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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技术攻关与创新情况 

先进玻璃制造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由教育部批准立

项，依托东华大学，于 2006 年立项建设，2009 年通过国家验收正式成立。中心

以国家重点学科“材料学”和上海高校一流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为学科支撑，建

立“两所一部 + 基地”的组织框架，即东华大学玻璃搪瓷研究所、功能材料研究

所、标准检测信息部及多个工程配套研究基地，实行“联合、流动、开放、竞争”

的运行机制。面向国家战略和行业发展需求，围绕玻璃行业先进制造技术、高性

能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制备方法、先进功能玻璃制备新技术等开展研发和重大工程

产业化应用，为玻璃企业产品升级、自动化生产、节能环保技术的提升提供技术

指导和支持，并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时，主导制定玻璃搪瓷领域国际、

国家和行业标准，承担国家监督抽查和市场监管职责；多渠道培养行业紧缺人才，

积极开展行业培训和公众科普活动，引领行业发展，为实现我国从玻璃大国到玻

璃强国的转变作出重要贡献。 

1. 承担科研项目 

2020 年度，中心在研纵向项目共计 99 项，项目总经费 7991.8 万元，2020

年到校经费 1621.6 万元。新增 21 项国家及省部级研发任务，其中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张国军研究员“高熵非氧化物陶瓷的组分设计、制备科学及

性能调控”（300 万）；上海市教委重大项目 2 项：王连军研究员“柔性热电材料

及器件”（300 万）、罗维研究员“介观功能基元序构多空纤维的精准设计与催化

机制研究”（300 万）；上海市科委重点项目 1 项：江莞研究员“基于碳纳米管纱

线制备自支撑三维柔性热电器件及其性能研究”（80 万）。在积极有序地开展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基础上，2020 年度工程中心王连军研究员、侯成义研究员分

别成功申报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总经费 118 万元）；王刚研究员成

功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一项；蒋金华研究员成功申请一项上海市

科学技术委员会自然科学基金；江莞研究员、张青红教授分别成功申请一项上海

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基础性研究项目（总经费 100 万元）。 

2. 发表论文 

发表学术论文 30 篇，其中影响因子 5.0 以上 SCI 论文 9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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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授权专利 

本年度工程中心共授权发明专利 48 项。 

 

4. 标准修订 

2020 年中心延续传统优势，在标准和检测等方面稳重求进。根据《全国专

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对技术委员会工作进行考核评估的要求，2020

年，中心日用玻璃标委会完成了每三年一次的考核评估工作。2020 年共发布 6

项中心制定标准（见表 1），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 2 项：GB 4544-2020《啤酒瓶》

和 GB 39552.1-2020《太阳镜和太阳镜片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推荐性国家标

准 1 项，团体标准 3 项。其中 2020 年 10 月 28 日批准发布了《儿童眼镜架》、《儿

童太阳镜》、《儿童配装眼镜》三项团体标准，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表 1 2020 年度发布标准清单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实施日期 

1 GB 39552.1-2020 太阳镜和太阳镜片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 2021 年 12 月 1 日 

2 GB 4544-2020 啤酒瓶 2021 年 8 月 1 日 

3 GB/T 39552.2-2020 太阳镜和太阳镜片 第二部分：实验方法 2021 年 12 月 1 日 

4 T/COOA-001-2020 儿童眼镜架 2021 年 1 月 1 日 

5 T/COOA-002-2020 儿童配装眼镜 2021 年 1 月 1 日 

6 T/COOA-003-2020 儿童太阳镜 2021 年 1 月 1 日 

2020 年共完成 11 项标准的制修订报批工作，待发布。其中国家标准 6 项，

行业标准 5 项。配合上级部门撰写《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规划（2016—2020

年）》标准化工作完成情况报告中的眼镜、日用玻璃及搪瓷部分。SAC/TC377 和

SAC/TC103/SC3 对近 5 年的眼镜行业及日用玻璃领域标准化实施情况进行梳理，

配合上级部门完成《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评估报告。 

5. 科技成果 

2020 年，中心在眼镜玻璃领域的多年积累和贡献也获得了充分认可，多项

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减薄设计和高清树脂镜片产业化”荣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科学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国家眼镜玻璃搪瓷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常务副主任

孙环宝和全国光学和光子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眼镜光学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张

尼尼荣获中国眼镜协会成立 35 周年标准化贡献奖。全国光学和光子学标准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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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委员会眼镜光学分技术委员会和全国日用玻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荣获上海市

标准化专项推进资金。《长宁区促进质量提升、品牌发展、知识产权应用政策的

实施办法》奖励眼镜、玻璃、搪瓷领域共 5 项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 

2020 年度，中心标检部门首次中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接触产品公开

招标项目：a）国家局—食品用玻璃制品过程风险监测（承担机构）；b) 国家局

—搪瓷材质食品相关产品技术规范验证（牵头机构）。首次中标国家流通领域的

监督抽查项目和国家风险监测项目。并在上海市开展眼镜产品全批次网络抽检模

式，几乎对注册在上海的电商平台或店铺实现

全覆盖监管。在上海市首次针对防蓝光眼镜开

展监督抽查项目。 

此外，中心首次开展国家标准领跑者项目，

2020 年，眼镜产品作为广为关注产品纳入企业

标准评估工作中，国家眼镜玻璃搪瓷制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承担对眼镜产品领域自我公开的

企业标准开展“领跑者”评估工作，并制定眼镜

镜片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价体系。 

 

二、 成果转化与行业贡献 

1. 总体情况 

为加快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按照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的部

署，积极响应国家“科技兴邦”“一带一路”战略部署，提高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中心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研究院及玻璃制品企业合作，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向政府及社会监督部门提供技术服务。2020 年度，中心横

向在研项目共计 100 项（新增 42 项），项目总经费 2486.95 万元，2020 年到账经

费 878.5 万元。 

为积极践行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下属的国家眼镜玻璃搪瓷制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承担了国家质检总局下达的树脂镜片和眼镜架产品国家监督抽查的牵头单

位和抽检工作；承担太阳镜和老视镜产品国家监督抽查的抽样牵头单位。同时，

中心还需要完成上海市质监局和工商局下达的对太阳镜、眼镜架、玻璃杯等产品

的监督抽查任务；完成市局下达的蓝光镜片质量提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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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化案例 

工程化案例一：实验产品成果转化 

2020 年度，工程中心在搪瓷材料研究方面与格力电器（武汉）有限公司合

作《热水器内胆搪瓷技术服务》；与有研资源环境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

《陶瓷精密元件加工技术服务》；与北京盈和瑞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一

体化智能装备生产线项目鉴定技术服务》，玻璃搪瓷方向产业化转化效益达 30

万余元。此外，中心葛邓腾教授分别承接了合肥市盛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上海

阳柯遮阳技术有限公司关于特种布料双疏性能以及对特殊波段散射率的测试需

求，使科研成果走向应用，为人民的生产生活带去实际的价值。 

工程化案例二：成功申报中国轻工业特种玻璃与搪瓷重点实验室 

本年度，中心成功申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中国轻工业特种玻璃与搪瓷重点

实验室，并获批。依据中轻联综合(2019)382 号文件，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公布了

中国轻工业重点实验室(第二批)认定建议名单,正式批准建设依托单位为东华大

学的“中国轻工业特种玻璃及搪瓷重点实验室”。该实验室将重点在特种玻璃及搪

瓷方面的新材料、新工艺、新功能方面开展创新性研究及开发,打造新型特种玻

璃及搪瓷的研发平台、检测评估平台,引领我国特种玻璃搪瓷的发展方向。 

工程化案例三：产学研联合，落地多处实习基地 

2020 年度，中心蒋伟忠教授与青岛中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搪瓷材料

研究生培养产学研合作技术服务》，聘任该公司潘鹏飞先生为校外研究生导师，

充分利用青岛中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设备优势和生产条件为师生提供良好的

生产试验条件和校外实训基地，并合作共建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在不影响企业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下，为中心师生的教学实践活动提供方便。中心工程部

汪庆卫副主任与山东临沂昊泉硅业有限公司联合申报了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

“高性能高硅氧玻璃纤维的研制及产业化”，成功获批；与白俄罗斯国立工艺大学

联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白国际交流计划，项目目前已受理待审批；与泰

国金属与材料研究中心联合申报国际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国际合作项目中泰项

目，目前已申报，处于预申报状态。此外，中心积极推进校企联合研发科研项目

情况：与上海燕龙基有限公司签订了实习基地合作协议；与中国巨石集团签订实

习基地合作协议。 

工程化案例四：发挥中心特色，引领行业标准建设 



 

5 

目前，中心通过国家眼镜玻璃搪瓷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与国内外知名的眼镜、

玻璃搪瓷相关企业都有合作项目，包括全球最大的眼镜生产企业（意大利陆逊梯

卡眼镜有限公司）、全球最大的树脂镜片生产企业（法国依视路光学集团）、国内

眼镜行业仅有的二家上市公司（上海康耐特和上海伟星），全球最大的华人眼镜

零售企业（台湾宝岛眼镜）。与中外近 40 家知名企业建立有长期合作，这些公司

的年产值合计超过 1000 亿元，为行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 行业服务情况 

1）与行业协会的合作 

2020 年中心寻求与更多企业和检测机构合作，在不同领域实现共同发展。

在玻璃、搪瓷和眼镜领域与多家国内知名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双方将在标准，新产

品研发和测试方法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与多家检测机构合作，开展了新产品如

婴幼儿奶瓶、光学玻璃等产品的测试。2020 年 6 月，我中心 ISO 注册专家在线

视频参加第 31 届 ISO/TC172/SC7 眼科光学和仪器国际标准化年会和 WG3 分组

讨论会。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4544-2020《啤酒瓶》标准宣贯，提升企业产品质

量。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中心参与“标准云课”平台，全面开展国家标准的宣

贯工作，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2）主编科技期刊、提供行业资讯等情况 

2020 年 10 月，我中心完成《上海市食品接触用玻璃制品抽查技术规范》和

《上海市食品接触用搪瓷制品抽查技术规范》的修订工作。 

工程中心固定人员于剑教授完成《工程设计基础》教材修订与教育部复审工

作(上海市普通高中非统编教材《通用技术》课程的选择必修课)，完成先进功能

材料丛书《钙钛矿铁性功能材料》的撰写，交付科学出版社，编写《工程设计基

础》课程教师用书。 

3）发挥检测优势，助力防疫抗疫 

中心实验室作为上海唯一一家具有护目镜检验资质的实验室，在春节疫情期

间紧急成立护目镜项目组对各国的护目镜标准进行能力对比分析，并及时向

CNAS、CNCA、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了护目镜相关的能力扩项。2020 年

中心实验室新增防护镜相关产品的检测约 90 组，并出具中英文产品报告 110 份。 

4）其他公益服务 

眼镜产品是一种日常消费品，与广大消费者有密切的关联。消费者在验光配

镜中遇到质量问题、生产企业在生产、标准理解中遇到问题都会到中心来投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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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2020 年本中心接受类似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超过 100 人次，努力树立检测

机构的良好形象。此外，众所周知，眼镜产品是一种日常消费品，与广大消费者

有密切的关联。消费者在验光配镜中遇到质量问题、生产企业在生产、标准理解

中遇到问题都会到中心来投诉或咨询。同时，自 2002 年起，中心坚持在每个星

期六派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到主要商业街坐堂，免费接受消费者的质量投诉和

咨询，努力树立检测机构的良好形象，至今已坚持了近 20 年，深受广大消费者

的一致好评。 

三、 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 支撑学科发展情况 

中心所依托学科“无机非金属材料”（二级学科）和“材料科学”（一级学科）

都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材料学”为首批国家重点学科，上海市十大“重中之

重”学科之一，发展势头强劲。2017 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

发《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依托

单位“纺织科学与工程”为一流学科，建设方案为“一体两翼”，即纺织学科为主体，

联合材料学科与设计学科，学校将大力发展材料学科。 

中心积极采取各种举措促进学科的发展。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中心通过与

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宣传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多人

次入选了国家优青、上海千人、浦江人才、东方学者等人才计划项目，提升了学

科的人才储备；在人才培养方面，通过鼓励学生参加各类创新创业大赛、扩宽实

习实践基地以及完善和改革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论文制度等措施不断提高学生

培养质量；在科学研究方面，鼓励中心人员发表与中心研发方向相关的研究论文，

申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面上及青年基金项目、上海市

教委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等国家级和省部市级各类纵向项目；主持制定国际、

国家标准；开展了行业培训，完成国家及地方等监督抽查项目。 

2020 年是材料学科评估的关键年，中心集中精力为我校提供代表性案例一

项（共五项）“聚焦先进陶瓷材料共性科学问题，引领全链条创新发展”：指出面

向航空航天与先进核能等极端环境用高性能陶瓷材料的迫切需求，中心学科带头

人江莞、张国军教授团队持续开展耐超高温和抗强辐照陶瓷材料的基础前沿研

究，通过深入研究固溶强化和晶界纯化对高温力学性能的影响机制，以及内禀缺

陷、纳米化、高熵化等与辐照损伤行为之间的内在关系，实现了氮化硅等先进结

构陶瓷力学/功能化性能和超高温陶瓷在高温服役环境下的综合性能的协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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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阐明了核用锆化合物陶瓷的抗辐照损伤机理。在 Nat. Commun.、Adv. Mater.、

J. Eur.Ceram. Soc.等国际一流期刊发表系列研究论文，引领高性能陶瓷从粉体原

料合成、制备科学到材料性能提升的全链条研究突破。针对我国高性能陶瓷粉体

原料依赖进口，国产粉体品质低、环境负荷重等共性问题，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1 项）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 项），协调组织高校、中科院

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相关研究力量，围绕高性能陶瓷粉体合成、性能评价与烧

结特征、产品应用进行全链条设计，建立了粉体内禀特性-烧结性能-陶瓷性能之

间的内在关系，显著提升了国产高纯超细氮化铝、氮氧化铝、氮化硅、硼化锆等

粉体的品质，实现高性能陶瓷粉体关键技术和装备国产化，打破了国防及电子信

息领域高端陶瓷用粉体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 

本年度中心联合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日用玻璃协会和上海市硅酸盐学会

等，联合筹备“第九届先进玻璃国际会议”，会议预计 2021 年在东华大学举办。

本年度，中心还完成了系列会议：功能材料学术研讨会及先进无机材料国际研讨

会的筹备工作，下一年度将视情况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继续开展。此外，中心

成员也努力抓住机会参加各类国内外学术会议以及论坛，通过邀请报告的形式与

国内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展示东华大学的研究成果，宣传工程研究中心，进一

步提高功能所在材料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2. 人才培养情况 

1）学术交流 

2020 年 8 月 27 日至 28 日，中心与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松江区

青少年创新实践工作站共同举办了以“科技战役，创新强国”为主题的科技活动周

系列活动。以线上直播的形式，带领观众参观了中心的国家眼镜玻璃搪瓷制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并向大众普及了蓝光眼镜如何选择、佩戴，日常生活中如何选

用搪瓷制品，眼镜制品是如何通过检测进入市场的科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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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科技周”直播现场图 

本年度，为加强行业影响力，及时交流标准制定最新要求，中心标准检测信

息部主要成员于 11 月和 12 月分别参加了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的 2020 年全国眼

镜光学标准化工作会议，在浙江省嘉兴市召开 2020 年全国日用玻璃标准化工作

会议，和在浙江省嘉兴市召开 2020 年全国搪瓷标准化工作会议。此外，中心还

中标多项国家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府公开招标项目。在 2020 年上海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承检机构工作评价中获得优异成绩，在中标任务数量较多的机构排名

第二。产品检测数量与 2019 年基本持平。 

2）科学传播 

2020 年中心也希望在困境中谋求发展，在机遇中主动求变。主编科技期刊

《玻璃与搪瓷》，创刊于 1971 年，是教育部主管的国家重点学术期刊。2019 年

顺利通过上海市期刊编校质量检查，并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同意更名为《玻璃搪瓷

与眼镜》。2020 入选《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综合影响因子

相比上一年度增幅为 40.00%。为了让期刊得到更好发展，在行业内传递更多科

技力量，自 2021 年起变更为月刊，逢单月出版眼镜版，双月出版玻璃搪瓷版。 主

办《玻璃与搪瓷》科技期刊 6 期（双月刊）。 



 

9 

    

图 2 《玻璃与搪瓷》统计刊源证书及报告 

2020年中心对官方网站进行了全新改版，为适应新媒体时代，中心开放了“先

进玻璃制造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不仅发布内容更快、更多、

更充实，而且注重科普，传递更多正能量。 

3）人才培养 

在人才计划培育方面，陈海杰研究员入选上海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上海千

人）；罗维教授获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开发计划；陈志钢教授获上海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优秀学科带头人计划”支持郑琦副教授入选上海国际人才蓄水池计划；侯

成义副教授获上海市科委“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支持；周蓓莹助理研究员卓“青

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支持”。 

4）学生培养 

学生培养方面，充分利用材料学科优势，建立特色课程体系，取得良好教学

效果。在学生培养方面，与往年相比，培养研究生人数呈平稳发展。 

本年度，中心继续坚持“多维度全过程，材料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

实践”教学体系，通过增强学生工程实践能力、丰富相关专业选修课、聘请国内

外知名学者讲学、与国内外著名高校联合培养等多种方式，开拓视野、营造良好

的学习氛围、创造优越学习条件，为相关教学科研单位培养、输送大批优秀人才。

中心固定成员于剑教授主编了上海市普通高中非统编教材《通用技术》课程选择

必修课《工程设计基础》教材，2020 年 7 月教育部教材局已批准、人民教育出

版社待出版。基本完成了《钙钛矿结构铁性功能材料》著作初稿，预计于明年交

付科学出版社。此外，中心固定人员在本年度还开设了“科研工作者基本素质培

养”、 “电化学基础与电池”、 “功能陶瓷材料”等四门专业课及一门文化素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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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心固定成员在本科研究生教学工作量总计 784 学时，研究生教学工作

量总计 282 学时。本年度中心培养博士生 10 名、硕士生 50 名，完成本科毕业设

计 48 人，进站博士后一名：赵涛博士，出站博士后 1 名：李飞博士。 

3. 研究队伍建设情况 

队伍建设方面，中心在培养研究团队内青年教师的同时，积极与海外高水平

青年学者联络与接洽，争取注入强有力的新鲜血液，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本年

度，特聘研究员陈海杰博士顺利进校任职；范宇驰研究员引进丁奇博士作为团队

的助理研究员，预计于 2021 年入职。 

四、 开放与运行管理 

1. 主管部门、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2020 年度工程中心主管部门及依托单位共支持获拨经费总计 100 万元，中

心严格按照经费的使用规定，全部用于中心的日常运行及建设。 

郑琦副教授依托中心获得 2019 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经费支持，

项目在研期间获得纵向经费 2 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25 万，上

海市“浦江人才计划”，30 万。获得“上海市蓄水池工程人才计划”支持。发表标注

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前 3 的 SCI 论文 2 篇，在投 3 篇。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一种柔性钛酸锶纳米纤维基复合热电薄膜及其制备方

法”，专利申请号 202011620152.3。 

内部人员管理方面，解冻玻璃搪瓷研究所进人程序，保证了中心玻璃搪瓷重

要领域，尤其是国家眼镜玻璃搪瓷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中心按照“联

合、流动、开放、竞争”的运行机制，借鉴国家工程中心管理的先进经验，重新

组合校内资源，以东华大学玻璃搪瓷研究所、功能材料研究所以及标准检测信息

部为依托，建立“两所一部”的组织框架。根据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学校“双一

流”建设要求，以提高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健全机制为重点，进一步深化管理体

制改革。 

2. 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情况 

在实验室装修和公共区域建设方面，在之前建设基础上，进一步科学规划师

生办公室及实验室用房，完善实验室的装修设计、施工和实验台等，为已投入使

用实验室增置安全标识、废液桶防漏箱等实验室安全基础设施，规范公共区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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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为师生营造了更为安全、舒适的实验室环境。2020 年度，中心下属功

能材料研究所在测试平台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按原定计划完成了公共测试设备

—能谱仪的安装和培训工作，并于 10 月份完成助管的培训工作，目前能谱仪正

常使用；完成了 EBSD 的安装工作，预计于 2021 年 1 月份完成设备的相关培训

工作；完成了同步热分析仪的重新安置工作，目前正在进行维修，维修后将采用

助管培训的方式开放预约使用。此外，针对已购置的公共测试设备，如场发射扫

描电镜、比表面分析仪、霍尔、纳米粒度仪等建立了完善的开放共享制度并明确

了日常维护工作，测试平台的建设正井然有序地开展中。 

3. 学风建设情况 

为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倡导严谨治学、

实事求是、民主务实、勇于创新的学风。目前，中心学风建设主要由中心技术委

员会及依托单位学术委员会共同负责。倡导中心师生树立正确的科学观、规范学

术研究行为、向中心提供学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是技术委员会的职能之一。在调

查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及学术纠纷时，它的机制是：由技术委员会委托办事机构

科学技术处或社会科学处受理举报、调查取证、组织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技术

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并给出结论性意见。如发现有关学风问题，及时

向校学术委员会报告并请求处理。 

4. 技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先进玻璃制造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第二届技术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12 日在东华大学松江校区召开，中国建材院研究

总院包亦望、浙江大学韩高荣、东华大学江莞等 13 位技术委员会成员出席了会

议，东华大学科研院副院长王宏志到会致辞。出席会议的还有东华大学国家眼镜

玻璃搪瓷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有关领导以及先进玻璃

制造领域的教授及青年学者。会议由技术委员会主任包亦望和中心主任王连军主

持。 

会上，王宏志副院长首先代表学校向到会委员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之

后，中心主任王连军从中心概况、成果转化、人才培养、运行管理等方面对中心

2019-2020 年度工作进行了汇报，并提出了中心在人才引进和能力建设方面遇到

的问题。 

 与会技术委员充分认可了中心的总体工作，尤其肯定了中心在技术标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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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科技领域做出的贡献，并就中心发展定位、研究方向、交流合作等方面提出

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委员们指出，中心作为我校唯一的非纺织方向省部级基地，

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要解决目前中心人力物力资源有限的发展瓶颈问题，中心需

要紧密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突破自身局限，获得更高更好的发展。其中建议，

中心积极组织工程技术成果转化交流，建立开放的产、学、研、用联动渠道，起

到引领行业发展的作用；在国家大力发展创新企业的大环境下，中心应把握政策

红利，积极与政府和相关企业合作，增强能力建设，获取更多外部支持。中心建

设目前在轻工行业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要获得进一步发展，需要发挥本身特

色的同时，加强基础材料研发，立足现有优势，提出更广的研究方向，如玄武岩

纤维的研发。此外，委员们还就中心人才引进和企业合作方式等提出了新的见解

和建议。 

中心将再接再厉，落实专家委员提出的建议，进一步把工作做深做好。以国

家眼镜玻璃搪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为抓手，凝练发展方向，在现有基础上突出眼

镜、搪瓷和标准委员会特色，发挥行业领军作用，与企业携手做一些实实在在的

工程类项目。齐心协力，将中心做强做大。 

5. 开放课题立项 

本年度，为吸引和资助国内外优秀学者和科技工作者，开展交流合作，促进

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培养造就高层次创新人才，培育孵化具有潜

力的科研项目，提高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中心根据《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

与运行管理办法》、《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及中心发展规划，特设

立先进玻璃制造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东华大学）开放课题基金，为从事与

中心研究方向相关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开发的科研人员提供支持。 

中心开放基金拟每两年立项一次，资助对象为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或博士学

位，并在国内外知名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产业部门中获得一定工作经验的教学、

科研及工程技术人员。为了鼓励年青人才脱颖而出，优先资助 45 岁以下的中青

年专业人员作为课题负责人的研究项目，鼓励与中心研究方向紧密结合、有助于

提升中心产业基础的相关科研技术人员申请。中心开放课题采用双负责人制，外

单位申请人应以本中心的固定成员为依托，受到资助后与依托成员合作开展实质

性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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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2021 年，先进玻璃制造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将继续推行两所一部加基

地的管理体制，加强对功能材料研究中心、玻璃搪瓷研究所、标准检测信息部的

建设：延续目前功能所的管理模式，通过加强项目申报、国内外合作与交流，进

一步提升功能所的影响力；通过探讨玻璃搪瓷研究所的发展模式，宏观调控进人

侧重点，加快进人速度，以保证玻璃搪瓷研究所特别是标准检测信息部的后续发

展，让老所焕发青春。具体工作计划如下： 

1. 加强科技创新与工程技术研究开发 

1）按期部署与完成开放课题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申报工作； 

2）积极申报各类国家及省部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继续做好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面上项目等科研项目的实施管理和进展报告等工

作； 

2. 推进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1）进一步加强无机复合材料可控制备平台、高性能玻璃纤维制备平台以及

特种玻璃制备平台建设； 

2）切实完成校级部署的本科研究生教学工作，积极指导研究生完成科研任

务、顺利毕业； 

3）进一步加强人才引进工作，积极推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与研究启动，

充实基础研究； 

4）积极邀请国内外专家来中心开展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 

5）增加标准检测信息部人员，加强标准检测信息部队伍建设。 

3. 推广成果转化并提升行业影响力 

1）继续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部署，向埃及、伊朗、越南等国家玻

璃制品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并与吉尔吉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家玻璃制品企业建立

合作意向，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2）继续承担国家质检总局及上海市质监局和工商局下达的各类玻璃、眼镜

与搪瓷产品的国家监督抽查的牵头单位和监督抽检工作； 

3）继续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投诉与咨询服务，努力树立中心下属标准检测信

息部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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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动投资和工程化能力建设 

1）进一步推进工程化项目的开展，积极与企业建立产品开发与技术服务合

作； 

2）征求中心成果转化项目鼓励推进办法，加强中心成果转化能力。 

5. 积极开放服务与合作交流 

1）积极完成 2020 年度申报的眼镜、玻璃和搪瓷领域的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

2020 年计划申报国家标准制定 3 项，行业标准 3 项； 

2）举办“第九届先进玻璃国际会议”、功能材料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参

与玻璃搪瓷眼镜三个标委会年会； 

3）鼓励中心人员与校外相关专家共同申请开放课题，加强交流合作。 

2021 年中心将进一步理顺两所一部的管理体制，加强工程研究中心的建设：

通过加强项目申报、国内外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提升中心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

国际标准影响力。 

六、 问题与建议 

随着教育部对部署平台加强管理，工程研究中心的虚拟管理模式突显问题和

不足，做实做强部级平台建设、提升工程研究中心的竞争力是今后的重点工作！ 

中心的标准检测信息部是国家质检中心、行业中心和上海市地方质检站，也

是全国眼镜标准化中心和全国日用玻璃搪瓷标准化中心，不但在国内行业中具有

极高的影响力，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现有人员结构老化，后续梯队

建设问题是中心下一步发展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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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审核意见 

 

 

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2020 年先进玻璃制造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

中心继续发挥无机非金属材料学科的优势，加强与对口企业的合作、加快产学研

基地建设，在研究开发高性能玻璃陶瓷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方法，在玻璃搪瓷与

玻璃表面功能化技术的应用拓展，玻璃先进熔制技术与装备的研发及国内外推

广，新型光功能玻璃的低温快速制备技术研究，玻璃搪瓷眼镜制品国际与国家标

准制定、市场监管及社会服务等国家重大需求产品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我国

先进玻璃制造技术研究提供强大支撑。 

 

         工程中心负责人： 王连军 

依托单位意见： 

 

作为依托单位，学校将继续全力支持先进玻璃制造技术教育部工程中心的工

作，为工程中心的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队伍、技术支撑、后勤保障和国内外合作

与交流的条件，落实相关建设经费。我们深信基于教育部等相关主管部门和各级

领导的大力支持，工程中心工作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年报内容属实，同意上报。 

 

依托单位：东华大学        

年    月    日 

主管单位审核意见： 

 

 

        主管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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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年度运行情况统计表 

 

研究方向 1 
玻璃搪瓷与玻璃表面功能化技术的

应用拓展 
学术 

带头人 
张青红 

研究方向 2 
玻璃先进熔制技术与装备的研发及

国内外推广 
学术 

带头人 
王连军 

研究方向 3 
新型光功能玻璃的低温快速制备技

术研究 
学术 

带头人 
江莞 

研究方向 4 
玻璃搪瓷眼镜制品国际与国家标准

制定、市场监管及社会服务 

学术 

带头人 
蒋伟忠 

工程中心面积 7100 m2 当年新增面积 0 m2 

固定人员 42 人 流动人员 49 人 

获奖情况 

国家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0 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0 项  二等奖 1 项  

当年项目到账 

 总经费 
2500．2 万元 纵向经费 1621.7 万元 横向经费 

878.5 万

元 

当年知识产权

与成果转化 

 

专利等知识产权 

持有情况 
有效专利 48 项 其他知识产权 0 项 

参与标准与规范 

制定情况 
国际/国家标准 4 项 行业/地方标准 5 项 

以转让方式转化

科技成果 

合同项数 0 项 其中专利转让 0 项 

合同金额 0 万元 其中专利转让 0 万元 

当年到账金额 0 万元 其中专利转让 0 万元 

以许可方式转化

科技成果 

合同项数 2 项 其中专利许可 0 项 

合同金额 16 万元 其中专利许可 0 万元 

当年到账金额 0 万元 其中专利许可 0 万元 

以作价投资方式

转化科技成果 

合同项数 11 项 其中专利作价 0 项 

作价金额 109.2 万元 其中专利作价 0 万元 

产学研合作情况 
技术开发、咨询、

服务项目合同数 
87 项 

技术开发、咨询、服

务项目合同金额 
1000.7 万元 

当年服务情况 技术咨询 100 余次 培训服务 200 余人次 

学科发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玻璃与非晶无机

非金属材料 
学科 2 

特种功能无机非

金属材料 
学科 3 

材料合成与加

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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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人

才培养 
研究生 

培养 

在读博士 62 人 在读硕士 97 人 

当年毕业博

士 
8 人 当年毕业硕士 41 人 

学科建设 

（当年情况） 

承担本科

课程 
784 学时 

承担研究生

课程 
282 学时 

大专院校 

教材 
1 部 

研究队

伍建设 

科技人才 教授 15 人 副教授 13 人 讲师 13 人 

访问学者 国内 0 人 国外 0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1 人（赵涛）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1 人（李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