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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数据统计】

截止 2016 年 3 月底各学院（部）科研到款与去年同期比较
2015 年

2015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6 年

2016 年

纵向到款

横向到款

合计到款

纵向到款

横向到款

合计到款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光电与计算机学院

436

164

600

483

192

675

能动学院

310

270

580

365

243

608

环境与建筑学院

132

66

198

145

68

213

医疗与食品学院

121

100

221

98

112

210

机械学院

180

169

349

101

66

167

材料学院

236

17

253

86

74

160

管理学院

109

67

176

99

48

147

理学院

199

0

199

117

10

127

出版与艺术学院

103

43

146

31

19

50

中德学院

36

0

36

16

0

16

外语学院

5

7

12

1

8

9

社科学院

14

0

14

1

0

1

其他

2

21

23

56

40

96

合计

1883

924

2807

1599

880

2479

部 门

体育部

供稿： 吴路平 曹栩秋 章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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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
“上海市超精密光学加工与检测专业技术服务平台”评估获得优秀
3 月 24 日，上海市科委公布了上海市专业技术服务平台的评估结果，我校
“上海市超精密光学加工与检测专业技术服务平台”评估获得优秀。上海市科技
项目（评估）管理中心对上海市先进制造、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 44 家上海市
专业技术服务平台进行了评估。经审定，上海市超精密光学加工与检测专业技术
服务平台（上海理工大学）等 10 家平台评估结果为优秀。
上海市专业技术服务平台是上海市科委为进一步提升上海市科技创新水平
和公共服务能力而建设。上海市超精密光学加工与检测专业技术服务平台依托我
校庄松林院士团队建设，协同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
所等上海市超精密光学领域优势单位，围绕国防军工、02 重大专项、新型显示
等国家重大需求和上海市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展开专业技术服务，建设了单点金刚
石车床加工超精密光学加工实验室、非球面自由曲面检测实验室、光学薄膜加工
与检测等多个国际一流水准的专业对外服务共享平台，较好提升了上海市高峰学
科光学工程的水平和影响力。

我校召开 2016 年度高峰高原学科建设工作推进会议
3 月 9 日下午，学校召开 2016 年度高峰高原学科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对新
一年的高峰高原学科建设工作进行了计划和部署。会议由副校长刘平主持。
会上，科技处处长张大伟对照学科制定的 2015 年考核指标和完成情况，对
6 个学科进行了逐一分析，并介绍了关于如何推进 2016 年学科建设工作的具体
设想。人事处处长姚俭解读了即将出台的《上海理工大学高峰高原学科（人才）
“特区”人事管理办法》，该文件的制订将进一步对引进高端人才起到政策引领
的作用。6 个高峰高原学科的负责人分别汇报了上一年度的学科建设开展情况，
并对如何进一步推进 2016 年各项建设工作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刘平在讲话中指出，今年将是我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工作的实质推进年。鉴
于各类科研成果的滞后性，今年各项建设工作的执行力度以及完成情况将会直接
决定 2017 年上海市教委对我校 6 个高峰高原学科建设的评估结果，极为重要，
尤其是此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工作中最为关键任务——高端人才引进。2016 年
我们必须要加大力度，落实引进到一批高层次高水平人才的目标，积极对接国家
“双一流”工程建设，在“十三五”开局之年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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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管理】
丁德锐副教授 2 篇学术论文入选 ESI 全球 TOP0.1%的“热点论文”
根据最新 ESI 检索数据显示，我校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丁德锐副教授
与王子栋教授合作的 “Finite-horizon H-infinity control for discrete
time-varying systems with randomly occurring nonlinearities and fading
measurements” 和 “Envelope-constrained H-infinity filtering with fading
measurements and randomly occurring nonlinearities: The finite horizon
case” 2 篇论文入选 ESI 热点论文（Hotpapers），分别发表在控制理论领域顶
级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和《Automatica》上。ESI
热点论文是指最近 2 年内发表且在最近 2 个月总被引频次进入全球 TOP 0.1％的
SCI 论文，已成为学术影响力和学科评估的重要指标。
丁德锐为光电学院近期引进的教师，目前作为魏国亮教授领衔的复杂系统协
同控制中心(CCCCS)研究团队骨干教师，主要从事随机非线性系统的控制与滤波
理论研究。王子栋教授曾被评为为全球杰出十大华人科学家之一，丁德锐副教授
是其精心培养的学生，曾经在英国布鲁奈尔大学、香港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访问。
自 2015 年就职以来，丁德锐副教授以上海理工大学为完成单位已经发表或接受
发表 SCI 论文 5 篇，其中控制理论领域顶级期刊论文 3 篇，ESI 高被引论文 2 篇，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并入选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此外，
在 2015 年里，CCCCS 研究团队共发表或接受发表 SCI 论文 18 篇，其中 IEEE 汇
刊和 Automatica 论文 8 篇。丁德锐副教授 ESI 热点论文的入选及其 CCCCS 研究
团队的丰富成果，表明光电学院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也
表明学院推进一流学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我校协同创新成果荣获教育部科技二等奖
由我校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林宗虎院士和章立新教授领衔的“冷却设备高效
传热传质与节能节水关键技术的协同创新及推广应用”项目荣获 2015 年教育部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的科技进步推广类二等奖。
冷却设备是广泛应用于空调和工业循环工质向空气排放废热的换热设备，相
关技术主要涉及传热传质和流体力学，因此是工程热物理在制冷与工业冷却领域
的应用。由于这类设备自身有能耗和水耗且其冷效影响整个系统的性能，故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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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节水关系密切。
该项目起源于产学研合作和行业发展的需要，在取得一定技术积累后，以所
发明的填料为关键部件的 JNT 开塔获国际 CTI 检测认证，省级科技成果鉴定为国
际先进，列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和科技部创新基金项目，并被国家四部委认定为
国家重点新产品；以淋水混合强化冷却和横流盘管、横流填料、高效风机发明为
核心的 JNC 闭塔系国内第一、国际第五个通过 CTI 检测认证，经国内外查新和水
平检索及省级科技成果鉴定均为国际先进，并列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和科技部创
新基金重点项目；对节能型冷却塔组的国内外科技查新和水平检索的结论为国际
先进，成果认定为上海市自主创新产品和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上述成
果于分别于 2009 年获得浙江省科技二等奖、2011 年获得上海市技术发明二等奖
和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三等奖。
本次获奖系在上述获奖成果基础上，以院士团队为核心结成产学研联盟，
在闭式塔防冻、余压余能有效利用、设备防沙清淤及消雾节水、飘水与淋水均匀
性的测量与控制、均匀布水和减少壁流、冷却塔的热力与阻力设计软件等技术开
发方面通过协同创新又取得多项成果并获得广泛应用，因此为蒸发冷却设备进一
步节能降耗、扩大使用地域、提高特殊情况下的适应性等做出了新的贡献；在成
果推广方面，通过学校与专业推广单位上海同驰换热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联动的创
新机制，扩大了校企合作面并发起成立了全国性行业协会，参与修订国家标准、
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参加国内国际竞赛，并结合人才培养，因此在技术推广上
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推广阶段科技成果包括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共 33 项以及
论文 12 篇，涉及理论机理、试验方法、设计工具、产品开发等关键技术，其中
水电混合驱装置、导热塑料换热模块、测量飘水率装置及方法等发明专利以及开
式冷却塔热力及阻力计算软件著作权已授权并推广应用。
该项目的发明和软件已成熟地应用于蒸发冷却设备的研发设计、标准制
定、人才培养和产品中。产品广泛应用于空调、食品、冶金、能源、化工等行业，
并出口到美、俄、韩等国，广受用户好评。近 3 年共新增利润 14550.78 万元，
新增税收 9965.64 万元，创收外汇 735.4 万美元，因为高效节约资金 121188.04
万元，因为节能节水等产生社会效益 6931.44 万元/年。本项目获奖单位还有上
海同驰换热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玻璃钢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浙江金菱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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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有限公司、上虞东杰冷却塔有限公司、浙江万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
日冷却设备有限公司、广州览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山东蓝想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格瑞德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艾客制冷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荏本制泵有
限公司。

【军工科研工作】
我校受邀参加“军民融合科技成果转化交流会”
为促进上海市高校军民两用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近日，“军民融合科技成
果转化交流会”在宝山区召开。此次会议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上海
市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上海军民两用科学技术促进会共同举办。科发中心、
宝山区科委、军民促进会多位领导出席会议并做主题演讲。多家科研院所、海军
代表及 11 所高校出席会议。会议围绕军民融合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方向与国家
战略实施要求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交流。我校科技处副处长甘屹和相关工作人员代
表学校参加会议。

我校召开军工科研生产许可证申请工作推进会
2016 年 4 月 6 日，学校召开“军工科研生产许可证申请工作推进会”。副
校长刘平主持会议，保卫处、后勤管理处、基建处、光电学院、科技处的相关负
责人和工作人员出席会议。
会议上，甘屹副处长代表科技处军工项目管理办公室汇报了我校武器装备科
研生产许可证认证阶段性实施计划和科研生产场所现状。围绕科研生产场所消防
和环保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充分讨论了军品科研生产场所的配置方案，并对申请
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共同制定了相关解决方案。
刘平强调了我校军工科研生产许可证对学校的重要性和申请工作的紧迫性，
指出我校已经先后获得国家保密体系资格认证及军工产品质量体系认证，军工保
密军工科研生产许可证是我校军工“三证”体系建设中的第三个证。 “三证”
齐全将构建我校军工科研生产的保障体系，对提升我校军工科研的竞争力、影响
力，及推动学校科研和学科工作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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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刘平讲话

会议现场

事件
我国出台反恐怖主义法： 2015 年 12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
第 36 号主席令予以公布。法律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反恐怖主义法共 10 章 97 条，对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的认定、安全防范、情
报信息、调查、应对处置、国际合作、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该法规定，国家将反恐怖主义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加
强反恐怖主义的能力建设，运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等
手段，开展反恐怖主义工作。
该法还规定，反恐怖主义工作应当依法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和
组织的合法权益。在反恐怖主义工作中，应当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风
俗习惯，禁止任何基于地域、民族、宗教等理由的歧视性做法。

面孔
希拉里克林顿：2016 年 1 月 4 日，据英国《镜报》、《每日邮报》报道，
希拉里克林顿在一次竞选活动中表示，外星人可能已造访过地球，如果成功当选
总统，她将会把政府所知的关于 UFO（不明飞行物）和外星人的情况予以解密并
公之于众。届时，甚至还可能会向“51 区”派遣一个特别小组。
希拉里抛出如此言论并不让人意外。2007 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就作出
过类似表态。当记者问及她是否会支持 UFO 信息披露组织的工作时，她十分确定
说“会！”希拉里称，她丈夫比尔克林顿任总统期间，在白宫书房里收到最多的
要求信息公开的申请就是关于 UFO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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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
2015 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
新《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
《反恐怖主义法》颁布实施
天津爆炸、深圳滑坡等多起安全事故造成人员重大伤亡
中美南海对阵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
多地雾霾加重，北京红色预警
中国深化国防与军队改革
两岸领导人新加坡会面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
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案
——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调研项目组”组织评选

【科技资讯】
《自然》杂志：量子通信与计算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
近日，来自悉尼大学的一支研究团队在量子通信与计算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
进展。研究生成的单光子可用做全系统中量子信息载体，实现了对光子出现时间
的控制，使单光子能够在预期的时间出现，解决了密码交换发展中的关键难题。
该项发明将极大提高通信系统的安全性，推动安全通信系统的发展，用于保护国
防网络和智能网络。
参与到此项工作的科学家来自悉尼大学物理学院的超高宽带器件光学系统
研究中心（CUDOS 总部）、悉尼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广东工业大学信息
工程学院（中国），以及墨尔本大学，麦考瑞大学和澳洲国立大学的 CUDOS
合作点。
该研究成果是量子安全通信技术的重大突破，其论文发表在 2016 年 3 月 21
日出版的《自然通信》上。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是下一代新技术。在众多的量子
系统中，光学系统提供了特别容易利用量子效应的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
多光量子信息处理的基础模块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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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主要作者熊春乐博士表示，实现光量子技术如今面临一个基本挑战——
让全同单光子在指定的时间出现。这个研究表明产生单光子的机率可以通过该方
法加倍，这个方法最终可以拓展为百分之百机率地产生单光子。
CUDOS 研究中心主任，论文作者本杰明•埃格尔顿教授表示，这个跨学科
的研究可以革新安全交换数据的能力，同时推进量子运算，让搜索大数据的速度
呈指数倍增长。埃格尔顿教授表示，产生单光子的这种方法将会推动安全通信系
统的发展，保护国防网络和智能网络，加强个人电子隐私等。这项新技术可以高
度集成，并且能够通过现有的设备制造。
另一位论文作者，悉尼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主任菲利普•梁教授认为，
这项进展对于探索光子学和电子学的结合，为量子研究提供新架构非常重要。这
项技术解决了产生单光子的基本问题，促进了关键高速电子器件的研究，为这个
领域的带来了变革。
这个团队目前现在正在探索更先进的设计，并预期在三到五年内在全球推广
应用。
（来源：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作者：吴海）

国家实验室应该如何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础平台，
并将国家实验室定位于体量更大、学科交叉融合、综合集成、聚集国内外一流人
才的高地，成为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的重要载体。他强调国家实验室应以国家目
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瞄准国际科技前沿，通过组织具有重大引领作用的协同攻
关，形成代表国家水平、国际同行认可、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的科技创新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地阐释了国家实验室的目标、定位、方向、发展
模式与路径，广大科技工作者备受鼓舞。但如何谋篇布局，将党中央的关怀和殷
切期望转化成中国科技界的新局面，转化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正
考验着中国科技界的胸怀、智慧与战略眼光。
目前，关于国家实验室的建设方案，可谓众说纷纭。笔者认为，一切讨论应该严
格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应该准确把握中国科技发展的客观现实，应该
勇于打破“条条框框”和“坛坛罐罐”，从最有利于国家发展的高度，来思考国家实
验室建设的原则性要求与具体的运营举措。
首先应该明确，作为国家实验室必须具备下列五个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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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国家实验室必须服从国家战略性的科技目标，一方面要通过重大科
技创新以实现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解决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两张
皮”等根本性问题；另一方面，要集中在事关长远和根本的核心科学领域，作出
关键性的、里程碑式的科技贡献，担当大国责任，维护大国尊严。
引领性：国家实验室必须指引国家科技发展方向，必须引领未来产业结构与
模式，必须带领国家科技体系的各路大军协同创新与共同发展。最紧迫的战略性
需求、最核心的科学问题、国际一流的团队、最相适应的科技体制与科研条件，
要在国家实验室实现融合。
整体性：在保障每个国家实验室运营自主性的基础上，加强国家实验室的整
体性，形成协同攻关能力，从而强化示范与引领的作用。这其中，应充分发挥科
学共同体的作用，建立国家实验室领导组织，独立于国家任何行政机构。国家科
技管理部门，应着眼于服务的功能，协调好国家实验室与国家现有科技力量的衔
接，并根据国家实验室的发展需要，重新梳理和优化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规划、
制度体系与科技力量总体布局。
法理性：国家实验室对于我国来说，还是一个新鲜事物。需要通过立法来固
化国家实验室作为创新基础平台引领者的地位，避免在混乱的竞争格局中丧失定
位与目标。与此同时，以立法来保障国家实验室的运行，也是规范各类科研群体
职责的重要契机，我国依法治理科技发展的程度和水平也将借此实现跨越性发
展。
继承性：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可能“重打锣鼓另开张”来建设国家实验室，
应该继承现有国立科技机构等的人才、科研保障条件和运行机制中的积极因素，
以提升国家实验室建设与产出的速度与质量。国家实验室的建设，不应是白手起
家，而应是凤凰涅槃。
如果坚持国家实验室的上述基本特征，其建设和运营的基本思路也就自然清
晰了，可以形象地概括为“国家出钱、部委点菜、国立科研机构提供厨房、募集
的国际领先团队掌勺、社会公众品尝打分”。这其中涵盖着建设什么、怎么建设
和怎么运营等几个重要问题。
实现国家意志，是国家实验室建设的根本要求。为了有效达成这一目的，必
须审慎确定建设的领域。建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防部等部委根据国家经济发
展和国防建设的战略部署，提出建设国家实验室的优先领域，并由党中央和国务
院研究决策。不受现有研究体系的羁绊，不受现有势力与利益格局的左右，避免
矬子里拔高个、新瓶装老酒、穿新鞋走老路。国家意志是硬性约束，在勇于“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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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更要提升“立”的决心与信心，对于国家发展的急所，没有条件，创造条
件；没有人才，引进和培养人才；没有合适的体制机制，创造新的体制和机制。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实验室建设模式，是国家实验室成败的关键。科技发展
的中国特色，从经验和传统来说，我们有成功运营世界上最大体量国立科研机构
的经验、有“两弹一星”等通过集中攻关快速取得重大科技突破的辉煌成就、有通
过改革开放实现科技快速发展的道路自信；从困难和不足来说，我国科技陷入大
而不强的发展瓶颈，科技对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驱动力不足，科技治理
格局相对混乱。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要更快、更好地建设国家实验室，首先要
依托现有国立科研机构的大型、先进科学装置与大集群科技创新的管理模式等，
高起点发展。在此基础上，“腾笼换鸟”，着力建设学科交叉融合、国际一流、高
度流动性的国际化团队。在团队的构建上，应采用国际先进经验——“铁打的营
盘流水的兵”，即以职业管理人员和高级支撑人员为固定人员，享受公务员待遇，
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价格，按照实验室目标与方向，全球招募合同制的科研
人员和团队，并适时更新实验室负责人、方向与团队。国家实验室依托的国立科
研机构，应该拿出资源，充当新旧体制之间的“适配器”，协调国家实验室的用人
新机制与我国现行人事制度之间的冲突，消除高水平科技团队的后顾之忧。至于
国家实验室的运行与科研经费，可以 5 年为一个周期，打包向国家财政集中申请，
国家实验室全职人员不再牵头申请其他渠道国家科研经费。这样既保证了国家实
验室科学家的目标和精力集中，又可促进国家实验室与其他创新单元的实质性交
流与合作。
科学的评估评价是国家实验室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国家实验室的评
价，应是相对长周期的、科技战略诊断类的评价。其中，以定性评价为主，重点
关注相关行业和社会公众对于国家实验室的满意程度，而以定量评价为辅，委托
权威的科技智库，对国家实验室所在领域的国际地位进行计量分析。依据评价的
结果，国家实验室领导机构作出实验室、研究方向和资源的调整决定。在具体的
定性评价方案上，各个国家实验室的评价，应以相关部委牵头，组织行业高级管
理人员、社会公众、科技管理专家等进行评价；国家实验室作为一个整体，应由
国家实验室领导机构负责人定期向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工作汇报，并据此审定下一
个周期的经费预算。这样的评价，有利于跳出科技圈内的自说自话，国家实验室
必须直接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负责任。
（来源：中国科学报，作者：白炎）
编辑： 张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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