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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浙江大学 2014 年度学术建设总体概况 

    

浙江大学秉承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愿景，坚持对接国家急需和学

术前沿，根植区域创业创新的丰沃土壤，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在学科建

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创了新局面。 

    一、学科建设 

实施“学科与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计划。学校在已经形成的 14 个一级

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1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和 10 个国家重点（培育）

学科的良好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内涵，结合“突出人才战略地位，

增强学科发展实力；发挥院系主体作用，激发基层组织活力；推进学科调

整与融合，促进前沿与交叉学科发展”等综合改革措施，筹集 18.5 亿元资

金，组织实施新一期“学科与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计划。该计划注重充分

发挥基层组织的主体作用，在研究制订院系学科与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的基

础上，按预算计划投入院系自主经费；启动实施“百人计划”，借鉴国际高

水平大学教师聘任的学术标准和程序，14 位优秀教师入选，并试行教师长

聘制和国际化评估；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全年引进教师 156

名，其中直接从海外引进 88 名，占 56.4%；新增国家“千人计划”学者 4

名、“青年千人计划”学者 15名，“长江学者”16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 8名、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17 名；启动微纳加工平台、生物医学

高端电镜平台、高新材料化学交叉学科中心等学校公共平台建设。通过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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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实施，以期实现学术队伍整体水准明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改

善；学科布局更加合理，学术竞争力和科研水平大幅提高；综合改革取得

进展，基层组织和师生员工的创造活力进一步释放；建设形成一批跻身世

界一流的学科群的目标。 

统筹谋划新一轮一流大学建设规划。接续往期的“985 工程”和“211

工程”，统筹谋划新一轮一流大学建设规划。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区域

重大需求，对接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凝练了 16 个领域

的大科学项目，主动组织前期预研，积极抢占未来学术制高点。 

ESI 学科排名居全国高校前列。据 ESI 于 2015 年 1月 7日公布的数据，

我校 17个学科进入世界学术机构前 1%，居全国高校第二；其中化学、材料

科学、工程、农学学科分别位列世界第 22、29、31 和 44 位，计算机科学

和数学学科进入世界 100 位，进入世界前 1‰和世界前 100 位的学科数居全

国高校第一。 

    二、创新人才培养 

实施优质生源工程。积极响应国家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关于“分类招生、

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整体工作思路，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推行分类招

生。2014 年，招收全日制本科生 5893 人，硕士生 4698 人，博士生 1893 人；

研究生生源质量逐步提高，其中 55.1%硕士研究生和 87.2%博士研究生来自

于“985”和“211”重点院校。全年授予博士学位 1516 人，硕士学位 6289

人，学士学位 5331 人。加强学生就业指导与服务，引导学生树立正确就业

观，2014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 97.18%，本科毕业生海内外深造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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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9%。 

推进本科教育质量工程。着眼学生个性发展，积极推进专业、课程建

设与改革，新增 3门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 11 项，获

奖数居全国高校第一。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获得中国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成果奖一等奖。完善学位论文隐名评阅与质量抽查制

度，保障学位授予质量。     

学生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积极组织实施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以及学校和院系 SRTP(Student Research Training Program)项目，创

新能力不断提升。在校本科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共获得国际特等奖 1 项、

一等奖 33 项，国家特等奖 2项、一等奖 19 项，获奖学生高达 2160 多人次。

其中由控制系、机械学院、电气学院、计算机学院学生组成的 ZJUNlict 队，

在巴西诺昂佩索阿（Joao Pessoa）进行的小型组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冠

军巅峰对决中，以 2：0的绝对优势击败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队，成功卫冕

世界冠军；获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特等奖 1项、一等奖 17 项，自 2010

年以来连续五年获特等奖，截止今年共获特等奖 7 次，居全国高校之首；

获德国红点和 IF设计竞赛 12 项大奖；获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竞赛特等奖 1

项和一等奖 5项等。 

    培育支持学生创业平台和团队。设立创业种子基金，启动 e-works 创

业实验室，建设项目成果孵化平台，学生创业团队全年获得风险投资和政

府资助超过 1亿元人民币。在 2014 年全国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上获

得 8 块金牌和 2 块银牌的历史最好成绩，金牌总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一。推

进国际创业教育交流合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创业教育联盟落户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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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担任联盟主席单位。营造浓厚创业教育氛围，成功举办“新尚杯”高

校大学生创业邀请赛、“中国梦•创业梦”大学生创业高峰论坛、“著名企业

家、投资人对话名校校长”创业教育高峰论坛、研究生创业文化节等活动。 

重视和加强留学生教育。稳步扩大留学生规模，在校外国留学生总数

达到 5746 人（含非学历生），比上年增长 9.1%；其中攻读学位的留学生数

达到 2682 人，比上年增长 7.3%。成立浙江大学中国学中心，开展“庆祝孔

子学院成立十周年”系列活动，加强中国文化传播与推广，获得“全国来

华留学生教育先进集体”称号。 

    三、科研能力 

科研规模稳中有升。主动适应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完善体制机制，

加快科研发展方式转变，前瞻布局“十三五”科研发展计划，推进“学科

前沿、国家需求和学校基础”的协调发展，进一步深化“内涵发展、质量

优先”的科技工作。科研规模稳中有升，全年到款科研经费 31.21 亿元，

继续保持全国高校第二位。     

加强重大科研平台和基地建设。启动建设工业控制系统安全技术国家工

程实验室、数据科学与应用联合中心、光子学与技术国际联合实验室等重

要平台。  

基础科学研究能力持续提升。2014 年新获批 973 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2

人、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2 人、青年科学家专题 1 项。获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共 739 项，资助总金额达 5.61 亿元；其中获批 1项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延续资助项目，3项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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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申请）项目，18 项重点项目，17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等，获批数均列全

国高校前列。 

    重大项目承载能力大幅提高。牵头主持2014年农业部公益性行业专项、

国家气象局公益性行业专项；在转基因、传染病防治、水体污染治理等一

批科技重大专项获得滚动支持；承接某试验卫星研制军口 863 计划项目；

围绕国家和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凝练组织实施一批横向千万级项目，

在研千万级经费的大项目达到 110 项。  

    “2011 协同创新中心”培育工作取得突破。我校牵头负责的“煤炭分

级转化清洁发电协同创新中心”和“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通过

认定；作为核心单位参与的“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和“高

端制造装备协同创新中心”也同时通过认定。 

    四、学术影响力 

    一批高水平研究论文公开发表。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9 月发

布的统计结果，2013 年我校为第一作者的 SCI 收录的 Article、Review 两

类论文 5298 篇、表现不俗论文 2098 篇、年度百篇最具影响的国际学术论

文 6篇、第一作者国际合著论文 1230 篇、国际论文十年累计被引 29004 篇

（327298 次）、高校各学科领域影响因子最高期刊发表论文 219篇，持续保

持国内高校首位。2014 年，在 Cell/Science/Nature 三大系列刊物上，作

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单位共发表论文 15 篇，包括 Nature 2 篇、Cell 子

刊 2篇、Nature 子刊 11篇；作为合作者共发表论文 49 篇。 

   李兰娟院士团队研究成果入选2014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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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兰娟院士领衔的团队开展的“肝硬化中肠道菌群的改变的研究”该研究

首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肝硬化肠道菌群基因集，阐明了肝硬化肠道菌群

的结构变化，首次发现肝硬化患者口腔菌侵入到肠道，可能对肝硬化发生

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发现了 15 个高特异性和灵敏性的微生物基因，建立了

预测疾病的模型，有助于肝硬化诊断和疗效的评估。相关成果发表在

《Nature》杂志。 

彭笑刚课题组和金一政课题组设计出的 QLED 入选 2014 年度“中国科

学十大进展”。该研究设计并证实了量子点 LED 能结合 GaN量子阱 LED 和有

机 LED 优势，解决了载流子平衡注入难题，设计出一种新型的量子点发光

二极管(QLED)，制备成本低，有潜力应用于大规模生产的溶液工艺，其综

合性能超越了已知的所有溶液工艺的红光器件，将使用亮度条件下的寿命

推进到 10 万小时的实用水平，有望成为下一代显示和照明技术的有力竞争

者，相关工作发表在《Nature》杂志。 

一批科技成果获奖。浙大获 2014 年国家科学技术奖 13 项，获奖总数

居全国高校首位。浙大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 5 项，其中

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2 项；浙大参与完成的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8 项，其中国家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 3项。此外，一大批研究成果获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 

专利转让取得新突破。2014 年，授权国家专利 2080 件，其中发明专利

授权 1489 件，持续居全国高校第一。此外，获得美日欧授权专利 11 项，

通过专利合作协定（PCT）申请专利 9项。2014 年，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2项 。

专利转让取得新突破，全年签署转让合同的专利 130 项，其中高超教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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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组 22个授权发明专利和 8个申请中发明专利打包许可给浙江碳谷上希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转让经费达 3000 万元。 

    五、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取得新进展。2014 年我校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在

经费、项目、成果等方面取得新进展，为国家高层次决策服务的能力进一

步提升。人文社科到款科研经费 2.15 亿元。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5 项，

位居 C9 高校第二，其中重大项目 9项，彰显了我校专家在承担重大现实问

题研究任务的能力。到 2014 年 12月，全年被 SSCI 收录论文 323 篇，位居

大陆高校第三；被 A&HCI 收录论文 42 篇，位居大陆高校第一。全面启动文

科协同创新，建立了“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完成该

协同创新的组织架构。打造支持基础性研究的高端科研平台，成立人文高

等研究院，与国土资源部共建“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学术期

刊质量稳步提高，《管理工程学报》蝉联“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打造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有影响力的新型智库，承担多个国家级规划的

研究编制，一批重要成果和咨询建议被采纳应用。  

    六、国际合作与交流 

    有力推进联合学院建设。围绕学校重大国际合作战略—国际校区建设，

有序、扎实地推进联合学院的建设，从项目、平台、学科合作走向更为紧

密、可持续的机构性合作办学，与帝国理工学院共建的“应用数据科学联

合实验室”正式成立，两校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被国家留学基金委确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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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资助项目。与爱丁堡大学签署联合办学协议，

与沃顿商学院、卡耐基梅隆大学等共建联合学院有序推进。国际联合学院

将在培养国际化创新人才的同时，推进海外高技术成果转化，吸引和鼓励

海外高科技成果落地，进一步推动和提升地方经济建设发展。 

    积极实施海外一流学科伙伴提升计划。在首期“海外一流学科伙伴计

划”支持下，孵化并加固了一批学科与海外一流学科的伙伴关系，在此基

础上，遴选了传媒、管理、化工、航空航天、生工食品、物理等 11 个院系

分别对接牛津、剑桥、斯坦福、哈佛、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等 32所世界名

校相关院系，进一步推进实质性合作关系。组织、推动若干学科与国际一

流学科建立合作平台，构建了浙江大学－阿尔伯塔大学食品与健康联合研

究中心、光子学与技术国际联合实验室（浙江大学与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瑞典隆德大学共同建立）、浙江大学-西澳大学海洋联合研究中心以及数据

科学与应用联合中心（浙江大学与英国帝国理工合作建立）等 4 个重大合

作平台。  

加强学生的国际交流和联合培养。开辟新途径，拓展新渠道，新增“牛

津大学暑期项目”“帝国理工硕士学位项目”“杜伦大学交换生项目” “埃

因霍芬工大硕士奖学金项目”等高水平交流项目近 10项。加大校际交流力

度，新签、续签一批校际合作协议，全年接待海外访问团组 1768 人次，全

校师生海外学习交流总数达到 6651 人次，其中学生海外学习交流总数为

3161 人次。 

营造校园国际化氛围。成功组织“英国帝国理工日”、“德国柏林工大

日” 等重大国际交流活动，举办教育部委托的第五届亚欧教育部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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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中期高官会和“海峡两岸校务管理研讨会”，提升了学校对外形象。设

立“启真海外名师大讲堂”，邀请海外杰出学者、文化名人、大学校长等举

办公众讲座 20 场，产生了较大影响力。 

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活跃。2014 年我校教师以第一作者发表国际合作

研究论文 1230 篇，居全国高校第一；2014 年成功举办 74个国际学术会议，

列居全国第三位，年度出席会议总人数 9800 余人次，外方代表 2200 余人

次，一大批国际一流大学知名教授以及行业专家出席了会议，水平和层次

又上新台阶，如第四十届国际超大数据库会议，规模达 800 余人次，其中

外方代表 650 人，会议代表主要来自斯坦福、麻省理工、耶鲁、剑桥等一

流高校以及谷歌、微软、甲骨文等国际 IT 巨头，学校的国际影响力得到大

幅提升。 

    七、学术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各级学术委员会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印发了《关于优化学部

制改革的通知》、《浙江大学学部章程（试行）》以及《浙江大学院系学术（教

授）委员会规程（试行）》等文件，明确规定学部学术委员会是学校学术分

类的咨询评议性组织，在学校学术委员会指导下开展工作；院系学术委员

会是院系学术事项的最高审议决策、评定和咨询议事机构，构建和完善了

学校—学部—院系学术委员会的三级一体化工作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

完成了学部学术委员会换届改选工作，修订完善了学部学术委员会议事规

则，推进学术治理工作规范化。 

学术治理能力进一步加强。校学术委员会根据《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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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育部令〔2014〕35 号）以及《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紧紧围

绕学校学科与人才队伍建设等中心任务，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开展咨询、

审议和评价等工作，努力营造校园学术氛围，在促进学科发展和学术繁荣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讨论增补了校学术委员会青年委员，充分发

挥青年学者在学术治理工作中作用，进一步增强了学术委员会的活力。 

 

    展望未来，浙江大学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实施“培育时代高才、构建

学科高峰、打造科研高地、汇聚名师高人、积累文化高度、探索改革高招”

等“六高强校”战略，加强内涵建设、提高教育质量，加快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浙大特点的世界一流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