新颖有创造性的方法得到

的脂质体有望实现运载物在体内的可控性释放。 

相关阅读： 

http://www.rsc.org/chemistryworld/2015/06/dna-inspires-smart-phospholipids 

http://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15/SC/c5sc01188d#!divAbstract （返回目录） 

http://www.rsc.org/chemistryworld/2015/06/dna-inspires-smart-phospholipids
http://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Landing/2015/SC/c5sc01188d#!divAbstract


 

【国际交流】 

密歇根大学 Brian Coppola 教授到访化学化工学院 

4 月 24 日上午，美国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副主任 Brian Coppola 教

授到访化学化工学院。学院副院长钱雪峰教授、郑思珣教授并与

Coppola 教授就双边合作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郑思珣教授首先对 Coppola 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向他

介绍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概况，化学化工学院的历史沿革、院系规模以

及主要学科发展现状等。Coppola 教授随后对密歇根大学化学系的教

学理念、教学方法以及课程设置做了简要介绍，并结合实际分析了中

西方课程与教学的共性和差异，他十分高兴能够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

化工学院开展进一步的交流合作。郑思珣、钱雪峰教授与 Coppola 教

授就双方在本科生教学合作内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双方就学者

互派、学生交换的相关事宜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密切合作意向。此次

Coppola 教授的来访对于建立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与密歇根大

学化学系在本科生化学教学方面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双方都希望能

够在此次会面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实质性的交流合作。 

（返回目录）  



 

Nature Chemistry 资深编辑 Dr. Stephen Davey 到访化学化工学院 

5 月 1 日上午， Nature 

Chemistry 资 深 编 辑 Dr. 

Stephen Davey 到访化学化工

学院，并作题为“What makes a 

Nature paper?”的报告。化学

化工学院颜德岳院士、院长陈接胜教授、副院长朱新远教授等出席。  

   会上，陈接胜首先代表学院对 Dr. Stephen的来访表示热烈欢

迎，随后，Dr. Stephen 从一个资深编辑的角度畅谈了一篇优秀的

Nature 文章需要具备的要素和值得关注的细节。内容客观详实，演讲

颇具风趣，时而博得阵阵掌声，在场老师和同学都受益匪浅。      

   随后，Dr. Stephen 热情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Nature 

Chemistry是一个专门发表介绍化学各个领域重要及尖端研究工作的

高质量论文月刊。其目的是将化学所有子学科的科学家聚到一起，同

时推动不同化学领域之间的思想交流，是化学界的一个重要资源。此

次 Dr. Stephen 的来访对于同学们进一步深入了解高质量学术论文

的发表以及写作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返回目录） 



 

【产学研合作】 

化学化工学院代表团访问山东东岳集团 

4 月 21 日至 22 日，上海交

大化学化工学院党委书记钱静

峰带队，学院教师一行 9 人访问

了山东东岳集团，就进一步加强

校企合作进行了研讨和推进。    

4 月 21 日下午，东岳集团党委副书记、人力资源处处长李玉文

接待了学院一行。李玉文对钱静峰书记带领化学化工学院专家到东岳

集团访问表示欢迎，指出交通大学张永明教授与东岳集团的合作攻关

让东岳集团在高科技产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东岳集团的核心竞争力

就是科技和人才，希望与交通大学通过相互的了解、对接，在技术提

升改进以及节能减排等领域寻求进一步合作。   

钱静峰对李玉文书记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指出东岳集团的创业，代

表了国家民营企业的成长、发展历程。张永明教授与东岳集团合作攻

关离子膜技术，体现了交通大学教师产学研相结合解实际问题的能力、

恒心和毅力。目前全校上下从校领导到主要部处以及学院对于与东岳

的合作都非常重视，希望通过互访，交大与东岳集团能进一步在人才、

科研和基地建设等各方面建立亲密的合作伙伴关系，相互借力，共同

发展，成为高校和企业合作的典范。    

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东岳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永明深情

回顾了自己与东岳合作 12 年的历程，指出自己伴随着学校与企业的



 

发展，取得了一些对国家有用的成果。张永明表示自己愿意成为东岳

与交大进一步合作的桥梁，继续推动校企产学研合作交流，推动国家

的科技创新。    

  随后双方对于基地建设、协同创新等主题进行了探讨，参会的

教师以及东岳集团下属部门负责人也分别对接了企业需求和教师研

究方向。双方一致认为要以国家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需求为机遇，整

合各方面资源深入开展合作。    

4 月 22 日上午，学院教师分组进入东岳集团研究院以及各下属企

业进行深入的对接，就实质拓展校企产学研合作达成一些共同意向。  

 （返回目录） 

上海交通大学访问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5 月 24 日至 25 日，上海交

通大学副校长吴旦教授、先进

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燕刚教

授、化学化工学院党委书记钱

静峰、副院长朱新远教授以及

肖文德特聘教授等一行十余人访问了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集团董事长

梁铁山，副总经理李毛等人接待了我校来访人员，在平煤神马集团和

上海交通大学中原研究院视察调研的河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黄布毅、

副厅长张代民、处长徐公民等会见上海交通大学一行，并就进一步加

强校企合作进行了研讨和推进。    

黄布毅书记对平煤神马集团与上海交通大学以产学研合作方式



 

发展硅烷法多晶硅技术产业化的模式创新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指出，

学校与企业要以国家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需求为机遇，整合各方资源

协同创新，共促发展。    

5 月 25 日上午，平煤神马集团领导层与我校来访人员就集团与

上交的进一步深入合作以及硅烷项目扩大化生产进行了深入探讨与

商议，双方希望可以充分发挥学校与企业各自的优势，尽最大努力攻

克目前硅烷更大规模化生产所存在的问题与挑战，真正实现从“过程

放大”、“技术放大”到“成果放大”。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是以能源化工为主的国有特大型企业集团，是

我国品种最全的炼焦煤、动力煤生产基地和亚洲最大的尼龙化工产品

生产基地。早在 2010 年，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就展开了与上海交通大

学的长期合作。2014 年 9 月，我校化学化工学院长江学者肖文德教

授领衔研发的硅烷大规模生产新技术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使平煤神马

集团在高科技产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下午，平煤神马集团副总经理李毛，技术中心查无副主任吕有厂

等人带领我校来访人员到硅烷大规模生产项目现场进行了参观和调

研，吕有厂副主任向我们讲解了当前硅烷生产状况与取得的成果，并

向我校对于平煤神马集团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竭力支持表示感谢。    

肖文德教授与平煤神马集团合作实现硅烷项目从实验室研究到

规模化生产，体现了交通大学教师产学研相结合解实际问题，推动国

家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毅力。希望通过互访，交大与平煤神马集团能进

一步在人才、科研和基地建设等各方面建立亲密的合作伙伴关系，相



 

互借力，共同发展，提高传统企业高科技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为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返回目录） 

江西省定南县县领导一行到访化学化工学院 

 

6 月 5 日下午，江西省定南县县

领导一行到访化学化工学院，在

化学楼 A 楼会议室与学院的相

关教授举行了双边合作讨论会。

会议由任天辉教授主持。    

     首先，院长陈接胜教授致欢迎辞，对定南县县领导一行的到访表

示欢迎，希望双边合作会议取得圆满预期效果。院党委书记钱静峰表

示，学院将全力支持各位教授展开对外合作交流，取得丰硕的成

果。      

定南县常务副县长袁建说，感谢学院的党政领导对这次的双边合

作会议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定南县也将全力支持各部门与上海交通大

学的各项合作的顺利开展。他还简单介绍了定南县的总体情况，欢迎

与会各位到定南县参观旅游。        

     接下来，主管科研的副院长朱新远教授简单介绍了化学化工学院

的历史，以及近年来学院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的长足发展。罗正

鸿教授对与会代表详细介绍了自己课题组近年来的建设与发展，回答

了与会代表感兴趣的话题。任天辉教授也从绿色有机与油品角度介绍



 

了近年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在会议期间，学院科研办主任汤维刚老师也就科研项目合作，介

绍了上海交通大学目前的政策，对与会双方感兴趣的话题有针对性地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近 2 个小时的讨论会，在与会双方的积极参与下圆满落幕。袁建

副县长表示，对这次双方合作讨论会十分满意，对与上海交通大学的

全面合作取得成功充满信心。  

（返回目录） 

  



 

【师生风采】 

俞炜教授获得首届“新锐创新奖” 

5 月 16 日至 18 日，第二届高分子成型加工及其产业发展研讨

会在四川大学举行。研讨会上传来捷报，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

院俞炜教授获得首届“新锐创新奖”。 

本次研讨会是围绕当前高分子成型加工领域中科技与产业的热

点、重点、难点和发展趋势等问题展开研讨，涉及近年来我国高分

子成型加工领域中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振兴及实际应用等方

面所取得的创新成果和重要进展。同时还较详细地介绍了国内外高

分子成型加工领域的发展态势和最新进展。研讨会旨在为学术界和

产业界搭建共同的交流平台，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推动我国高

分子成型加工技术及其产业发展。 

据悉，本次会议中“华锐成就奖”和“新锐创新奖”等奖项是

由四川大学高分子行业校友赞助的高分子加工会议基金设立，旨在

奖励高分子加工领域取得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和鼓励具有创新精神并

取得创新成果的中青年学者。本届会议奖设立“华锐成就奖”1

名、“新锐创新奖”2 名，由评奖委员会提名并讨论确定。最终决定

将首届“华锐成就奖”颁发给殷敬华教授，“新锐创新奖”分别颁发

给俞炜教授和罗忠富高级工程师。 

俞炜教授的获奖是对他本人长期教学科研工作在高分子成型加

工领域得到同行的充分认可，同时也是对化学化工学院中青年科研

人员队伍建设的肯定。  （返回目录） 



 

“启迪学术精神，培育价值追求”化院举办院士午餐会 

4 月 28 日中午，化学化工学

院在闵行校区第五餐饮大楼教

工餐厅举办“启迪学术精神，培

育价值追求”系列活动之院士午

餐会，特邀化学化工学院的两位

中科院院士颜德岳教授、涂永强教授赴宴。来自学院本科、硕士、博

士各个年级的十多名学生参加活动，午餐会由研究生会施燕琼同学主

持。   

午餐会开始前，颜德岳院士向同学们介绍了化学化工学院的发展

历程。他指出，历史上化学化工学院名师荟萃，人才辈出。1952 年后，

化学化工学院经历了一系列变迁，化学学科在动荡中逐步恢复和发展。

今天的化学化工学院正经历着又一次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颜院士鼓

励在座的同学们要发愤图强、努力作为，重铸化学化工学院曾经的辉

煌。   

涂永强院士在讲话中首先简要介绍了他所从事的天然化学领域

的研究，并由此强调了学好有机化学的重要性。他特别提到，从事科

学研究需要的是强烈的兴趣以及国家的需要。化学化工学院有许多优

秀的科研团队，他以青蒿素为例，指出了学院的科研团队在社会进步

和发展方面所做出的卓著贡献。 

接下来，同学们与两位院士共话科研、畅谈人生、分享感悟。在

交流中，同学们向两位院士咨询了关于出国留学、学科交叉以及从事



 

科研需要具备哪些素质等问题。颜德岳鼓励同学有机会多出国学习交

流，学习先进知识，但一定要有爱国情怀，学成后报效祖国。他还特

别强调了学科交叉的重要性。他说，从事科研一定要有宽广的知识面，

他至今仍在不断学习生物医药类的知识。涂永强则以自己所从事的有

机化学研究为例，跟同学们分享了做科研的苦与乐。他说：“从事科

研工作最需要兴趣，不要迫于外界压力而去选择不喜欢的专业。除此

之外，做科研还需要努力、智慧、体力三者结合。”针对同学们的每

个问题，两位院士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同学们受益匪浅。 

午餐会结束后，参与本次活动的大一同学肖竹君表示：“这是我

第一次与化学学科的中科院院士面对面交流，他们平易近人的态度完

全消除了我与他们交流的顾虑，院士们开阔的学术视野及以及深刻的

人生感悟震撼了我，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值得我们去思索和践行。”另

外一名研究生同学汤淏溟说：“上周听说学院将举办院士午餐会，我

第一时间就报名了。经过与院士们的交流，我对科研又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院士们身上所具有的家国情怀尤其值得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学

习。” 

此次午餐会是化学化工学院“启迪学术精神，培育价值追求”系

列活动之一，该活动把学术大家与具有学科兴趣的学生聚集在一起，

让科学家的人格魅力与价值追求在轻松温馨的午餐会氛围中 潜移默

化地启迪、感染在座同学。这将进一步坚定同学们的理想信念，培养

学科兴趣，激发前进动力，助力同学们的学术成长。 

今后，化学化工学院将进一步从贴近同学们实际需求的角度出发，



 

努力搭建开放式的学习研究平台，进一步激发同学们的学术志趣，培

养同学们的价值追求，为培养面向未来的研究型、复合型人才开辟道

路。  

（返回目录） 

我院三篇研究生学位论文入选 2014 年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 

根据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4 年上海市研究生

优秀成果（学位论文）评选工作的通知》（沪学位办【2014】10 号），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积极参与。通过层层遴选推荐和专家评议等程序，

经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审核，最终确定 168 篇博士

学位论文和 173 篇硕士学位论文为 2014 年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

（学位论文）。在获奖名单中，我院有两篇博士学位论文和一篇全日

制专业学位硕士论文成功入选。他们是：    

刘少华，导师：车顺爱。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二氧化钛材料的形貌和

结构控制及其性能研究 

宣为民，导师：崔勇。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手性金属-Salan 功能材料

的设计、组装及性能研究 

刘彦博，导师：李磊。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提高锂离子电池高温循环

稳定性的研究    

   在此向这三名优秀的研究生以及他们的指导教师表示衷心的祝贺！  

（返回目录） 

 

  



 

“青春足迹” 袁乾家：坚守梦想，不负青春 

袁乾家，化学与化工学院

2015 届博士毕业生。博士研究

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上海市优

秀毕业生，“人工高效合成青蒿

素”重要贡献者。探寻他的科研

与青春之路，梦想和坚持，是一

以贯之的关键词。   

交大，筑梦的平台      回首自己四年的博士生活，袁乾家说他印

象最深的是马书记的开学第一课。正是在这次讲座中，他才真正开始

了解交大。交大的光辉历史和校友的卓越成就使他深受感染和触动。

置身于交大这所百年学府，他为今后的人生筑起了坚实的梦想之基。

事实证明，选择交大，是他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四年的潜心修学，四

年的勤耕不辍，他收获了科研道路上的累累硕果，收获了人生道路上

的良师益友，更收获了身为一个科技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 

“选择交大，就选择了责任。”袁乾家说，母校的这句校训成了

他人生的座右铭。“人的一生就应该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

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许多人守着自己的

财富和地位生活，而我不想迷失在世俗的名利场上，我只想守着安静

的实验室，在化学的世界里探索，为化学学科的发展贡献自己微薄的

力量。    

坚持，青春的选择   



 

“化学的英文拼写是‘chemistry’，如果拆开来看就是‘chem is try’

(化学在于尝试)，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解释时就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经过几年的研究生生涯，更加对这种解释产生了共鸣。只要你敢

于尝试，化学实验会给你意外的惊喜，也许这就是化学的魅力所在。”

研究生的学习使袁乾家对有机化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科研的热爱

也与日俱增。硕士毕业的他深感自己在科研能力和实验技能上还有很

多不足，于是决定来交大读博，继续深造，志在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

家。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交大期间，袁乾家有幸参与到抗疟

疾药物青蒿素的合成工作中。在导师张万斌教授指导下，他牢牢把握

住研究方向，学习和查阅了大量研究文献，潜心投入到人工高效合成

青蒿素工作中。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尝试，袁乾家和整个课题组一起

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奋力攻坚，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他所参与的人

工合成青蒿素项目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解决了长期困扰世界科学界

和医药产业领域的重大难题。“我现在依然记得第一次见到青蒿素合

成成功时的兴奋之情，那时是晚上十一点半左右，我小心翼翼地拿着

仅仅几个毫克的产品去化学楼进行结构鉴定，完全正确，太兴奋了。

第二天一早六点，我又去实验室进行实验条件的优化，经过不懈的努

力，终于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实验结果。”袁乾家说，就是在那一刻，

他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个化学人肩上承担的社会责任。“坚持，有时不

仅仅是个人的选择，也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期望。有这么多人需要我，

不管路有多难，我都要走下去。”    



 

坚守，永远的承诺   

     博士毕业的袁乾家，选择继续从事科研工作。他说，在这个浮躁

的社会，坚守一份热爱很难。能继续追求和探索科研事业，是他最大

的幸运。坚守，将是他永远的承诺。不只是因为对科学的热爱，更是

因为在他身后，有社会的需求，有国家的期望。带着对科研的执着，

带着科技人的社会责任，他将在科学的道路上一路前行。  

（返回目录） 

化学化工学院举行 1995 届本科校友毕业 20 周年返校活动 

忆南洋，饮水思源，致青春，

依依惜缘。回忆着在交大的点点

滴滴，追寻着青春的足迹与往昔。

6 月 6 日，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

工学院 1995 届本科校友时隔 20

年重新相聚，共同追忆留在生命最美丽时光中的点点滴滴，共同感受

岁月带给彼此的改变和永恒。    

欢聚校园，师生共忆往昔岁月    

   上午 10 点，95 届 4 个班级近 100 位校友在光彪楼多功能厅举行茶

话会。作为当年的老师，原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宗光、中科院院

士颜德岳、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张伟令、张勇教授、杜啟玫老师等受

邀出席了茶话会。化学化工学院党委书记钱静峰、院长陈接胜参加了

茶话会。    

王宗光老师深情回忆了 20 年前和同学们共同经历的学习与生活，



 

对 1995 届校友致以诚挚的祝福，并与校友们相约 10 年后依然要与大

家相聚在毕业 30 周年返校聚会活动。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陈接胜为校友做了院情介绍。随后老师和校友

们共同观看了一段 95 届校友毕业 20 年间岁月变迁的纪念视频。这段

视频有学长对青葱岁月的美好回忆，有对已逝青春的恋恋不舍，还有

部分未能赶来参加活动的校友的祝福。在观看中很多同学情不自禁潸

然泪下。95 届校友当年的老师颜德岳、张伟令、张勇、杜啟玫等以及

各班级同学代表也依次发言。95 届校友还共同为学院捐赠学子梦想

基金，钱静峰书记代表学院接受了捐赠，并向校友们回赠了用他们入

学时证件照片制作的仿制校园卡以作纪念。最后，在一曲饱含情感的

《朋友》合唱中茶话会落下帷幕。  

故地重游，寻觅昔日求学足迹   

中午，校友们来到包玉刚图书馆，以他们当年拍摄毕业照的背景

合影留念，校友们的思绪又被带回了 20 年前毕业的日子。那一天，

他们身穿学士服，头戴学士帽，意气风发，神采飞扬，今天，他们再

一次在图书馆门口，按照毕业照的顺序拍摄合影，以记录校友们 20

年的青春。    

接着，校友们来到当年居住的南区宿舍楼（今日西区宿舍楼），

重新走访了自己的寝室，校友们还拿着学校精心的准备的餐券来到当

年常去的南区面馆（今日哈乐餐厅）就餐，三菜一汤一顿学生午餐包

含了满满的回忆，更让校友们从舌尖上体验着交大的改变与发展。    

午饭后，校友们来到了他们曾经上过无数次课的中院 100 教室，



 

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教室，同样的伙伴，毕业 20 年再此走进昔日的

教室，校友们都非常高兴，随着“老师”在讲台上按照学号点名，校

友们依次轮流站起来报到，仿佛又回到了 20 年前的时光，上课、提

问、点名，多么熟悉的情节，也深深触动着每一位校友的心灵。  

校园游览，见证交大新面貌    

下午，学院志愿者还带领校友们还参观了美丽的闵行新校区。校友

们的第一站是校史馆，这里记载了 119 年来交大的历史变迁，解说员

详细的解说让校友们对交大有了更深的了解。接着校友们又游览了凯

旋门，紫气东来门，新图书馆，李政道图书馆，化学化工学院实验中

心……校友们不禁慨叹学校和学院的变化超乎自己的想象，为学校和

学院能有今天的全面发展感到激动和自豪。    

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校友聚会

即将结束，大家马上就要各自奔赴五湖四海，回到自己的人生岗位。

但曲终心不散，校友们的依依情谊不会因为时间而消散，忆南洋，致

青春，二十年后重逢于此，改变的是身形，不变的是激情，改变的是

容颜，不变的是笑脸，交大也期待着和校友们的再此相聚，与更加幸

福的校友们相聚在更加美好的交大校园。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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