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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数据统计】 

2022 年 1-11 月各学院（部）科研到款与去年同期比较 

部  门 

2021 年 

纵向到款 

（GF 到款） 

2021 年 

横向到款 

2021 年 

合计到款 

（含 JG 横向） 

2022 年 

纵向到款 

（GF 到款） 

2022 年 

横向到款 

2022 年 

合计到款 

（含 JG 横向） 

能动 1235（349） 1440 3149 1994（1229） 1447 3826 

光电 5670（2134） 815 7320 10624（146） 754 11979 

管理 477（25） 495 1032 755（100） 438 1229 

机械 744（126） 1697 3100 1449（166） 1921 4076 

外语 55 35 90 44 60 103 

环建 565 890 1457 542 640 1188 

健康 1889 1465 3488 1220（90） 1091 2341 

版艺 478（315） 281 759 516 102 619 

材化 783（23） 522 1337 728（140） 506 1395 

理学院 636（156） 114 751 459（64） 32 496 

马院 31 1 32 15 0 15 

体育部 7 11 18 9 18 27 

中德 5 0 5 4 0 4 

中英 0 25 25 0 7 7 

沪江 12 0 16 2 0 2 

实管中心 3 0 3 12 0 59 

其他 85 0 89 11（4） 0 11 

合计 12677（3128） 7796 22671 18383（1939） 7015 27378 

                                                     单位：万元 

供稿：詹伟 吉莉 潘嘉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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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 

位列第 62 位，上理工 4 人次入选 2022 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科睿唯安 2022 年度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于 11 月 15 日发布，共有来自全球 69

个国家和地区的 6938 位科学家入选，中国内地上榜人数继续增长，共有 1169 人次

（占比为 16.2%），位列全球第二。入选这份榜单的学者在过去十年间均发表了多

篇高被引论文，其被引频次在 Web of Science 中位于同学科前 1%，彰显了他们在

同行之中的重要学术影响力。 

一些杰出科学家入选多个学科名单：219 人入选 2 个学科，28 人入选 3 个学科，

4 人入选 4 个学科。跨学科领域入选者的成就在同行中具有广泛的跨学科影响力。

此次我校窦世学院士、刘化鹍院士团队共有 4 人次入选，其中窦世学院士同时入选

化学和材料科学学科。入选人次在中国内地高校及科研机构中位列第 62 位。 

“高被引科学家”是由科睿唯安文献计量学专家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通

过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等 21 个学科领域的引文数据分析得出，该名单遴选

出了各领域中高被引论文数量最多即受到全球同行集体认可的、最具引文影响力的

科研人员。 

 

供稿：科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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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天地·学院风采】 

上海市现代光学系统重点实验室评估再获优秀 

近日，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 2021 年度上海市重点实验室评估结果。

由上海理工大学庄松林院士领导建设的上海市现代光学系统重点实验室在信息领

域排名第一，获评优秀。这是继 2014 年与 2017 年两轮评估获得优秀之后，实验室

第三次蝉联佳绩。 

此次评估从研究成果、承担任务和研究经费、获奖情况、队伍建设、人才培养、

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等方面，对实验室三年评估期内（2017 年-2020 年）的整体运

行状况进行考核评估。信息领域的 25 家上海市重点实验室经过两轮严格筛选，最

终上海市现代光学系统重点实验室等 4 家实验室获评“优秀”、16 家实验室为“良

好”、3 家实验室为“一般”、2 家实验室为“整改”。上海市将对“优秀”和“良好”等次

的重点实验室予以经费支持，并鼓励进一步优化实验室建设发展举措，充分发挥对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支撑作用。 

上海市现代光学系统重点实验室于 2006 年由上海市科委批准建设，是一个以

光学为主，与信息科学、精密机械与制造、计算机科学、微电子技术、材料科学、

生命科学等学科紧密交叉和相互渗透的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在实验室主任庄松林院

士的带领下，以实验室为基础建立了国家基础科学中心、111 引智基地、省部共建

协同创新中心、教育部工程中心等多个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平台，以及人才培养基

地。实验室拥有固定人员 80 余名，其中国家级人才 10 余名，省部级人才 20 余名。

实验室从基础光学、光学影像和波谱技术三个层次开展超精密光学制造（新方法)、

太赫兹科学与技术(新波段)、纳米光子学(新机理)、超快非线性光学(新机理)、医用

光学（新应用)等方向的研究。近三年，承担国家级科研任务 86 项，省部级科研项

目 80 余项，合同经费累计超 1.7 亿元。发表 SCI 论文 500 余篇，其中光电领域前

5%的共 300 余篇，《自然》（Nature）,《科学》 (Science)子刊 13 篇，1 区文章 60

余篇。累计授权发明专利 240 余项，其中 7 项作价入股形式实现成果转化，累计经

费达 4969 万元。获得上海市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省部级科技

奖励近 10 项。 

实验室将以评促建，始终坚持对接国际学术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承

接重大任务、深化国际合作。进一步优化人才队伍的组成结构，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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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颠覆性、引领性和“卡脖子”技术等重大关键问题的突破。支撑上海市科创中心

建设的同时，做好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后备力量和有益补充的准备。 

 

 

庄松林院士及部分团队成员 

供稿：光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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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建学院硕士毕业生徐晓臻在《自然》旗下刊物发表论文 

近日，环建学院 2022 届硕士毕业生徐晓臻以第一作者身份在《自然》旗下刊

物《通讯地球与环境》（Communications Earth & Environment）上发表了题为《中

国水泥生产技术现代化的显著环境效益》（Modernizing cement manufacturing in 

China leads to substantial environmental gains）的文章，旨在为全球和其他国家提供

以“中国方案”为可靠借鉴的可持续水泥工业发展路径。上海理工大学为第一单位，

黄蓓佳教授为通讯作者，青年教师段炼、研究生陈妍希、王钰越为联合作者，其他

合作单位包括南丹麦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比利时安特卫普大

学、重庆大学、清华大学。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见证了建筑业的繁荣发展，这也导致了大量水泥建筑

材料的消耗。与此同时，水泥制造技术也在迅速升级。因此，量化水泥生产的综合

环境影响对于探索其环境负荷的降低策略以及水泥工业的绿色发展路径都十分重

要。该文章以国家级和省级数据为基础，采用回归模型、生命周期评价和情景分析

的研究方法，分析了 1996 年至 2021 年中国水泥生产技术的演变与分布，识别了水

泥生产的关键环境影响，并量化了技术升级所带来的显著环境效益。 

据了解，《通讯地球与环境》（Communications Earth & Environment）是《自

然》（Nature Portfolio）旗下的开放获取、同行评审期刊，发表地球、环境和行星

科学领域的高质量研究，其发表的论文代表了重大进展，为专业研究领域带来了创

新的见解。 

 

中国水泥工业结构的演变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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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泥生产的关键环境影响 

供稿：环建学院 

 

 

环建学院博士生毕付坤在环境领域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 

近日，环境与建筑学院能源与环境工程专业博士生毕付坤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环

境领域顶级期刊《环境科学与技术》（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IF：

11.357）上发表了题为“氯配位钯单原子增强了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降解的抗氯性：

机理研究”（Chlorine-Coordinated Pd Single Atom Enhanced the Chlorine Resistance 

for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Degradation: Mechanism Study）的研究论文。上海理

工大学为唯一完成单位，环建学院研究生赵震远、杨阳、高维康以及刘宁教授为共

同作者，张晓东副教授和黄远东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作为一类常见的气

态污染物，其来源广泛，通常在煤炭加工、喷涂印刷、汽车尾气以及室内的家具装

修等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

研究表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会在光照的作用下与空气中的强氧化性物质发生光化

学反应产生臭氧和二次有机气溶胶，二次有机气溶胶会吸附空气中存在的硝酸盐、

硫酸盐等形成细颗粒物 PM2.5，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为解决大气污染现状，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综合治理”。因此，环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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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远东教授和张晓东副教授带领团队开展了挥发性有机物控制和消除等方面的研

究。 

对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降解，通常采用的是催化氧化法，即在催化剂的作用

下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低温氧化为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对于这种方法来说，最关键

的一点就是开发出高效经济的催化剂。负载型贵金属催化剂，由于其优异的催化活

性而广泛应用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低温催化降解。 

然而，在实际的工业排放条件下，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排放中往往会伴随着少

量的含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Chlorinated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CVOCs）。

由于氯物种的存在，在挥发性有机物的降解过程中，氯会与催化剂中的贵金属活性

组分发生反应产生非活性的氯化物或氯氧化物，造成催化剂失活。为提高负载型贵

金属催化剂的耐氯中毒能力，减轻在降解过程中含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对催化剂的

毒害，团队利用合成催化剂过程中残留的氯物种，构建了氯配位的钯单原子

（Pd1-Cl）催化剂，以甲苯、苯以及二甲苯为模型污染物，探究了钯单原子在降解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过程中的抗氯作用及抗氯毒害机理。该研究为合理设计高耐氯催

化剂，改善大气环境污染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揭示了氯配位钯单原子催化剂在提高负载型贵金属催化剂降解过程中

抗氯能力的重要作用，为开发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降解高抗氯毒害的催化剂提供重要

的理论依据，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创新性。 

据了解，《环境科学与技术》是由美国化学学会出版发行的一部半月刊，2021

年影响因子为 11.357。作为环境科学与生态学领域的 TOP 期刊，其旨在实现变革

和确定方向，为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广泛的环境团体等多学科和不同受众发表严

谨而有力的论文。自 1967 年创刊以来，在全球环境运动的发展中发挥了历史性的

作用。该期刊为环境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了国际一流的环境研究成果，并为全球环

境决策提供了依据。该杂志推进了对复杂环境现象的严谨研究，同时促进了关键环

境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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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配位钯单原子催化剂抗氯机理及甲苯降解路径示意图 

 

 

催化降解甲苯中间产物研究及抗氯毒害机理 

供稿：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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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建学院硕士生赵强宇在《胶体与界面科学学报》上发表论文 

并入选封面文章 

近日，环建学院大气污染控制团队硕士研究生赵强宇以第一作者身份在《胶体

与界面科学学报》（Journal of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中科院一区，IF:9.965）

上发表了题为“具有高容量甲苯的 UiO-67/氧化石墨复合材料：合成策略和吸附机

理”（Universitetet i Oslo-67 (UiO-67)/graphite oxide composites with high capacities of 

toluene: Synthesis strategy and adsorption mechanism insight, 627 (2022) 385-397）的

研究论文并入选封面文章（631 卷）。上海理工大学为第一单位，张晓东副教授为

通讯作者。 

据了解，国家“十四五”计划已将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治理列为重点，其中，挥

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作为形成细颗粒物和臭氧的重

要前体物，其污染防治工作仍然是现阶段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任务之一。挥发

性有机物成分复杂、排放源很广泛、具有强烈的毒性，对环境和人体都会造成极大

的危害。目前，吸附法处理工艺相对成熟、耗能较小且效率高，被广泛运用于处理

印刷及涂料生产等行业产生的高通量、低浓度有机废气。工艺过程一般需要兼具吸

附和解吸装置，即在吸附足量的挥发性有机物后，通过对吸附剂加热使挥发性有机

物脱附出来，从而实现吸附剂的再生，进而达到循环使用的目的。由此可见，选择

一种高效的吸附剂是吸附法的核心，探索吸附剂结构与吸附性能的关系，进一步提

升吸附剂的吸附容量、稳定性和再生性，对改善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具有重要意

义。 

此次入选封面的文章报道了氧化石墨复合材料高效吸附甲苯、苯、二甲苯等典

型挥发性有机物的研究。通过最大限度地将氧化石墨烯与金属框架材料进行复合，

有效提升了吸附剂对多种挥发性有机物的吸附性能。基于实验结果和理论计算，揭

示了氧化石墨烯提供额外吸附位点，增强 π-π作用的吸附机制。此外，研究了多种

典型挥发性有机物的大小与形状等特点和客体分子扩散运动规律，为吸附处理研究

提供新角度，为高效吸附剂的开发及挥发性有机物的吸附研究提供了新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该封面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太极，封面以太极图的形

式巧妙地表达了金属有机框架与氧化石墨烯复合材料有效吸附各种气体污染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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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进而将恶劣的生态环境转化为绿水青山的宜居家园，在表达文章内容和呼吁

环境保护的同时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封面文章 

供稿：环境学院 

 

 

我校教师首次在国际顶刊《能源环境科学》发表论文 

我校能动学院教师王佳韵在能源环境顶级期刊《能源环境科学》（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IF:39.7）上发表了题为“空气取水技术:关键指标和挑战”

（Atmospheric water harvesting: Critical Metrics and Challenges)的观点论文。本论文



 

 12 

梳理了当前空气取水技术存在的挑战和障碍，总结了技术革新的关键指标，为该领

域未来的科学发展路径提供了。王佳韵为该论文第一作者，上海理工大学为第一单

位。 

本文聚焦空气取水这门新兴的技术，开展从大气中直接获取淡水，致力于解决

全球淡水短缺危机。空气取水主要包括结露、吸附、膜分离和雾收集四种方式，是

分布式灵活供水的有效方案，极具应用潜力。本文总结了空气取水领域发展存在的

挑战和障碍；构建了全面的空气取水性能评价体系；并呼吁材料学、热力学、气象

学、工程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携手共进，一同推动技术革新。 

本论文提出空气取水研究应以“先进材料-传热传质优化-系统高效耦合运行”体

系化的研究路线，剖析了不同取水技术的原理及工作流程，总结了它们未来的研究

重点。该工作旨在构筑空气取水学术和应用之间的桥梁，建立领域内统一的评估共

识，对未来高效、可持续、规模化的取水技术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最终实

现分布式空气取水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及推广提供一臂之力。 

该研究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王如竹教授团队开展，同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52006145）、上海市晨光计划（19CG54）、上海市青年英才计划

（20YF1431500）等项目的资助。据了解，《能源环境科学》（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由英国皇家化学学会（RSC）出版社主办，在能源和环境科学领域 400

余份期刊中排名第一，2022 年最新影响因子为 39.714。 

 

高效 AWHs 技术应用的未来研究重点 

供稿：能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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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交流】 

“克拉玛依碳和”与我校签约成立“绿色数据中心研究院” 

11 月 11 日，克拉玛依碳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理工大学共建“绿色数据

中心研究院”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举行，上海科

学技术交流中心主任王震、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主任王志杰、克拉玛

依碳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海能、我校科技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宝林等参加签

约仪式。 

刘宝林表示，“绿色数据中心研究院”的成立是近年来学校与克拉玛依积极推

动科技、人才援克工作的成果，是学校技术转移中心开展校企合作的创新模式。今

后，学校技术转移中心将持续加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支持力度，由学校技术转移中

心牵头共建校企研究院平台，充分调动学校各学科优势资源，为企业发展提供更优

质、更高效、更全面的技术服务与支持。“绿色数据中心研究院”将围绕克拉玛依

碳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数据中心节能化、低碳化发展，在换热新材料、散热新方法、

余热利用新技术等方面展开前瞻研究。 

王震表示，“绿色数据中心研究院”是沪克两地践行国家“双碳”战略的体现，

具有丰富的前瞻性与创新性，是沪克在科技合作创新上共同努力的成果。建议研究

院在产出各类成果的同时，注重合作经验的可复制、可推广，以克拉玛依作为成果

应用发源地，逐步向西北其他地区乃至全国范围辐射，助推国家数据中心建设与国

家“双碳”目标的双赢。 

 

签约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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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数据中心研究院签约 

供稿：科研院/技术转移中心 

 

 

【政策解读】 

《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政策解读 

 

2022 年 6 月 22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近日，科技

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试点方案》（国科发才〔2022〕255 号）。科技人才与科学

普及司相关负责同志对《试点方案》的制定背景、基本考虑、试点任务和组织实施

等解读如下。 

1.请简要介绍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背景？ 

科技人才评价是人才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培

育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营造良好创新环境至关重要。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科技人才评价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两院院

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破四唯”和“立新标”并举，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

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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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为进一步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要求。 

2018 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分别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

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对

分类健全评价标准、改进创新评价方式、加快推进重点领域评价改革、健全完善评

价管理制度、推进“三评”改革等作出系统部署。各地方和相关部门认真落实中央要

求，出台破“四唯”等一系列相关改革举措，科技人才评价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但与

广大科研人员的诉求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相比，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还存在落

实难、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科技人才“获得感”不强。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要求，中央深改委把开展科技人才评

价改革试点工作作为重点改革任务，由科技部牵头负责推进。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

认真落实中央深改委部署和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形成《关于开展科技人才

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拟通过改革试点，聚焦国家重大科技创新活动，探索

科技人才分类评价的新标准、新方式、新机制，突出国家使命导向，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可落实的经验，推动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2.试点工作的基本考虑是什么？ 

本次试点工作的思路是，聚焦“四个面向”，围绕国家科技任务用好用活人才，

创新科技人才评价机制，以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为目的，以“评什么、谁来评、

怎么评、怎么用”为着力点，以“破四唯”和“立新标”为突破口，以深化改革和政策

协同为保障，按照创新活动类型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

价体系，引导各类科技人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本次试点工作的改革路径是，着眼更好支撑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问

题导向、分类推进、使用牵引、协同实施的基本原则，从单位内部和外部环境两个

方面进行系统部署，推进改革试点任务。单位内部主要从根据不同科技创新活动类

型探索新的评价指标、方式、周期、内部制度等进行系统设计；外部环境主要从有

关部门推动“三评”改革联动、构建行业特色的人才评价体系、调整机构绩效评估指

标、推动落实科研相关自主权等方面部署任务，通过内外协同联动，探索形成有利

于潜心研究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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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试点工作的目标是，通过 2 年的试点，探索形成不同创新活动类型的科技

人才分类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科技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评价机制更加

完善，有利于科技人才成长和更好服务国家科技任务的创新环境不断优化，形成可

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3.试点工作的主要着力点有哪些？ 

本次试点工作中着力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牢牢把握“立新标”的试点目标。进一步明确不同创新活动类型的人才评价

导向，结合实际研究提出具体的人才评价指标，并配套实施有利于评价指标落地的

评价方式、评价周期、单位内部制度和外部保障机制。 

二是强化国家使命导向。把“国家重大攻关任务”纳入创新活动类型，从加大承

担国家重大任务考核评价权重、把完成国家任务纳入单位评估重要内容等方面提出

试点任务，引导激励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积极承担国家重大任务。 

三是突出“三评”改革联动。落实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改革要求，推进项目评审、

机构评估联动，在科技计划项目评审、科研机构创新绩效评估、科技人才计划评选

中破除“四唯”，完善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中的人才评价机制，推动落实试点单位科研

自主权。 

四是强化改革协同推进。结合试点单位主管部门的行业特点和主体工作，部署

体现行业特色和部门主责主业的试点任务；同步部署地方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综合试

点任务，为区域科技人才评价改革推进探索经验路径。充分集成现有改革政策，强

化政策创新。 

4.试点工作主要有哪些重点任务？ 

本次试点坚持德才兼备，在加强对科技人才科学精神、学术道德等评价的基础

上，按照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社会公益研究

4 类创新活动部署试点任务。其中，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的科技人才的评价以支

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基础研究类人才的评价以学术贡献和创新价值为

导向，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类人才的评价以技术突破和产业贡献为导向，社会公益

研究类人才的评价主要以服务支撑能力和社会贡献为导向。针对每一类创新活动，

从构建符合科研活动特点的评价指标、创新评价方式、完善用人单位内部制度建设

等方面提出相应试点任务。同时，强调要树立国家使命导向，对承担和支撑国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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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任务，特别是急难险重科研攻关任务、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并作出贡

献的科研人员在考核评价上加大倾斜力度。对地方科技人才评价改革部署综合试点

任务，要求试点地方聚焦本次改革试点重点任务，结合本地区实际，突出区域科技

创新和人才发展特色，加强体制机制改革、政策创新和资源集成，对地方人才评价

改革进行系统设计，推进综合改革试验。 

5.如何推动试点落地见效？ 

科技人才评价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复杂程度高、改革难度大，关乎科研人员

切身利益。本次试点工作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普遍关注、科研人员热切期盼。试点

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取得实效需试点有关部门、地方和单位积极推动、狠抓落实、形

成合力。 

为确保本次试点取得实效，试点工作建立完善的工作体系，明确工作机制、责

任分工、进度安排，共同推动试点任务落地落实。科技部作为主责部门，要肩负起

组织推动责任并率先改革。试点单位主管部门要探索完善具有行业特色、突出主责

主业的人才评价体系，加强对试点单位指导、服务和政策支持。试点地方要突出区

域特色，进行改革系统设计，加强试点工作的指导监督、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形

成支撑区域创新发展的地区经验。试点单位要结合单位使命宗旨和国家创新需求，

明确改革试点的具体内容，完善人才评价相关制度，打通“最后一公里”，保障试点

工作顺利推进。 

根据试点工作安排，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和试点地方建立了试点工作推进机

制，将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监督、跟踪推进和验收评估，做到边试点、边总结、

边提升，为形成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制度积累经验、探

索路径。 

（摘自科技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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