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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聚卡鲁，共创未来 

第二十七届中国旅德学者化学化工学会年会暨学术讨论会顺利召开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至十八日，第二十七届中国旅德学者化学化工学会（GCCCD®）年会暨学术讨论

会在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IT）南校区的土木工程楼（Hörsaal 93，Geb. 10.81）隆重召开。二十七

年前中国旅德学者化学化工学会在德国波恩成立，并于同年在卡尔斯鲁厄当地法院注册。本届年会以

“重聚卡鲁，共创未来”为主题，包括特邀嘉宾、学会会员、赞助商、媒体、及热心会友共一百四十人

参加了本届盛会。 

      十六日傍晚六点，在参会者下榻宾馆附近的五星饭店，年会欢迎晚准时开始。学会副理事长黄思年

女士早早来到饭店，负责大家的签到工作，同时为学会的会员们分发了刚从国内带来的新会员证。此次

晚宴中，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的一秘张慧教授、汉堡大学工业和高分子化学研究所所长 Patrick 

Théato 教授、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微工艺工程研究所（IMVT）所长 Roland Dittmeyer 教授、德国联邦经

济和对外贸易协会（BWA）的 Michel Schuman 理事、德国化学会（GDCh）的 Rainer Schnee 博士等邀请

嘉宾也参加了这次晚宴，在享受中国美食的同时，学会的理事们和会员们、不同分会的会员之间进行了

深入的交流，增进了彼此的了解。Dittmeyer 教授说,“今天我有了更多通向中国的桥梁，这对我和中国

的继续合作大有裨益”。参加此次欢迎晚宴的总人数超过了一百人，把不小的五星饭店塞的满满的。通

过这个机会，大家互相交流，认识彼此，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直到晚上十点，大家才意犹未尽地结束

回宾馆休息。 

      十七日上午八点四十五分，本届年会组委会主席、学会卡尔斯鲁厄分会会长刘倩博士代表学会宣布

学术讨论大会开幕。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的一秘张慧教授致开幕辞，并转达了大使馆教育处公参董

琦教授的祝贺。之后，Théato 教授、Dittmeyer 教授、哥廷根大学木材技术与化学研究所的张凯教授、

德国科莱恩主管创新的副总裁 Johannes Benkhoff 博士、Schuman 先生、Schnee 博士等邀请嘉宾以及学

会的优秀会员为大家作了精彩的报告，其内容涉及科研全球化、微工艺工程技术在能源转型的应用、表

面活性剂、木塑功能高分子材料、环境监测、多晶催化化学、健康产业及全球化的科研职业选择等。本

次大会总共精选了 17 篇报告，其中包括 8 篇邀请报告。 

      年会以汉堡大学 Patrick Théato 教授的报告“全球背景下的科学研究——个人经验和印象”开场。本

学会汉堡分会的会长贺丽蓉女士一年前就向学会理事长王荣彪博士推荐了 Théato 教授。Théato 教授欣

然接受了年会学术顾问的邀请后，确定了年会报告的主题。他结合今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不会英文

没有出国留过学的实例，强调了个人兴趣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引用中国谚语“师傅领进门，修行

在个人”以告诫博士生们要独立科研精神。同时，他讲述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科研和职业的开展要

以合作交流为基础。他本人每年都利用假期机会在韩国、日本和中国做合作研究。 

      德国科莱恩的创新总裁 Johannes Benkhoff 博士介绍了科莱恩特种化学品、材料及生物产业中的创新

研究。他演示了有关德国科莱恩创新中心的视频，以直观的方式让会员们了解到科莱恩公司的创新链从

最初的主意到最终市场产品的运作过程。其中一张包含来自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的照片拉近了正在求职

的学会会员和科莱恩的距离。接着，中国石化驻欧洲科技代表郭宏利先生介绍了中国石化的过去，现在

和将来。其具体内容包括中国石化总体架构，海内外业务布局，研发的总体实力水平以及对国民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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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重大促进作用的科技成就。对中国石化未来发展战略、科技人员入职中国石化成长和发展的机遇郭

先生也有专门介绍。他现场回答了学生关心的相关提问。栗田工业欧洲分公司行政总裁长田先生介绍了

该公司在国际市场的现状，以及其公司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如工业用水处理技术，并介绍了公司良好的

人才培养环境。不仅如此，他还和学会从事水处理研究的博士生进行了有关公司规模、业务板块和人才

招募方面的交流。 

      第一节报告结束之后，本届年会的亮点——首届“GCCCD®优秀博士生导师”评选结果随即揭晓。学

会理事长王荣彪博士向与会者介绍了优秀博导奖产生的背景和评选标准，优秀博导奖既是对博士生导师

出色指导工作的肯定，也体现了本学会人才济济、后继有人。之后，大使馆教育处一秘张慧教授向

Dittmeyer 教授，Théato 教授和张凯教授颁发了证书和奖杯，并表示衷心祝贺。最后，三位获奖教授与

他们的学生，以及张慧教授、王荣彪博士合影。在场的参会人员一起见证和分享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

刻！学会期待来年再次举办优秀博导颁奖仪式，并努力使之成为学会年会的品牌项目。 

      颁奖之后，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微工艺工程研究所所长 Roland Dittmeyer 教授作了关于化工技术在能

源转型中应用的报告。首先，他概括地介绍了德国能源转型的现状。接着，重点讲述了他研究所里关于

微反应器在电力转化成燃料（Power to Fuels）方面的应用研究。在他的研究所里，前不久刚成立了

INERATEC 初创公司。在那里，科研成果将被快速地孵化成工业产品。在 Dittmeyer 教授的报告之后，他

的博士生丁文进先生，二零一四年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获得者，作了关于电脑辅助设计分子筛催化剂的

报告，让参会者对能源转型中的化工技术的研究有了更深的了解。来自哥廷根大学的张凯教授介绍了在

高科技领域相关医疗需要的功能纤维材料，形成刺激响应的纳米颗粒(NPs)，该种纳米结构的纤维素可

用于荧光化合物和异构生物/催化剂或形状记忆材料。图宾根大学郝立凯博士介绍了他的博士论文工

作，他希望他的有关共焦显微镜在微量元素检测中应用的研究成果很快走向市场，找到在生物工程界的

实际应用。慕尼黑工业大学的何佳岳博士在其去年学会年会报告的基础上，对木质素的催化降解做了更

详细的报道。来自柏林联邦材料研究所的尹华杰博士的报告是关于无卤阻燃剂在木材和塑胶中的应用。

和丁文进先生一样，郝立凯博士，何佳岳博士，尹华杰博士都是国家优秀自费留学博士生奖金获得者。 

汉堡大学的贺丽蓉女士介绍了她在 Théato 教授指导下的博士论文“新颖生物共轭共融的的设计及

其在生物医学上的应用”；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博士生林伟讲述了在分子水平上于粒子表面修饰配体分

子；洪堡学者、达姆工大的刘鸿副教授介绍了其在利用 GPU 方法进行大尺度反应聚合物系统进行模拟

的工作。在曼海姆大学攻读 EMBA 学位的化学博士田维维总裁和大家分享了在健康产品领域自主创业的

经验，就战略创新和健康产品领域的中德商机她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德国联邦贸促会的 Michael 

Schumann 先生讲述了中德对话之间存在的挑战和机遇，重点谈到了中德之间的文化差异及一些不同的

观点。因为长期在上海工作，他积累了很多中德文化、科技、经济交流方面的经验。Schumann 先生

说，中德之桥是弯曲而又漫长的。德国化学会（GDCh）经济化学专业组的 Rainer Schnee 博士介绍了他

所在的德国化学会的专业组织，他非常欢迎我们学会的会员加入他们的交流平台，而且还推介了他所在

公司（Chemie Fabrik Budenheim）的磷酸盐业务及其在工业上的应用。 

年会学术部分以学会的财务理事、在赢创担任国际战略采购主管的陆芳女士的报告结束。陆芳女士

和听众在如何做项目、如何从理科背景做到了市场管理、如何跟国际化大公司一起成长等各个不同的方

面，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在学术讨论会之后举行的会员大会上，全体会员一致通过了理事长王荣彪博士的年度报告及财务理

事陆芳女士的财务报告。会员大会决议通过了一系列提案，包括成立不同专业组和求职组的提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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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历史、顾问和法律的工作委员会的提案，以及理事会选举细则提案。这三项提案的通过为学会健

康、合理、合法地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会员大会按照章程民主选举产生了由刘倩、王波、王荣彪、许

玲和于晓峰五位博士组成的新一届理事会；提名丁文进先生、詹田田女士、李振博士、王磊博士、张慧

星女士和张彦振博士为新一届理事会的候补理事。新一届理事会在十月二十三日的首届理事会上按照学

会章程对理事会进行了如下分工安排：王荣彪博士担任理事长，刘倩女士担任副理事长（常务理事

长），许玲博士担任学术理事，王波博士担任财务理事，于晓峰博士担任传媒理事。 

近年来，学会的会员人数不断发展，从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四日会员特别会议时的四十四人增加到同

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二十六届年会举行时的九十七人，至本届年会会员人数已经达到两百人，海外会员二

十七人。会员包括了在德国化学工业界工作的同仁，在高校、研究所求学的学生和从事科研的学者。其

中，具有和将要获得化学化工博士学位的会员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从九零后到五零后，学会覆盖了各个

年龄层次的精英。理事长王荣彪博士提出，学会的规模已经形成，下一个目标是将学会办成一个国际

化、高水平、专业化的学会。 

十八日早上，雾气沉沉。但是阴霾的天气丝毫没有动摇大家徒步的决心。就像前一天晚上约好的那

样，我们风雨无阻！八点三十分，热切期待户外活动的会员们就已经在酒店大厅集合完毕。在当地会员

的带领下，大家从酒店走路到卡尔斯鲁厄火车站，然后跟当地会员汇合，一同乘火车前去约定的此次徒

步的起点：Untergrombach 火车站。九点三十分，一支由来自汉堡、基尔、克劳斯塔尔、莱茵美茵、慕

尼黑、帕德博恩以及卡尔斯鲁厄本地等地区的会员组成的二十多人的 GCCCD®徒步小分队浩浩荡荡从

Untergrombach 火车站出发，开始了当天的登山之旅。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踩过无数级台阶，压过

无数颗石子，穿过德国西南部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呼吸着北部黑森林新鲜的空气，大约一个小时后，全

体成员安全、顺利登上莱茵河上游的重要地标--海拔近三百米的米歇尔山。就像迎接会员们的到来一

样，刚一登顶，山顶的雾气就开始急速散开，很快，阳光普照。秋日暖阳中，大家继续探索这一片神秘

的、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生活痕迹的、现如今众多朝圣者心目中圣殿一般存在的、克莱希高西部

的米歇尔山。 

年会准备和学会工作介绍 

      本届年会由卡尔斯鲁厄分会承办。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于学会第二十六届届年会召开之前，卡尔斯鲁

厄地方分会正式成立。在一年时间内，卡尔斯鲁厄分会发展成所有分会里人数最多、年轻而有活力的一

个分会。为了更好地筹备本届年会，由理事会领导，各地方分会负责人自愿参与，卡尔斯鲁厄当地会员

为主力组成的组委会为此次年会的顺利召开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准备工作的序幕在二零一四年年底就已

经缓缓拉开，那时卡尔斯鲁厄分会开始联系可以容纳五十至一百人左右规模的会议场地和会议期间住宿

用的酒店，理事会联系赞助单位的工作在去年学会举行第二十六届年会之前就开始进行。学会理事会在

今年三月初前往赢创总部并举办了完美的学会介绍，正式启动了和赢创的长期合作。由学会前任理事长

牵线，科莱恩（德国）表示了对学会年会强烈的兴趣，中国石化欧洲代表处、栗田工业（欧洲）都对能

够参加学会的年会感到荣幸。进入二零一五年五月，第二十七届年会各项准备工作正式全面展开：五月

份面向全体会员征集年会口号，六月份起草中英文第一轮会议通知，七月份开启年会微信和网络报名通

道并征集大会报告，八月份通过微信、论坛等平台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并成立文案组，餐饮组，海报

制作组，酒店联络组，证书奖杯制作组，技术支持组等工作小组，将工作细分到个人。九月份会议日程

初稿出炉，并在第二轮通知里和海报一起发出，十月份开始年会倒计时，几乎全体当地会员进入备战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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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因为就在卡尔斯鲁厄，在当年学会发起的地方，迎来了有一百四十人报名参加的、历史上参会人数

最多的一届学术盛会。 

      中国旅德学者化学化工学会自一九八八年成立至今，目前已有乌尔姆、慕尼黑、莱茵美茵、卡尔斯

鲁厄、莱茵内卡、汉堡、德累斯顿、中国和莱茵鲁尔等九个分会。学业有成并在德国任职的会员们积极

为学会作贡献，各个分会于二零一五年组织不定期的学术研讨会，其中有乌尔姆夏季中国专家讲座，德

累斯顿分会成立学术研讨会，卡尔斯鲁厄分会中国专家夏季研讨会，慕尼黑（南德）研讨会，莱茵-美

茵分会“大数据与化工”专题报告会，莱茵内卡分会系列研讨会之一。学会还在加强会员之间的学习和

工作经验交流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各地分会举办了大量就业及工作经验交流的相关活动，例如协助

巴斯夫推广 BASF DAYS “CHINA”；组织会员参加 ACHEMA 展览上的人才招募活动；学会汉堡（北德）

分会活动协同贺利氏大中华总裁张达博士举办题为《外国化学企业在中国：近期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的讲座；相隔二十五年后再次组织参观巴斯夫活动；参加第十三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深圳）等活

动。该系列活动的开展，使学会成为联系知名企业和从事研究工作的研究生的桥梁和纽带。 

各位化学化工同仁若想更多了解学会的信息，或欲成为本会会员者，请垂访本会的官方网站: 

www.gcccd.de 或者给学会理事会写电子邮件: info@gcccd.de。 

 

刘倩，丁文进，薛长国，王荣彪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七届中国旅德学者化学化工学会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参会人员合影（摄影：李东兴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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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欢迎晚宴（摄影：李东兴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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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德大使馆教育处张慧教授(右一)和首届“GCCCD®优秀博士生导师”称号获得者(Roland Dittmeyer, Kai Zhang, Patrick Théato, 从左到右)合影

（摄影：李东兴博士） 

 

三位优秀博士生导师和他们指导的学生,使馆教育处张慧博士(右三)，学会理事长王荣彪博士合影(右一)（摄影：李东兴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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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CCD®徒步小分队登上米歇尔山 (摄影：刘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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