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工程与技术硕士项目（英语授课） 

一、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点简介 

东华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创建于 1978 年，是一个注重应用研究并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一级学

科点, 涵盖应用化学、生物化工及化学工艺二级学科。近年来，该学科点承担并完成各种国家、省部级及

国际合作等科研项目 100 多项，与企业开展广泛而全面的交流合作；在 J. Am. Chem. Soc., Angew. Chem. 

Int. Ed., Macromolecule, Advanced Materials, Carbohydrate Polymers 等 SCI 收录的国际期刊上发表科

研论文 300 余篇，申请中国发明专利近 200 项，技术成果转让 20 多项，获得了多个国家级、省部级科技

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师生比极高，教师办公室大门随时为学生敞开，学生可与教师讨论科研、学习或生

活方面的任何问题；该学科点的硕士学位毕业生超过 400 名，在校生规模近 100 人。 

    学科的专业实验室为科研教学提供了良好实验平台，拥有一系列分析测试仪器，包括：傅里叶红外光

谱仪、紫外光谱仪、荧光光谱仪、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基质辅助激光解析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

核磁共振波谱仪、流变仪、最低成膜温度仪等。 

 

二、培养目标 

面向全球招收和培养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欢迎任何有化学、化工或工程背景的学生

报考。该学科培养在化学工程与技术领域内能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专业知识，熟悉精细化学品的

合成、分析测试及鉴别方法，功能高分子及医用生物材料开发应用，绿色化学及生物酶新技术的研究和开

发，天然及合成药物开发应用的生物化工方面技术专业型人才，兼具从事科学研究和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

作的能力。该学科培养的学生不仅有正确的人文价值观念，而且应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和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学生毕业后可进一步深造获得博士学位，也可从事科学研究、新产品设计及开发、生产管理、技

术支持等工作。 

 

三、专业方向 

1. 精细化学品化学：以绿色化学为基本理念，形成以纺织精细化学品化学为传统特色，以高附加值的航天

用精细化学品、药物及其中间体等为新增长点的科研方向。 

2. 发酵工程及纺织生物技术：属生物工程和纺织染整工程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微生物发酵及其生物质

研究、酶工程及其酶学性质和纺织生物处理技术三个子方向。 

3. 纺织化学工艺：注重与纺织、材料、环境、应用化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是对传统的纺织化学和染整工

程学科方向的延伸和充实。 

4. 功能高分子聚合反应工程与纳米技术：结合纺织医用及高附加值功能性产品的需求和发展而形成，研

究内容包括生物医用材料、功能型微胶囊、纳米水凝胶及聚合反应工程。 

 



四、课程介绍 

全日制课程学习，应修满 34 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程 10 学分、专业必修课程 12 学分，专业选修课

程 12 学分。 

1. 专业必修课程（总学分 12） 

1) 有机合成-策略与控制（3 学分）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a）理解和掌握一系列重要的有机合成反应，以及一些碳碳键的生成方法；（b）

理解反合成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对结构复杂的化合物进行切断，从而选择合理的方法进行合成。学习本课

程需要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的基础。 

2) 金属有机化学（3 学分）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a）理解关于无机和有机金属配合物结构，化学键的基本理论；（b）了解

有机金属催化反应中的基元反应；（c）重要金属催化反应的催化剂设计；（d）了解金属有机配合物在其

他领域如医药中的应用。学习本课程需要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的基础知识，物理化学基础知识有帮助。 

3) 生物化学（3 学分） 

课程主要内容包括：（a）糖类、脂类、蛋白质和核酸的合成、结构、功能及研究技术；（b）基因表

达与代谢调控；（c）生物膜与信号转导。 

4) 高等有机合成实验（3 学分） 

本课程涉及合成有机分子化学手段的综合运用和有机混合物的分离，以及所合成化合物的分析鉴定；

侧重于探索式学习，即学习解决各种有机化学难题的概念。学生将独立完成 6-8 个合成实验，有些实验中

产物的结构并未给出。对于该未知结构的产物，需通过红外、核磁共振和质谱数据的分析进行确定。每完

成一个实验均须提交完整书面报告。 

 

2. 专业选修课程（总学分 12） 

1) 生物医用材料（3 学分） 

2) 绿色化学（3 学分） 

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将掌握可再生资源，化学反应的原子经济性，生物降解性、全生命周期分析等

绿色化学领域的基本概念。熟悉绿色合成方法、绿色催化、绿色溶剂及绿色能源方面的知识，了解绿色化

学在工业界的运用实例。学习本课程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基础。 

3) 纺织化学（3 学分） 

该课程重点描述染料、助剂以及染色、印花和后整理的理论与技术。此外，课程内容还包括纤维（天

然和合成纤维）化学、纺织有机化学和表面活性剂化学，及表面活性剂在染整加工中的应用。 

4) 新型材料科学与工（3 学分） 



纳米材料科学与应用是本世纪人们最为关注的新型研究领域，将创造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对人类社

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积极影响作用。本课程将重点阐述新型无机、有机纳米材料的制备原理及工艺过程，

全面介绍纳米新材料的实际应用及未来发展趋势。 

5) 表面活性剂化学（3 学分） 

本课程主要介绍表面活性剂的基本物理化学知识和应用原理，为选择、合成（分子设计）特定表面活

性剂及表面活性应用方面的相关研究奠定基础。学习本课程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基础。 

 

五、师资团队 

1. 鲁希华博士：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市“千人计划”特聘专家。美

国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并在美国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进行博士后研究

工作。回国前任全球 500 强企业美国国际香精及香料公司（International Flavors & Fragrances Inc.）

研究员。长期从事智能高分子水凝胶、纳米水凝胶、及高分子微胶囊的基础及应用研究，在新型智能纳

米水凝胶的合成、自组装晶体的理论研究及技术创新，以及微胶囊工业产品开发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多项

重要成果。 

2. 胥波博士：东华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 年在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取得博士学

位，于 2013 年入选第十批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回国前（2008-2014）为路易斯维尔大学

化学系研究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有机合成方法学及反应机理研究、药物化学、有机合成自动化仪

器研发等。胥波博士在有机方法学及反应机理研究方面发表了 56 篇英文 SCI 论文（其中 JACS 4 篇；

Angew. Chem. 5 篇），其中大部分文章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胥波博士是新型抗癌化合物 XB05 的

主要发明人（已获得美国及 PCT 专利授权）。胥波博士还率先提出了 Rigid SolventTM技术，这项技术

可以大大提高有机合成中的分离和纯化的速度。胥波博士还是两个创业企业（Rigid Solutions LLC 和

Kynetic Pharma LLC）的创始人。胥波博士的多个反应试剂被 Sigma-Aldrich 商业化（Aldrich 目录号 

L511854 和 L511846）。 

3. 史向阳博士：东华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感光化学研

究所，获有机化学博士学位。从 2002 到 2008 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历任博士后研究员、

第 II 级副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助理教授。2008 年，加盟东华大学，任校特聘教授，同时被评为上海

高校特聘教授（东方学者）。自 2010 年起担任，担任葡萄牙马德拉大学“邀请纳米技术主任”。 研究领

域包括：树状大分子化学在癌症的诊断和治疗等方面的纳米医学应用；纳米纤维作为支架材料在组织工

程方面的应用；包含固定反应性纳米粒子的纳米纤维的制备及其环境应用。史向阳教授在相关领域共发

表 179 篇 SCI 收录文章、168 篇会议论文或摘要、7 本应邀书籍章节，拥有授权专利 35 项。 

4. 赵涛博士：东华大学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访问

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纺织品染整工艺及理论，新型染整化学品的开发，及生物质材料在纺织印染中的

应用研究。主持或承担多项国家、省部级及企业委托的科研项目，在国内外专业期刊发表论文 60 余篇，

包括 Textile Research Journal, Coloration Technology, Carbohydrate Polymers, Journal of 



Surfactants and Detergents, Journal of Applied Polymer Science，Journal of Applied Microbiology 等，

已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4 项。 

5. 孟卫东博士：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1990 年在英国东安格里亚大学获

得博士学位，并于 1991 年至 1993 年在英国爱克塞特大学化学系进行博士后研究。主要从事合成化学

以及功能材料的研究与应用。 

6. 朱晓玥博士：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5 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

堡分校取得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1) 微流控芯片的研发、制作及其在生物医学中

的应用; (2) 新型微米、纳米生物材料的合成、表面修饰及在细胞生物学中的应用。目前共发表 12 篇

SCI 论文，2 篇书籍章节，申请了 4 项美国发明专利。研究工作发表在影响较高的国际专业期刊上，包

括 Nature Materials（封面文章）, PNAS（封面文章），Lab-on-a-Chip，Analyst 等。 

7. 黄焰根博士：东华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4 年于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

所取得理学博士学位，并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2004-2005)和美国爱达荷大学(2006-2008)从事

博士后研究工作。研究方向集中在含氟合成子和离子液体的设计与合成以及它们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 

8. 王碧佳博士：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纺织化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

林肯分校（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有机化学博士（2010）。现阶段主要研究方向分为两个方

面：一方面为生态纺织相关技术的开发，具体包括生物基功能整理剂、非水相染色技术的开发，以及纺

织化学品风险筛检，这方面的工作受到国家高技术研究计划（863)的支持；一方面为有机合成方向，研

究高价碘鎓盐的制备与应用，这方面的工作受到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的支持。 

9. 罗艳博士：东华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2 年于东华大学取得“纺织化学与

染整工程”工学博士学位，2008 年度上海市“青年科技创新人才”。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内布拉斯

加大学林肯分校进修 1 年。研究方向集中在精细化学品制备及应用，微胶囊技术研究开发，绿色整理

技术及工艺开发。 

 

六、实验室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