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entennial

化工产业
本刊记者 黄婧

1933 年清华化学会在化学馆前合影。前排左二起张大煜、萨本铁、高崇熙、张子高、李运华和黄子卿

早在清华学堂时期，从清华走出去的年轻人胸怀报国理

若干次调整。而每一次调整，都紧贴祖国发展的脉动，培养

想，负笈留洋，学成归国，其中一批学子投身化学领域，为

出代代人才。这些毕业生或在新中国化学工业建设中独领风

祖国化学化工事业奠定了基石。在百年的发展中，清华大学

骚，或在学术研究上引领新方向，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及

的化学化工人才培养按照“厚基础宽专业”的思想曾进行过

相关行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清华大学化学教育
人才辈出
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时期，历届派出国外留学的学生中，

不稳，教育环境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教师仍能认真教学，学

有许多人修习化学或化工，而且有相当一批学生在化学或化

生孜孜不倦地勤学苦练，培养出众多高质量的化学、化工人

工方面造诣甚深。

才，为新中国化学产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如化学方面有张子高、吴钦烈、高崇熙、黄子卿、萨本
铁、曾昭抡等；化工方面有制碱专家侯德榜，油漆专家戴济、
汪泰基、高长庚等，药物专家程瀛章、陈克恢等，燃料专家
张宝华、徐宗涑、彭开煦等，陶瓷专家邹维渭、郡德辉等，
制革专家王键、李运华等，橡胶专家陈国仓、何玉鲲等，制
糖专家沈镇南、周大瑶、吴卓等。
１９２５ 年，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分设各学系，化学系由
此产生。清华大学的化学教育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验基本
技能，提高师生科研能力，涌现出大批科研成果。１９３７ 年抗
日战争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昆明，组成西南
联合大学，三校化学系合并为西南联大化学系。在当时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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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 1932 年的清华大学化学馆，是当时国内最早的专业系馆之一（1933 年张青莲摄）

化工产业

中国化学界的先驱者，清华化学教育奠基人——张子高（１８８６ ～ １９７６）
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中国化学史研究

工科学生培养的重要性，留在清华大学普通

的开拓者之一。１９０９ 年考取清华第一批庚款

化学教研组担任主任，为提高普通化学的教

留学名额赴美留学，１９１１ 年考入麻省理工

学质量做了大量工作。

学院化学系，成为我国最早攻读近代化学的

张子高毕生致力于化学教育工作，而且

留学生之一。１９２９ 年起，张子高任清华大学

是著名的中国化学史研究专家。１９６４ 年，他

化学系教授，兼任系主任，为清华大学化学

出版《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专著，

教育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力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研究总结中

张子高十分重视对学生实验能力的培养
和科学方法的训练。他在教学上有两个突出

国古代化学的发展，达到了中国化学史研究
的新高度。

特点：一是努力反映最新的科学成就；二是

１９９１ 年张子高先生塑像在清华大学化学

严谨治学，注意培养学生的求实精神和一丝

系落成，底座上是蒋南翔校长的题词：“中

不苟的科学态度。

国化学界的先驱者，清华化学教育奠基人。”

１９５２ 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化
学系并入他校，张子高考虑到基础课程对于

这不仅是对张子高一生成就的赞誉，更寄托
了清华人对这位化学先驱的敬仰和怀念。

化学研究的开拓者和近代教育的改革者——曾昭抡（１８９９ ～ １９６７）
化学家，我国化学研究的开拓者，近代

者，他要求每个学生在毕业前必须接受科学

教育的改革者。１９２０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

研究的训练，一定要做毕业论文。在他的倡

１９２６ 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

导下，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 １９３４ 年开始

曾任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化学

做毕业论文，从此我国各大学也相继实行毕

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教务长、高等教育部

业论文制度。

副部长等。１９５５ 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 （ 院士 ）。

曾昭抡长期献身于科学教育事业，在教
育部工作期间，对改革中国科学和教育体制

曾昭抡院士早期从事国防化学、无机化

提出过许多重要见解，对中国化学名词的命

合物的制备、分子结构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

名与统一作出过重要贡献，组织编写了《元

工作；晚年从事元素有机化学方面的研究，

素有机化学》。

取得重要成果。他所改良的马利肯熔点测试
仪，曾为全国各大学普遍采用。

他在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后，创新了一
系列教学方法，推动了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

曾昭抡是我国高校毕业论文制度的首创

的发展。

北京化工厂的前身
抗战胜利后，由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仰

十间平房因陋就简地生产硫酸、硝酸、盐酸、草酸、苯、甲

赖进口的化学实验仪器及高档化学试剂来源被切断，清华大

苯等 ５０ 余种化学试剂，以满足当时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和生

学化学系系主任高崇熙教授带领部分教师、实验技术人员进

产部门的需要。经过不断发展壮大，北京新华试剂研究所成

行高纯试剂的研制，对制造化学仪器的硬质玻璃的成分进行

长为我国最大的化学试剂生产企业——北京化工厂。此后，

分析，取得突破性进展。

高崇熙又根据对硬质玻璃成分分析的结果，提出了含硼硬质

１９５０ 年，高崇熙带领清华大学化学系孙昌宗等 １２ 位教
师和实验技术人员，筹建了北京新华试剂研究所。他们利用

玻璃的配方，从此中国能够生产自己的硬质玻璃仪器。这两
项成果，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化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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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位院士
新中国成立时，清华大学化学教育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水平国内领先。１９５２ 年，教育部颁布全国
高等院校调整方案，清华大学化学系大部分教师连同实验器材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还有部分教授分配到一些新成立的高等院
校任教。清华培养出的化学人才在祖国各地生根开花，有力促进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清华大学为中国化学化工事业培养出大批人才，１９５２ 年前在清华化学系（包括西南联大化学系）学习过的学生中，共产
生了 ３６ 位两院院士。他们是：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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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侯德榜

１８９０ ～ １９７４

化学工程学家 １９１０ 年考入清华大学留学预备学堂。１９５５ 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庄长恭

１８９４ ～ １９６２

有机化学家 １９１９ 年清华大学留美生。１９５５ 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杨石先

１８９７ ～ １９８５

有机化学家 ９１８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１９３７ 年任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１９５５ 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曾昭抡

１８９９ ～ １９６７

化学教育家 １９２０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１９３８ 年任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１９５５ 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黄子卿

１９００ ～ １９８２

物理化学家 １９２１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１９２９ 年任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１９５５ 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袁翰青

１９０５ ～ １９９４

有机化学家 １９２９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１９５５ 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张大煜

１９０６ ～ １９８９

物理化学家 １９２９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１９５５ 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张青莲

１９０８ ～ ２００６

无机化学家 １９３４ 年清华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毕业。１９５５ 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孙德和

１９１１ ～ １９８１

冶金学专家 １９３４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１９５５ 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高振衡

１９１１ ～ １９８９

有机化学家 １９３４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１９８０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时钧

１９１２ ～ ２００５

化学工程学家 １９３４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１９８０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陈新民

１９１２ ～ １９９２

金属物理化学家 １９３５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１９８０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汪德熙

１９１３ ～ ２００６

核化学化工专家 １９３５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１９８０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武迟

１９１４ ～ １９８８

石油化工专家 １９３６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１９８０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朱亚杰

１９１４ ～ １９９７

化学工程学家 １９３８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１９８０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陈冠荣

１９１５ ～

化学工程学家 １９３６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１９８０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冯新德

１９１５ ～ ２００５

高分子化学家 １９３７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 １９８０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曹本熹

１９１５ ～ １９８３

化学工程学家 １９３８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１９８０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王世真

１９１６ ～

核医学家 １９３８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１９８０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申泮文

１９１６ ～

无机化学家 １９４０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１９８０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严东生

１９１８ ～

材料科学家 １９３５￣１９３８ 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１９８０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１９９４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何炳林

１９１８ ～ ２００７

陈茹玉

１９１９ ～

有机化学家 １９４２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１９８０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钮经义

１９２０ ～ １９９５

生物化学家 １９４２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１９８０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邹承鲁

１９２３ ～ ２００６

生物化学家 １９４５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１９８０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张滂

１９１７ ～

有机化学家 １９４２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１９９１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余国琮

１９２２ ～

化学工程学家 １９３９ 年入西南联大化学系学习。１９９１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谢毓元

１９２４ ～

药物化学家 １９４９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１９９１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黄培云

１９１７ ～

金属材料学家 １９３８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１９９４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朱永贝睿

１９２９ ～

核化学家 １９５１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１９９５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慰祖

１９３２ ～

精细化工学家 １９５０ 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１９９９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冀胜

１９３２ ～

药物化学家 １９５２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１９９９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黄春辉

１９３３ ～

无机化学家 １９５１ 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学习。２００１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高分子化学家 １９４２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１９８０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化工产业

为新中国化工产业培养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中国工业亟待发展。工程化

大学化学系邱勇教授领导的 ＯＬＥＤ（Ｏｒｇａｎｉｃ Ｌｉｇｈｔ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学、石油化工、核工业等领域人才十分匮乏。为适应祖国的

Ｄｉｓｐｌａｙ）， 即 有 机 发 光 显 示 器 项 目 组， 研 制 出 的 高 质 量

人才需求，１９４６ 年清华大学成立化学工程系，１９５０ 年率先设

ＯＬＥＤ 显示屏，被应用在出仓宇航员的宇航服上，为“神七”

置石油炼制专业，并于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成立石油工程系。１９５３ 年，

顺利完成任务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化工行业的发展离不开一

石油工程系迁出清华大学，在此基础上，国家建立了北京石

代代清华人殚精竭虑的付出，他们取得的成绩也充分展示了

油学院。在新中国石油工业大发展的英雄谱上，留下了一代

清华“顶天立地”方针——即一手抓学术水平，另一手解决

代清华人的身影。

国家应用需求——的成功。

１９６０ 年后，在汪家鼎、滕藤等教授的组织指导下，当时
的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结合辐射核燃料后处理，开展了铀钚
及裂变产物化学性质和萃取工艺、萃取设备方面的系统研究
工作。１９６８ 年，以工程化学系技术为基础设计的核燃料后处
理中间试验厂建成，使我国的后处理工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为我国核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清华大学的化学和化工教育专业
几经更名，但始终围绕祖国的需要，培养出大批化学化工人
才。１９８５ 年，清华大学化学系复建，工程化学系分为化学系
和化学工程系两个系，继续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成果转
化等方面为中国的化学化工事业贡献力量。
２００８ 年“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问天之时，由清华

配有 OLED 显示器的舱外航天服

制碱专家侯德榜
侯德榜是杰出的化工专家，我国重化学工

侯 德 榜（１８９０￣ｌ９７４）， 福 建 闽 侯 人。 化

业的开拓者。他突破氨碱法制碱技术的奥秘，

工专家。１９１２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留学，

主持建成亚洲第一座纯碱厂；他领导建成我国

１９２１ 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天津永利制

第一座兼产合成氨、硝酸、硫酸和硫酸铵的联

碱公司总工程师。１９４３ 年研制成功连续生产纯

合企业；他发明了震惊世界的联合制碱新工艺，

碱和氯化铵的联合制碱法（世人称为“侯氏制

以及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的新工

碱法”），引起国际学术界强烈反响。１９４４ 年

艺。他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和化学工业的发展

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科学博士。１９５５ 年当

做出了卓越贡献。

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揭开索尔维法的秘密
１９１７ 年，我国著名爱国科学家、实业家范旭东先生和陈

多世纪的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人生历程。

调甫等人在中国筹建第一家碱厂——永利碱厂。当时因世界

当时国际上盛行的是索尔维制碱法，但国外都采取严格

大战，国内所需碱无法进口，英国卜内门公司不仅垄断世界

的保密措施，不少人的探索都以失败告终。为了实现中国人

制碱技术，而且利用战争在华谋取暴利，许多以碱为生产原

自己制碱的梦想，揭开索尔维法生产的秘密，侯德榜把全部

料的民族工业被卡住了脖子。陈调甫找到还在哥伦比亚大学

身心都投入到研究和改进制碱工艺上。几年过去，他和大家

深造的侯德榜，希望他回到祖国，为民族工业贡献自己的聪

克服了无数困难，在 １９２３ 年建成碱厂并试车，于 １９２４ 年 ８

明才智。侯德榜听后十分振奋，当场慨然应允。１９２１ 年 １０ 月，

月 １３ 日正式投产，中国第一次生产出白皑皑的纯碱。１９２６

他回到国内，担任永利碱厂技师长兼制造部部长，开始半个

年 ６ 月 ２９ 日，碱厂终于生产出优质纯碱，日产 ３０ 吨，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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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碱厂

亚洲第一家，国际上第三十一家采用索尔维法制碱成功
的厂家。

名誉会员，成为世界制碱科学和纯碱生产工程的权威。面对
鲜花和掌声，侯德榜平静地说：
“我的一切发明都属于祖国！”

同年 ８ 月，侯德榜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的万

鉴于侯德榜在制碱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美国多次聘请

国博览会上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金质奖章，并被评价为“中

侯德榜出任制碱顾问，不仅提供优厚的工资待遇，而且答应

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此时此刻，立志科学报国的侯德

解决美国国籍。对此他一笑了之。抗战胜利后，范旭东不幸

榜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去逝，侯德榜继任永利公司总经理。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起，

侯德榜摸索出制碱法的奥秘后，并没有据为己有，而是

永利公司开始向国外输出制碱技术，侯德榜先后为南非、巴

公布于众，让世界共享这一科技成果。他把制碱法的全部技

西、印度等国设计、建造多家制碱厂。自鸦片战争以来，一

术和自己的实践经验写成专著《纯碱制造》，于 １９３３ 年在纽

向接受发达国家科技进口的中国，这时也能昂首挺胸向别国

约列入美国化学会丛书出版。这部化工巨著第一次彻底公开

进行技术服务了，侯德榜为中国争了气。

了索尔维法制碱的秘密，被世界各国化工界公认为制碱工业
的权威专著，并相继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对世界制碱工业的

发展祖国化肥工业

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美国著名化学家威尔逊称这本书是“中
国化学家对世界文明所作的重大贡献”。直到 ２００４ 年，书中
的观点还被美国科学引文索引（ＳＣＩ）引用。

新中国成立后，侯德榜担任了化工部副部长，亲自解决
了化工行业发展中的多项技术难题。
上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开始，新中国建设迫切需要化肥，

“侯氏制碱法”震惊世界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日寇强占了永利碱厂。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经过多年的摸索与实践，

侯德榜来到四川，由于当地盐价昂贵，用传统的索尔维法制

这项新工艺通过了技术关和经济关。之后，在全国各地迅速

碱成本太高，无法维持生产，为寻找适应条件的制碱工艺，

推广，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永利公司准备向德国购买新工艺——察安法的专利。范旭东

１９５９ 年，他又完成了科技巨著《制碱工学》，这部 ８０

和侯德榜赴德考察谈判时，德国提出产品不得销往“满洲国”

余万字的专著，阐述了有关纯碱和苛性碱制造中的理论和技

（当时东北三省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分裂祖国，成立

术，成为国际上制碱工业的经典巨作。

了“满洲国”）。面对这种辱国要求，范旭东和侯德榜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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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集中到氨加工品种选择这个关键问题上。侯德榜倡议用

“责任所在，拼命为之”，为发展我国化工事业，侯德榜

可遏：“东三省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当然要销售到那里去！”

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生产和领导工作中，在身体健康每况

从此，侯德榜决心自己研制新的制碱工艺和技术。

愈下的时候，仍念念不忘为化工产业操劳。１９７３ 年 １０ 月，

侯德榜带领技术人员进行了 ５００ 多次试验，分析了 ２０００

行动不便的侯德榜在家召集技术干部会议，讨论化肥和联碱

多个样品，于 １９４１ 年成功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制碱方法——

工业发展规划；１２ 月又抱病修改磷肥生产的书稿。当时，他

侯氏制碱法，使盐的利用率提高到 ９６％，而且将污染环境的

已不能执笔。他吃力地说：“我是马命，马是站着死的，只

废物转化为化肥——氯化铵，开创了世界制碱工业的新纪元。

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１９７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一代科技巨匠

侯德榜也因此被英国皇家化工学会和美国化学工程学会评为

侯德榜院士在京逝世，享年 ８４ 岁。

化工产业

石油赤子康世恩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面对所谓“中国贫油论”的影响，他在国内进行多次地质调查，相继发现
多处油田，实现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次突破。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他参与领导和直接指挥大庆石
油会战，为我国石油自给做出重要贡献。他就是“石油赤子”康世恩。
康世恩（１９１５￣１９９５），河北怀安人，１９３６ 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我
国工业战线杰出的领导人、新中国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之一。

献身新中国石油事业

从 １２ 万到 １．４５ 亿

石油是新中国化工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石油，中

襟怀坦荡的康世恩在任何情况下，始终把国家利益和组

国的工业发展将长期受制于人。为了实现新中国工业的腾飞，

织决议放在第一位。１９８１ 年康世恩重新兼任石油工业部部长

一代又一代建设者投入到新中国的石油事业中去。一部艰难

后，他与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经过反复论证，提出生产 １ 亿

创业史，几代拼搏奉献人，其中被誉为“石油赤子”的康世

吨原油的包干方案，得到国务院批准。康世恩和其他领导同

恩更是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位奠基人和开拓者。

志一起，精心组织实施这项政策，为扩大勘探和开发油田筹

解放初期，在旧中国石油工业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康世
恩领导恢复和发展玉门油矿生产，把玉门建设成为我国第一
个石油工业基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前半期，面对所谓“中国贫油论”的影响，

集了大量资金，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大大提高了石
油工业的生产和技术水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结合中国的工业发展现状，康世
恩特别强调要重视资源接替、勘探布局和资金战略。他提出

康世恩在国内进行了多次地质调查，相继在准噶尔盆地、四

石油工业发展的战略方针，应加强东部地区的勘探，充分挖

川盆地、松辽盆地和华北地区开展区域勘探，并发现了克拉

掘老油田潜力，使产量稳定增长；同时加快西部地区对外开

玛依油田，实现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次突破。

放，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尽快在勘探上取得突破。这些正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康世恩参与领导和直接指挥了大庆

确意见，对我国石油工业的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石油会战，为我国石油自给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油田开发

康世恩还为建立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倾注了心血，积极筹

和油气集输等方面独创了一套新技术、新工艺，使大庆油田

划和组织海洋石油对外开放，使海洋石油成为我国最早大规

的开发建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大庆油田的发现，不仅为国

模引进外资和对外开放的行业，迅速形成了一支技术先进、

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走

管理科学、装备精良、素质较高的海洋石油队伍，在海上石

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社会主义企业的道路。继

油勘探和油气田开发上取得重要成果，成为中国石油工业新

大庆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康世恩又先后组织指挥了沿渤

的生力军。

海湾地区的胜利、大港、辽河等几个油田的石油会战。他从

在百万石油职工的艰苦奋斗下，我国原油年产量从解放

这个地区特殊的地质结构出发，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提出了

时的 １２ 万吨发展到 １９９４ 年的 １．４５ 亿吨，这其中凝聚着康世

复式油气聚集带的科学概念及相应的技术方针，使我国石油

恩的胆略卓识和大量心血。

产量上了一个新台阶。在康世恩的带领下，１９７８ 年我国原油
产量达到１亿吨。

康世恩的一生，始终和石油联系在一起。他的名字，也
永远留在新中国石油化工产业的英雄谱上。

粉碎“四人帮”后，康世恩 １９７８ 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兼国家经委主任，继续为我国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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