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化工学院工作简报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编                  2015年第三季度 

  

  

目  录 

【学院要闻】 

化学化工学院开展第二轮中长期国际评估 

化学化工学院举行 2015 届本科生毕业典礼 

化学化工学院组织 2015 级生命与环境交叉平台家长会及新生教育 

化学化工学院承办交大首届校园安全知识竞赛 

【科研动态】 

化学化工学院 201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工作实现新突破 

【国际交流】 

RSC 学生俱乐部成功举办 RSC publishing workshop 

【产学研合作】 

化学化工学院访问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师生风采】 

化学化工学院组织 1985 届本科校友毕业 30 周年返校活动 

化学化工学院学生在“七▪一”党建评优中取得佳绩 

上海交通大学在重庆开县设立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基地 

化院学子获得华东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一等奖 

化院学子在上海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中摘金夺银 

彭宗林副院长做客上海电视台分析天津港爆炸事故中氰化物影响 

 

 

 

  



 

【学院要闻】 

化学化工学院开展第二轮中长期国际评估 

7 月 3 日至 5 日，上海交通大学化学

化工学院第二轮中长期国际评估在闵行

校区举行。本次评估的专家组由来自美国

阿克伦大学、加州理工学院、佛罗里达大

学、德克萨斯理工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

大学、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加拿大

西安大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 8位专家

组成。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

Fellow、阿克伦大学程正迪教授担任评估

专家组组长。      

   3日上午，现场评估汇报会在化学化工学院报告厅举行。副校长吴旦在会上

指出，交大用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要求自己、发展自己，希望通过国际评估，直

面不足并积极改善问题。吴旦指出，第一轮国际评估意见与建议对学院发展具有

深远影响，引导了化学化工学院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希望通过第二轮国际评估，

为学院过去数年的发展做一个研判，检验学院的进步程度并指明未来发展方向。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陈接胜汇报了学院在科学研究、师资队伍、战略规划等方面的

建设情况，高分子化学与物理、高分子材

料与加工、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与

分析化学、电化学工程与精细化工、化学

工程与催化等 7 个学术方向的教师向专家

组作了详细汇报。专家组还分别与学术带

头人、青年教师、学生代表深入座谈。4日，

专家组听取了 17 位青年教师的个人学术

表现汇报，实地考察了学院的实验室建设

的总体情况。  

5日下午，现场评估反馈会在行政 A 楼 207会议室举行。校长张杰、常务副

校长林忠钦、副校长黄震以及相关职能部处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专家组一致认

为，自 2008年化学类院系、2010年化工类院系评估以来，化学化工学院取得了

可喜的进步，学术产出和学术影响力进步较大；高分子、手性化学、电化学与能

源、有机合成等若干学科已经取得较大成绩；化工在实际应用与工业化方面取得

了若干有影响力的代表性成果。专家组指出

“交大化学化工学科与交大目前的地位有较

大差距；存在办学空间不足，科研经费总量

较少等现象；缺乏大型项目经费和国家级科

研基地，缺少交流的平台，团队间的合作不

足。”专家组建议学校继续重视与加强对化学

化工学院的建设；建议学院加强顶层设计，

强化人才队伍建设，鼓励交叉研究和合作研

究，营造合作互动的文化氛围，打造更多原



 

创性的方向、概念和成果。      

  张杰对专家组的辛勤工作与真诚付出表示感谢。他表示，学校将对专家组提

出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到学院开展调研，与学院教师开展深度对话与交流，并

听取学院反馈整改意见，深入研究与透彻分析化学、化工学科存在的问题，寻求

解决办法。张杰表示，学校对化学化工学院未来的发展寄予了很大期望，学校将

会进一步研究加大人员的分类发展改革的力度以增强教师的竞争力，帮助每个人

找到最合适发展的岗位，并在现有基础上加大对化工学科的支持力度，促进学院

健康发展。   

  化学化工学院高度重视本次国际评估，借助新成立的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的

力量，对学院进行综合评价；并撰写自评报告，深刻分析自身存在的优势与劣势

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学院表示将会认真总结归纳评估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结合

自身发展，制定实质性反馈整改措施，促进化学、化工学科建设与上水平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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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举行 2015 届本科生毕业典礼 

7月 5日下午，化学化工学院 2015 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上

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图书信息大楼 8 楼报告厅举行。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吴旦，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陈接胜，党委书记钱静峰，副院长钱雪峰出席毕业典礼。院党

委副书记郑浩主持典礼仪式。 

仪式在庄严肃穆的国歌声中开

始。副校长吴旦代表学校致辞，表达

了他对化学化工学院 2015 届全体毕

业生的深情祝福和热切期盼。他在致

辞中勉励全体毕业生把握人生的关键

一步，正如化学反应中的决速步骤是

控制整个反应的关键。他从分析化学

讲求精准的角度出发，鼓励大家在今

后的学习生活中牢记细节决定成败。

最后，他希望毕业生能够不断充实自

我，将化学融入生活，用发展、变化的态度面对今后的风风雨雨。 

随后，化学化工学院院长陈接胜上台致辞，他代表学院向毕业生们表示热

烈祝贺，并叮嘱同学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应该脚踏实地，时时自省，锐意进取，

心怀国家，继续保持和发扬交大精神，做一个出色的人。 

怀着对毕业的万分感慨，毕业生代表康达代表全体毕业生发言，向母校、向

四年的青春告别。他在发言中回顾了四年精彩的大学生活，感谢母校赋予同学们

“交大人”的荣光，教会同学们责任和担当。康达说，“选择了交大就选择了责

任”这句话已经融入交大人的血液中，这是母校的殷殷嘱托，带给同学们奋勇向

上的精神力量。康达同学的一番话，引发了同学们的强烈共鸣。 



 

在庄严的乐曲声中，2015届本科毕业生依次上台，化学化工学院院长陈接

胜，党委书记钱静峰为他们颁发证书并一一合影留念。 

四年来，同学们在学院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成长和

蜕变，康达同学代表全体毕业生手书“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赠予学院，学院党

委书记钱静峰接受捐赠。作为感谢，学院为每位毕业生准备了印有元素周期表的

领带或丝巾，并借此鼓励毕业生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时刻保持探究世界物质

本源的精神，志存高远，开创壮丽的事业。 

伴随着《栀子花开》的离别旋律，化学化工学院 2015届本科生毕业典礼通

过大合唱的方式进入尾声。典礼虽然结束，但大家仍然依依不舍，纷纷合影留念，

互赠临别的祝福，送别美好的青春。 

毕业生们满怀自信和从容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他们将带着交大人的财富和

品德，传承“严谨、务实、博学、创新”的院训，向灿烂辉煌的未来再次启航。 

7月 5日上午，全体毕业生还参加了学校本科生毕业典礼。 

（返回目录） 

化学化工学院组织 2015 级生命与环境交叉平台家长会及新生教育 

9月 12日晚，2015级生命与环境交叉平台家长会暨师生见面会在上院 500

号召开。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处长吴静怡、副处长付宇卓，生命与环境交叉平

台各相关学院领导出席，来自生命与环境交叉平台的两百多名学生、家长以及

新生班主任、思政教师参加会议。 

吴静怡致辞中介绍介绍了学校

设立生环平台的总体思考，阐述了

学科交叉在生活，研究等方面的重

要性，生环平台的培养目标正是在

于构建多学科交叉，理工融合，通

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

养体系，最终培养新型复合型人

才。以此为出发点，希望更多热爱

本门学科的同学加入交大，在交大

得到学术成长和发展。付宇卓介绍

了生命与环境交叉平台的学生培养方案，包括平台特色、培养模式、课程体

系、专业分流等，使学生和家长对于新生的未来有了一定的了解。 



 

    化学化工学院党委书记钱静

峰、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陈

锋、农业与生物学院院长周培、环

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耿涌、药学

院党委书记刘明柱等分别从学科概

况、发展历史、师资力量、培养计

划等方面介绍了自己学院的特色和

人才培养情况。钱静峰对于新生适

应大学生活和家校合作进行了指

导。他指出，进入大学选择自由就

意味学会承担，学会选择，学会规划。他以自己的学经历为例证带领大家分析

了当下大学生所在生涯阶段的任务，指导新生确定大学生生涯方位，培养良好

的学习生活习惯。同时也希望家长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 

在提问环节中，一些学生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以及自己的一些疑问做出了

提问，并得到了现场老师们的解答。此次家长见面会使广大新生对于自己的专

业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也使得他们在接下来的大学生活里能够更好的融入，

探索丰富多彩的大学学习生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生命与环境交叉平台将进

一步加强对于学生的通识教育及专业教育，帮助同学尽快适应大学学习生活，

并找到自己的道路。 

从 9月 12日新生入学起，化学化工学院通过新生见面会、开学典礼、第一

次班会、安全专场教育、生涯发展专场教育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形成完善的新生

入学教育体系。 

（返回目录） 

 

化学化工学院承办交大首届校园安全知识竞赛 

7 月 8 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首届校园安全知识竞赛决赛在光彪楼多功能厅

举行。校党委副书记、校安保委主任胡近，校长助理、校安保委常务副主任纪凯

风，以及来自校安保委、资实处、保卫处、学指委等机关部处和各参赛院系的代

表共同参加活动。来自各学院的两百多位老师同学前来为参赛队伍加油助威，现

场气氛热烈。 

 本次竞赛由上海交通大学资产

管理与实验室处、学生工作指导委员

会、保卫处共同主办，化学化工学院

承办。自六月份启动以来，比赛得到

了学校各级领导的广泛重视，各院

系、职能部处的积极配合以及全校师

生的热情参与。其中，在线安全知识

竞赛涉及 34 个院系单位，参与人数

九百多人，答题次数两千余次。最终



 

进入决赛阶段的八支队伍为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数学系，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农业与生物学

院，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 

胡近在致辞中指出，校园承载着师生的梦想，承载着国家的希望，校园安

全是学校其他工作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是提升学生校园幸福感的重要标度，也

是衡量高校综合水平的关键因素。他充分肯定了此次校园安全知识竞赛对于营造

平安健康的校园环境，提高全校师生

安全防范意识的重要意义，并鼓励选

手们赛出风采，赛出水平。    

   决赛采取现场答题竞赛的形式，

分为必答题、抢答题和风险题三个环

节，每支队伍由一名教师和三名学生

选手组成，竞赛题目涉及校园安全的

各个方面。比赛过程中，选手们反应迅

速，配合默契，展现出了扎实的校园安

全知识储备以及沉着冷静的风采，现

场气氛紧张而激烈。   

为了更好地普及校园安全知识，现场的专家评委针对部分题目进行详细阐述，

组委会配合题目播放了消防、急救等小视频以普及师生的安全知识。此外，现场

还设置了两次观众答题环节以活跃会场气氛。         

 经过一番紧张而激烈的角逐，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荣获一等奖，机械与动

力工程学院、农业与生物学院获得二等奖，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数学系、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化学化工学院获得三等奖。  

另外，本次竞赛组委会还评出优秀组织奖两名，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和电子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获此殊荣。    

（返回目录） 

  



 

【科研动态】 

化学化工学院 201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工作实现新突破 

8月 18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传来好消息。化学化工学院在 2015年

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中，获得 29项资助。包括面上项目 18 项，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8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3项。 

值得一提的是，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实现零的突破，在上海交通大学获批

的 14项中化学化工学院占有 3项。 

本次基金申请工作过程中，化学化工学院共提交申请 74项，获批 29项，申

报成功率达到 39.2%。在化学化工学院获批的 29 项资助项目中，一共获得 1723

万元资助。 

201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取得的可喜成绩，是与化学化工学院各级领

导的关心支持及广大教师和科研管理人员的辛勤努力工作分不开。学院领导表示，

在未来的工作中，将认真总结与分析，加强重大、重点项目和杰青、优青项目的

组织申报力度。通过全体教师员工们的不懈努力，不断提高学院科研工作的水平。  

（返回目录） 

【国际交流】 

RSC 学生俱乐部成功举办 RSC publishing workshop 

9 月 21 日下午，ChemComm

前主编（1999-2009）Sarah Thomas

博士受 SJTU-RSC 学生俱乐部邀请,

于化学化工学院 A 楼五楼演讲厅

成功举办了第二期 RSC publishing 

workshop。    

    本次报告分为两部分。首先，

Sarah Thomas 博士向我们分享了

她的成长历程及职场经历。她通

过自身经历告诉我们，不要害怕

对职业生涯的迷茫，不要害怕改变想法，年轻人应勇于面对机遇和变化。    

     英国皇家化学会是历史上最悠久、欧洲最大的化学学会，目前在全球拥有超

过 5 万名会员，并且出版包括 Chemical Science, ChemComm,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等近 40 余种专业期刊。因此在第二部分内容中，Sarah Thomas 博士介绍

了英国皇家化学会期刊及出版情况，并解答了 RSC 文章要求及投稿过程中的注意

事项等，相信到场的同学们都受益匪浅。  

     在提问环节，Sarah Thomas 博士与同学们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互动，她平易近

人的态度和丰富的人生经历深深感染了在场同学。经过这场讲座，相信会对同学

们发表文章大有帮助，并且同学们对工作和生活会有更加深入的思考！  

（返回目录） 



 

【产学研合作】 

化学化工学院访问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2015年 7月 12日至 15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党委副书记郑浩

老师带队，黄卫、姜学松、黄兴溢、孟庆华、赵鹏飞等老师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进行了访问交流。中物院相关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院来访人员，并就进一步深

入化院和中物院的合作进行了研讨和推进。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创建于 1958年，是国家高度保密单位。在国家计划中

单列的我国唯一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单位，是以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为主的集理

论、实验、设计、生产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院。科研基地主体坐落在四川省绵阳

市，是一座设施齐全、文明美丽的现代化科学城。 

早在几年前，中物院就展开了与我院的长期合作，中物院虽然是以研制核

武器为主体的生产单位，但其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相关化学材料的支撑。

我院黄卫、姜学松等老师在高分子材料方面的研究与中物院在核材料、能源材料、

及感光材料等方向的需求恰相契合。借此契机，我院来访人员对中物院进行了深

度访问，先后参观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化工材料研究所、材料研究所，与相关研究所、科室进行

了深入性交流及研讨。 

双方对于发展尖端技术、协同创新等主题进行了探讨，参访教师以及中物

院各研究所、科室负责人也分别对接了项目需求和教师研究方向。双方一致认为

要积极响应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号召，整合中物院与上海交大各方资源深入

开展合作，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及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增色添彩。 

通过此次访问交流，交大与与中物院希望能进一步在人才、科研和生产等

各方面建立亲密的合作伙伴关系，相互借力，共同发展，提高我国国防事业的自

主创新能力及尖端科学技术的研发水平，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及国民生活稳定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 

（返回目录） 

 

  



 

【师生风采】 

重洋何阻南洋梦，卅载邀约；化学催生同学情，盛夏热聚 

化学化工学院组织 1985 届本科校友毕业 30 周年返校活动 

时光，酝酿友情的美酒，越发醇香；回忆，泛起情感的浪花，美好无限。7

月 10日至 7月 12 日，冒着“灿鸿”台风带来的猛烈风雨，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

工学院 1985 届 11011 本科班——应用化学班 21 位校友时隔 30 年重新相聚，共

同追忆青春年华的点点滴滴，共同感受岁月沧桑而情谊不减。    

阔别卅载，师生共聚回忆往昔  

   7月 10日下午，海内外同学陆续

抵达交大徐汇校区，入住交大博学楼

宾馆，志愿者为校友们发放 T 恤和通

讯录。晚上，大家在和平宾馆享用了欢

迎晚餐。席间，校友们举杯畅饮、笑谈

人生，无处不透露着浓浓同窗情，令人

动容。 

   7月 11日上午 9:00，校友们来到

长乐路 764 弄探访张燕豪老师。张燕

豪老师是 85届校友本科阶段的物化老

师。30 载春秋，消磨不了曾经四年共度的点滴时光。90 多岁的张老师与同学们

回忆起 30 年前共同经历的学习与生活，一切仿若昨日，青春事迹，依旧历历在

目。  

  中午 11:30，在徐汇校区教师活动中心，校友们和 10 多位老师共进午餐，

师生互动交流，重温那些年的欢乐时光，觥筹交错，洋溢着满满的温情与感动。    

齐聚一堂，五湖四海共话离愁  

  7月 11日下午 14:00，校友们来到闵行校区，在博雅厅举行茶话座谈会。化

学化工学院院长陈接胜、党委副书记郑浩、团委书记赵鹏飞、学院“名材班”学

生代表参加了茶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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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届校友毕业 30 周年返校特

别制作微电影《别意》。视频唤起了校

友们对青葱岁月的美好回忆，对已逝

青春的恋恋不舍，很多校友不禁潸然

泪下。学院“名材班”学生代表向校友

们赠送了用他们入学时证件照片制作

的仿制校园卡以作纪念。校友们与“名

材班”同学互动交流，合作表演节目，

赢得了阵阵掌声。座谈会在欢乐、温馨

的氛围中落下帷幕。    

校园游览，见证交大崭新面貌  

  7 月 12 日上午，学院志愿者带领校友们参观了美丽的闵行校区。首先，校



 

友们来到了校史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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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们参观了李政道图书馆，也了解了李

政道与交大的渊源。  

校友们纷纷表示，今日交大的蓬勃发展和卓越进步超乎自己的想像，也为学

校和学院的全面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最后，大家在化学化工学院合影留念。  

  重洋别意卅载梦， 盛夏依依同窗情。风雨无阻，共聚今朝。三十年后的重逢，

热情依旧，笑脸依旧。亲爱的校友们，别离之时，请怀抱着对下一个十年、二十

年的期待，期待再次相聚，也期待彼此更美好的人生和化学化工学院更美好的未

来！  

（返回目录） 

 

化学化工学院学生在“七▪一”党建评优中取得佳绩 

在第 94 个建党节来临之际，上海交通大学 2014-2015 学年学生党建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获奖名单揭晓。经各院系推荐报名，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审核， 在

6 月 19 日举行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答辩评审会上，经过申报个人和党支部答

辩、与会评委无记名投票，最终确定 11人获评上海交通大学 2014-2015学年“学

生党员标兵”，20 个学生党支部获评上海交通大学 2014-2015学年“优秀学生党

支部”。我院卢阳同学获得“学生党员标兵”，化学化工学院本科 12、13、14 级

联合党支部获得“优秀学生党支部”。    

   

卢阳同学积极参与党团活动，在军训

期间火线入党。他热心组织志愿服务，长期

关爱年迈老人，利用暑期爱心支教贫困西

部，把青春融入祖国山河。学习科研方面，

他刻苦努力，学积分 89.56，位列专业第一。

大学期间，他担任学院学生会主席，上海交

通大学化学协会会长等，用实际行动为同

学服务，奉献青春。  

  化学化工学院本科 12、13、14 级联合

党支部，践行誓言，积极打造“三能”党支部，

号召党员“能担当”、“能引领”、“能奉献”。支

部党员，严抓内部建设，打造精英团队，重视

对外服务，承担党员责任，通过丰富多彩的党

建活动，彰显了支部风采。 

  建党节来临之际，我们向卢阳同志和本科

12、13、14级联合党支部表示衷心的祝贺。也

希望学院学生党员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再创佳绩；希望学生党支部更好地发挥堡

垒作用，不断引领、服务、成长。  

 （返回目录） 

 
 



 

上海交通大学在重庆开县设立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基地 

7月 17日，上海交通大学—重

庆开县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基地挂

牌仪式在重庆市开县中学举行。重

庆开县县委常委、副县长陈华东，上

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党委副书

记郑浩，来自开县教委、民政局、团

委、开乾集团、开县（上海）乡情联

谊会、开县中学的领导和师生，以及

上海交通大学“库区孩子的交大梦”

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的全体成员共同

参加了挂牌仪式。 

陈华东副县长代表重庆开县热烈欢迎上海交通大学的暑期实践团队，他在

发言中高度评价了 2014 年上海交通大学社会实践团队组织开县孤儿到交大学习

实践，开阔视野，启迪梦想。今年实践团队实地来到开县，通过暑期社会实践基

地的建立，形成长效机制，以支教实践为支点，共同探索校地合作的新模式，为

教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郑浩副书记在发言中感谢了重庆开县对实践团队的大力支持和妥善安排，

他要求同学们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通过有针对性的开展支教工作以及实地调研

和走访，了解真正的国情民意，在实践和支教中历练成长同时，也为库区孩子们

带去实实在在的改变。 

随后陈华东副县长和郑浩副书记共同为上海交通大学—开县大学生暑期社

会实践基地挂牌。 

重庆开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三峡工程的移民大县。今年的交大-开县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由上海交大化学化工学院牵头组织，在之前暑期社会实践“库

区儿童的‘交大梦’”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组建“库区孩子的交大梦”实践团队

来到开县开展为期两周的支教和走访调研活动，希望在关注贫困地区教育发展，

为他们提供优秀教育资源的同时，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基本需求。通过实地考察，

明确后期所能提供的帮助。同时，收集具有传播力的素材，通过新闻媒体宣传，

形成社会影响，为库区困难儿童募集到更加充足的社会资源。 

此次开县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使大学生有机会深入三峡库区体验生

活，了解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状况，把青春融入祖国的山河，不断增强

社会责任感。同时，将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贡献智慧，并用实践中得

来的经验指导自己未来的学习，知行合一，不断成长。以定期公益实践活动为起

点，上海交大和重庆开县还将寻求人才输送和产学研合作全面推进，推动建立长

期的校地合作关系。 

（返回目录） 

 

 

 

 



 

化院学子获得华东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一等奖 

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暑

期竞赛已成为我国化工高等教育培养卓

越化学工程师的最热闹和最重要的赛事

之一，由中国化工学会发起，教育部化工

专业教学指导分委会和中国教育协会组

织。本赛事分赛区进行，华东赛区今年由

温州大学承办。我院化工系由副系主任

顾顺超老师组织动员，阎建民、罗先金和

贺益君老师任指导教师，硕士研究生李

慧同学作为助教，组建了两只队伍参加

在上海电力学院举办的市初赛，由 2011 年级的董潇健（队长）、赵骏、杨慧军、

宋叶丰和彭培培等同学组成了 Chemi-Artist 团队进入华东区决赛，经过精心准

备，顽强答辩，荣得本年度“诚信杯”华东区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一等奖。 

化工设计竞赛的原则是，每年规定一个产品种类（今年比赛题目是大型乙

二醇工厂的设计），参赛学生需要自主选择原料、厂址、工艺路线和设备，综合

运用化工热力学、传递原理、反应工程、分离工程、催化和系统工程、化工机械、

化工仪表与自动化及化工设计等多学科知识并借助专业软件完成工艺过程和设

备的设计计算，并在规定期限内初步完成一个大规模化工厂建设所需的可行性分

析、工艺、设备和、选址和建厂等全方位的设计方案，对于提升学生的综合思维

能力帮助很大。竞赛活动开始举办以来的参赛规模迅速扩大，国内化工专业具有

一定实力的院校全部参赛。苏浙沪两省一市的华东赛区实力强，竞争最为激烈，

今年有来自 48 个院校的两百多支队伍参赛。组委会近年对评比的规则也进行了

修正完善，增加了许多单项评比。 

我院钱静峰书记对此赛事特别关心，指出化工设计是化工学科本科教育的

一项重要内容，对于推动同学们的学术发展兴趣和建立学术品味具有很好的促进

作用。系主任肖文德教授在赛前对参赛同学和老师进行了动员和鼓励，指出要重

视此项赛事对于化工专业学生整体运用专业知识能力，以及对化工设计课程教学

的推动作用。Chemi-Artist 团队的参赛同学们在四个多月的业余时间，以进取

的心态认真准备，所完成的文档内容，及现场汇报和答辩水平得到诸多评委的赞

誉，图纸和化工设计专业软件综合使用能力评分排名也较往年有显著提高，体现

了我系同学们不仅具有深厚的基础和专业知识，也具有良好的工作态度、挑战自

我的意志力、分工协作的团队精神、与答辩评委的应对与交流等专业之外的能力。 

比赛结束后，同学们深刻体会到，参加竞赛本身是一次自主学习的过程，在

相互交流中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这也是今后走上工作岗位应具备的一种能力。 

（返回目录） 

 

化院学子在上海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中摘金夺银 

由上海市教委主办、上海高校化学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协办的第九届上海

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于 9月 11日至 13日在华东理工大学奉贤校区举行。本次邀

请赛共有来自上海的 15 所高校以及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 3 所



 

长三角地区高校的 54名学生同场竞技。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有 44名选手分

获不同的奖项。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

工学院应用化学专业的刘鹏林同学突

出重围，在大赛中摘金，陈玉颖、徐一

帆同学分获银、铜牌。 

近年来，化学化工学院教学实验

中心不断改善实验室条件，着力提升

实验教学队伍的数量和质量，鼓励更

多的同学走进实验室，提高动手实践

能力，培养学生手脑并用和手脑协调，为学生的素质提升和全面发展提供良好训

练，为将来的科研发展道路打下坚实基础。（返回目录） 

 

彭宗林副院长做客上海电视台分析天津港爆炸事故中氰化物影响 

8 月 16 日晚，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彭宗林做客上海电视台夜

线约见栏目。帮助民众梳理天津港爆炸事故中氰化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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