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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食品添加剂问题我院董庆利副教授接受媒体采访 

近日，卫生部在官网发布《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征求拟撤销 2，4-二氯苯氧乙酸等 38 种食

品添加剂意见的函》，拟定撤销茶黄色素等 38 种食品添加剂，并公开征求意见。我院食品研

究所董庆利博士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对这一问题发表了看法。 

卫生部拟撤销的 38 种食品添加剂，既包括用于储藏果蔬保鲜的 2，4-二氯苯氧乙酸等

防腐剂，亦包括 17 种用于食物着色的着色剂，如茶黄色素、茶绿色素等。作为上海市食品

添加剂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董庆利对记者表示：“这次（卫生部）并不是因为涉及食

品安全才要撤销部分食品添加剂，而是考虑到这些添加剂本身已无技术必要性。”以用于果

蔬保鲜的防腐剂为例，完全可以用蜡代替，因此已无使用的必要。另外如甘草，基本没有企

业在当食品添加剂使用。 

董庆利还向记者指出，在我国能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有 2300 多种，而这次拟被撤销

的 38 种食品添加剂并非大量用于食品工业，且被撤销之后要找替代品也很容易，因此并不

会对食品企业造成大的影响。虽然此次要撤销的都是些非主流的食品添加剂，但如果公开征

求意见通过，食品生产企业仍会面临小麻烦。“对于一些经常要大量使用着色剂的饮料、果

汁、冷饮、蛋糕和冰激凌品类的中小企业来说，可能受到的影响要大一些。”同时，更换外

包装的配料表也需要一定的成本。 

 

学生出国交流奖励办法 

为鼓励我院在读学生（本科生、研究生）积极出国学习交流，特制定本办法：  

对获得出国交流生资格的学生，一次性给予 1000 元奖励。若是国外高校或科研院所，

对交流生有英语成绩要求，那么新 TOFEL 成绩超过 100 分、雅思成绩超过 6.5 分或新 GRE

成绩超过 315 分的学生将额外追加 500 元作为奖励，但同一学生不重复奖励。 

本办法自即日起实施。解释权归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国际合作办公室所有。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国际合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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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岩博士参加第十二届国际骨质疏松研讨会并获奖 

4 月 12 日至 15 日，由中国老年学会主办的 2012 年第十二届国际骨质疏松研讨会暨第十届国

际骨矿研究学术会议在西安举办。我校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张岩博士参

加了此次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Research study on anti-osteoporosis materials of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e”的英文报告，获得优秀论文一等奖。此外，经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奥地利等

国的科学人员组成的大会科学委员会严格筛选与审查，对张岩博士在骨质疏松研究领域取得的

卓越成绩，大会为其颁发了“杰出贡献奖”。 

本次大会设置有“杰出贡献奖”（奖励在骨质疏松领域引导学科发展做出重大成绩者）、先进

集体奖、以及优秀论文奖（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 

张岩博士报告了其多年所从事的关于传统草药抗骨质疏松作用物质基础的研究工作，此项工

作，不仅能够揭示传统中草药抗骨质疏松作用的科学内涵，更对中药的现代化、标准化有重要

意义。 

 

我院赴浙江省医疗器械检验所调研 

 4 月 13 日，学院各研究所所长、学科带头人等到浙江省医疗器械检验所调研。检验所所长

何涛，副所长马莉等参加了此次调研活动。 

    何涛所长介绍了浙江省医疗器械检验所的发展历史、现状及未来规划，特别是人才队伍、

技术支持和检测内容等。刘宝林院长从学科点、本科专业、师资力量、科研情况和学生就业等

方面介绍了学院的基本情况。双方在实习基地的建立、学生就业、科研合作和人才培养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最后，我院全体人员参观了医疗器械检验所的实验室。 

    此次调研为学院和浙江省医疗器械检验所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有力地推进了学院的产学研

合作等工作。 

 



我院赴上海市医疗器械检测所调研 

4 月 16 日，学院一行 6 人前往上海市医疗器械检测所调研。检测所所长黄嘉华，副所长王

曦、陆锷等参加了此次调研活动。黄嘉华所长介绍了检测所的基本情况、技术资质和检测项目

等，希望与学院建立联合实验室，开展检测技术研究、安全性研究、标准化项目研究，同时带

动科研项目合作和学生培养。刘宝林院长介绍了学院的科研情况、卓越工程教育和学生培养等

情况。双方在科研合作、检测技术合作以及卓越工程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最后，

我院全体人员参观了检测所的实验室，上海市医疗器械检测所刚刚搬迁到 15000 平方米的新大

楼，提出了“科学、创新、求实、高效”的发展口号。 

 

 

英国食品研究院 Malakar 博士来我院进行食品安全专题交流 

4 月 20 日，应董庆利博士邀请，英国食品研究院（IFR）研究员、我院客座教授 Pradeep Malakar

博士在英国文化中心进行食品安全专题交流。Malakar 博士首先介绍了英国食品研究院近年来在

风险建模方面的研究进展，然后对邱静、郑丽敏、黄勋娟三位硕士研究生的课题汇报进行了点

评，他提及食品安全研究日渐深入，建议风险评估方面需要多与实际食品相结合，更需注重选

择模型的推广意义，跟踪世界前沿研究也应立足国情。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来我院交流 

4 月 26 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生命信息与仪器工程学院厉力华院长一行 6 人来我院参观交

流，我院党政领导和相关研究所所长出席参加。黄慧书记、郑建立副院长陪同客人参观了我院

的共建实验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并介绍了学院的整体情况，各研究所所长就专业方向、

学生培养等情况作了说明。厉院长详细介绍了他们学院的整体情况。双方在实验室共建、学科

建设、科研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交流。 

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副会长励建安教授来访学院并做学术报告 

4 月 16 日，国际知名康复医学专家，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际物理医学

与康复医学学会副主席，江苏省康复医学会会长、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系主任励建安教授应

邀访问我院并作学术报告。 

喻洪流教授等老师陪同励教授参观了学院及营口校区的相关实验室，并介绍了我院康复工

程学科方向建设、科研与学生培养等相关情况，之后励教授为学院教师及康复工程专业方向的

学生作了“WHO 世界残疾报告对康复器材研发的启示” 的学术报告。励教授从 WHO 世界残

疾报告讲起，从临床需求的理念与需求出发，对康复器械设备的创新研发思路、发展趋势及我

国康复医学事业的发展政策等方面做了一个生动精彩的报告，认为我国康复事业的春天已经来

临，报告受到师生热烈欢迎。 

励教授作为中国康复医学会的领导及我国康复医学届的权威学者，十分关心支持我校康复

工程人才的培养，充分强调了我国康复工程产品研发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与前景，并表示愿意

为我校康复工程人才培养、学生就业等方面提供支持。 

 
 

 

“玉米单倍体全自动检测分选系统”顺利通过装机验收 

受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玉米改良中心、苏州纽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委托，由汪红志、徐小萍、

黄清明、张学龙等负责设计研发的“玉米单倍体全自动检测分选系统” 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玉米

改良中心顺利通过装机验收。 

新研制成功的玉米单倍体全自动检测分选系统运用低场核磁共振含油率分析技术，以

Atmega16 单片机为控制核心，由单粒选样、自动进样、自动称重、自动测量和自动分选等五个

子系统组成。该系统可实现 24 小时无人值守，全自动测量分选，日均检测超过两万粒，大大提

高了分选效率和精度。 

该技术填补了国内同领域相关产品的技术空白，具有传统人工分选技术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相关专家表示，作为玉米单倍体育种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该项目对于单倍体育种方法产业化

和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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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院受邀参展“2012 国际康复无障碍生活博览会” 

 

4 月 14 日，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生物力学与康复工程研究所应邀参加于上海展览中心举

行的 2012 国际康复无障碍生活博览会暨国际康复无障碍生活学术大会。本次展会由上海市残

疾人联合会、江苏省残疾人联合会联合举办。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张海迪，副主席汤小泉、

吕世明，上海市副市长姜平等领导亲临现场参观并出席学术大会。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专门为我校与上海交大两所高校搭建了高质量的成果展台。我校医疗

器械与食品学院向展会推介了学院多年来的康复工程科研成果 30 多项，并实物展示了 3 项最

新研究成果，受到了众多观众与康复专家的关注和好评。 

我院生物力学与康复工程研究所所长喻洪流教授作为受邀专家在会上做了“多模态人机交

互的重残者居家智能辅助”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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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顺利完成 

自 2011 年 11 月的申报动员至 2012 年 3 月的材料报送，历时近半年的 2012 年度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顺利完成。 

经统计，2012 年我校共有 9 个学院报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 276 份，较 2011

年的 231 份增加了 45 份，增长率为 19.48%。其中有 7 个学院的申报数量完成并超过了学校

下达的申报指标数。申报数居前三位的学院是：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66 份，医疗器

械与食品学院 41 份，材料学院 3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的不断增长反映了我校广

大教师对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视和投入，也为我校整体科研工作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科

技处） 

 

 

校第六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重要决议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通过对工学、理学博士生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要求  

（2012 年 9 月入学及 2015 年 6 月后申请答辩博士生适用）  

工学、理学博士学位申请者：在读期间必须以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的第一身份发表论文

或取得成果，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1 篇论文被 SCIE 收录，1 篇论文在 A 类期刊上发表。  

（2）1 篇论文被 SCIE 收录，3 篇论文在 B 类期刊上发表。  

（3）1 篇论文被 SCIE 收录，获得 1 项已授权的国内外发明专利。  

在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且被 SCIE、EI、CPCI(ISTP)、ISSHP 收录，只可计入 1 篇 B 类。  

 

生物医学工程学科新增博士导师 

上理工〔2012〕42 号“关于新增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的通知”，生物医学工程学科新增

三名博士导师：朱钰方，随力，聂生东 

 

新增硕士导师 

上理工〔2012〕43 号“关于转发《上海理工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关于确定徐洪涛等教

师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的通知》的通知”，我学院新增导师如下： 

生物医学工程：李丕丁，刘颖 

食品科学与工程：李红梅 

 



 

 

新增联合培养单位硕士研究生导师 

上理工〔2012〕48 号“关于新增联合培养单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的通知”，生物

医学工程和食品工程学科新增导师如下： 

生物医学工程：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韩泽广，黄薇，王升跃，施锦绣，董辉 

上海生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曹志伟，郝沛，李轩，李亦学，谢鹭，唐凯临，李园园，

陈海峰，孙红，鱼咏涛，张国庆 

上海远东制药机械有限公司：高云维 

微创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姜洪焱，李中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朱剑铭 

上海纽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杨培强 

上海诺成电器有限公司：张群峰 

上海瑞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蒋达先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葛毅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付强，王东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李心翔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闫和平 

上海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王刚 

 

食品工程： 

江苏雨润肉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李景军 

黄士新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顾欣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杨永健  

上海市市东医院：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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