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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月，国家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

提出开创更有质量、更高水平的教育对外开放新局面，标志着我国教育对外开放

事业开始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扩大”发展阶段，进入以“提质增效”为主要特征

的“做好”发展新阶段。 

2016 年是学校“十三五”规划和国际合作与交流“十三五”专项规划的开

局之年，学校贯彻落实国际化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各项工作的开

展。一年来，在学校领导的带领下，各部门、各学院（部、中心）积极开展各种

形式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有效促进了学校国际化发展，为学

校学生培养、学科专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纪实汇编了 2016 年我校各部门

和各学院（部、中心）在学校网站发布的开拓长期、稳定的国际合作伙伴、教师

学术交流及科研合作、高层次外籍专家引进、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海外学习交流

和留学生教育等各类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的新闻报道，并整理归类。希望通过本

纪实汇编，全面梳理和回顾我校 2016年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工作情况，总结经验，

分享成果。 

《若干意见》的颁布为我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提供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为我校国际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要求。让我们在学校领导的带领下，进

一步拓展国际视野，提升合作能级，积极迈入国际合作与交流发展新阶段。 

 

 

国际交流处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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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加拿大温莎大学加强全面战略合作 

 

3 月 4 日，加拿大温莎大学副校长 K.W. Michael Siu 博士、Diana Kao 博士等

一行来我校访问。校长夏建国、副校长鲁嘉华会见了代表团一行，双方就两校全

方位、多领域战略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国际交流处、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

处、机械工程学院、材料工程学院、汽车工程学院及管理学院相关负责人参加会

谈。鲁嘉华副校长主持会谈。 

夏建国校长对温莎大学代表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夏校长认为，中加两国的

友谊堪称国际关系中的友好典范，在此有利环境下，两校的全面战略合作必将顺

利推进。自 2012 年我校与温莎大学签署协议以来，两校开展的学生交流项目及

教师交流项目取得良好成效，为双方开展全面战略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两校的

学科专业相近，夏校长希望两校以需求为导向，有效推进双方间在教师交流、教

育与科研合作、产学合作等全方位、多领域的战略合作，为两校的人才培养与学

科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加拿大温莎大学副校长 K.W. Michael Siu 博士表示将积极推进两校的全面战

略合作，他认为，中加两国的友好关系为两校的交流提供了有利外部环境，温莎

大学将积极推动两校在工程领域的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项目，并将寻求在商科领

域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他希望双方未来的合作为两校师生间的交流搭建更多平

台，创造更多机会。 

当天下午，两校就机械工程学院、材料工程学院、汽车工程学院及管理学院

等学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行了专项探讨，并达成了相关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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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举行合作项目协议签约仪式 

 

9 月 17 日，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执行副校长及教务长 Kenneth 一行来我

校访问。校长夏建国、副校长鲁嘉华接待了来访的客人，并出席两校合作项目协

议签约仪式。参加此次签约仪式的还有校长办公室、国际交流处、教务处、电子

电气工程学院相关负责人。 

夏校长首先对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副校长 Kenneth 一行的来访表示热烈

欢迎。夏校长希望两校的合作能够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不断扩大与深化两

校师生的合作交流，建立两校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夏校长期待“2+2”等合

作项目协议的签署将为我校师生引进优质的海外资源，搭建良好的海外交流平

台，不断造福我校师生。两校合作项目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美两校合作的良好开

端，希望两校的合作不断聚焦，在此基础上不断充实合作领域与合作内容，逐步

深化两校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副校长 Kenneth 对我校的热情接待表示由衷的感谢。

副校长 Kenneth 表示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希望与我校一道努力，促进两校更多师生

的互访学习，促进两校合作的长足发展。 

来访期间，副校长 Kenneth 一行在鲁嘉华副校长的陪同下参观了我校物联网

实验室、汽车创新实验室、轨道模拟实验室等，客人对我校的智能汽车、汽车方

程式设计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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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协议书 

 

4 月 21 日，我校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签署《两校教育与科

研合作协议书》。 

此次签约仪式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会议中心进行，我校副校长鲁嘉华教授与俄

罗斯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副校长阿·伊·博罗夫科夫教授代表双方签署了

该协议。国际交流处处长钱慧敏、科研处副处长王大中等出席了本次签约仪式。

此外，来自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也在本次签约仪

式中与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书。 

签约仪式上，俄方校长安·伊·鲁茨科伊、副校长阿·伊·博罗夫科夫、俄

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馆代表等分别发表了致辞，一致对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

学与中方校企的合作表达了美好的祝愿与期许。俄罗斯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

学校长安·伊·鲁茨科伊表示俄罗斯与中国一直保持良好合作伙伴关系，相信该

校与中方校企的强强联合，必将获得辉煌成果。 

俄罗斯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始建于 1899 年，为俄罗斯顶级理工科大

学。学校下设 13 个学院，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汽车、航空宇宙、能源与核工程、

物理等方面。该校强势学科为机械、经管、建筑、计算机、电力、自动化控制、

国际关系。学校在俄罗斯理工类高校排名第 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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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航天航空大学校长一行访问我校 

 

 9 月 29 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航天航空大学校长 Yulia. A. Antokhina 一

行来我校访问，副校长史健勇接待了来访的客人。参加会谈的还有国际交流处、

航空运输学院（飞行学院）相关负责人。 

史健勇副校长首先对 Yulia A. Antokhina 校长一行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

向客人介绍了我校的办学理念、发展战略、学科特色等情况。他谈到，中俄两国

均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航天航空大学与我校在办学理念、

产学研等方面彼此相似，奠定了两校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基础。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航天航空大学 Yulia A. Antokhina 校长对我校的热情接

待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并对我校办学特色与发展战略给予高度评价。Yulia A. 

Antokhina 校长表示学校与中国高校的合作已达数十年，有着丰富的合作经验，

非常期待与我校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会议期间，双方就两校教师学术交流、学生交流与合作教育项目、科研合作

等事宜进行了热烈探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航天航空大学 Yulia A. Antokhina

校长还参观了航空飞行学院模拟驾驶实验室、客舱模拟实验室等。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航天航空大学创建于 1941 年。学校现有约 13000 名学

生，开设本科、硕士和博士课程。目前该校已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该校是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

育监管网认可的俄罗斯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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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坎布里亚大学校长代表团一行来访 

  

4 月 21 日，英国坎布里亚大学校长 Peter Strike 代表团一行来我校访问。夏

建国校长、史健勇副校长在行政楼 208 会议室与客人进行了亲切会谈。参加此次

会谈的还有国际交流处、学生处、艺术设计学院相关负责人。 

夏建国校长热烈欢迎英国坎布里亚大学校长 Peter  Strike 一行，双方就两校

的交流与合作进行了磋商。夏建国校长回顾了两校合作与交流成果，谈到两校协

议签署以来，双方开展了高层互访、师生交流及暑期产学合作项目,均取得良好

效果。我校将进一步推动双方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在继续支持两校已开展项目的

基础上，进一步在艺术设计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学生交流，教师互访项目，本着

互利共赢原则，为两校教师的发展、学生的成长搭建良好平台。 

英国坎布里亚大学校长 Peter Strike 感谢我校的热情接。Peter Strike 校长表示

该校重视与我校的友好合作关系，希望与我校共同推动双方间的合作与交流，在

暑期产学合作项目的基础上，推进两校学生间的本、硕教育合作项目，进一步开

展教师间的交流，为两校师生间的交流创造更多机会。 

来访期间，英国坎布里亚大学校长一行还参观了我校校园，美丽的校园给代

表团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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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九州产业大学校长一行来我校访问 

 

7 月 11 日，日本九州产业大学校长山本盤男一行来我校访问。校长夏建国、

副校长鲁嘉华接待了来访的客人。国际交流处、艺术设计学院相关负责人参加了

双方的会谈。 

夏建国校长首先代表全校师生对九州产业大学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夏校长对 21 年来为两校交流与合作做出贡献的师生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在传承

两校合作友谊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巩固现有艺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双方学术交流机制，通过共同举办学术论坛及学术报告会

等形式，使师生收益更多，使两校合作内容更丰富。夏校长同时希望双方奠定的

良好合作关系从艺术学院的全面交流拓展到学校的其他领域，实现全面合作、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和互惠互利，不断造福两校师生。 

日本九州产业大学校长山本盤男感谢我校的热情接待。山本盤男校长珍惜两

校 21 年来的友好合作关系，表示两校的交流与合作得益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

大力支持与积极推进，九州产业大学将会继续认真做好两校的交流与合作，为两

校的持续发展做出努力。 

来访期间，代表团参观了我校汽车创新实验室、轨道模拟驾驶实验室、艺术

学院学生作品、摄影棚、暗房等，学校良好的实验设备及优秀作品获得代表团的

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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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波莫那州立理工大学教务长一行访问我校 

  

10 月 29 日，美国加州波莫那州立理工大学教务长兼学术事务副校长 Sylvia 

Alva 女士一行来我校访问，副校长鲁嘉华在长宁校区会议室接待了来访的客人。

参加会谈的还有国际交流处、教务处、学生处相关负责人。 

鲁嘉华副校长首先对 Sylvia Alva 教务长兼学术事务副校长一行的来访表示

热烈欢迎，并向客人介绍了我校的办学理念、发展战略与学科特色等情况。鲁嘉

华副校长指出，我校是中国第一所实施产学合作教育的高校,历经三十余年的产

学合作实践,已形成了学校独具特色的教学模式，学校的产学合作教育水平在国

内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 

Sylvia Alva 教务长兼学术事务副校长对我校的热情接待表示了的感谢，并表

示加州波莫那州立理工大学强调“知行合一”，与我校在办学理念、办学模式上

具有很高的相似性，两校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能与我校建立长期、友好的

合作。会谈期间，双方就教师间的学术交流、教师专业发展培训项目、学生交流、

海外名师等项目进行了探讨，并初步就签署两校师生交流协议达成一致。 

美国加州波莫那州立理工大学是隶属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的一所公立大

学。该校始建于 1938 年，坐落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郡的波莫纳市。学校

下设 8 大学院及 1 个延展教育学院，提供本科及研究生课程，工程学院及酒店管

理学院相关专业在全美排名前列。该校是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监管网

认可的美国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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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副校长一行来访 

9 月 9 日，英国利

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

副 校 长 Edward 

Harcourt 一行 6 人来我

校访问。鲁嘉华副校长

在行政楼 208 会议室接

待了来访的客人，双方

就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及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事宜展开了具体探讨。参加会谈

的还有国际交流处、教务处、研究生处、学生处、机械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及艺

术设计学院等负责人。 

鲁嘉华副校长热烈欢迎英国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副校长一行的来访，详细

介绍了我校的办学理念与特色、学校三大发展战略及学科专业设置。鲁嘉华副校

长谈到两校在学科发展、专业特色方面具有相似性，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当前

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两校应加强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推进两校间的师生交

流项目。会谈中，机械工程学院、管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及学生处等相关负责

人简要介绍了专业设置及合作设想。 

英国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副校长 Edward  Harcourt 感谢鲁嘉华副校长一

行的热情接待，谈到利物浦与上海已结为姐妹城市，上海是该校国际化发展战略

中的重点，希望能与我校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积极开展双方教师间的科研、学术

交流，促进两校学生交流项目。英国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Dhiya 

Al-Jumeily 介绍了该校工程学院学科构成及强势专业，商学院课程负责人 Alastair 

Balchin 也就与我校的合作进行了简要介绍。 

来访期间，英国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代表团一行参观了我校汽车工程创新

实验室及艺术设计学院毕业学生作品展，代表团成员对我校学生的创新能力、工

匠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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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卡尔斯鲁厄应用科技大学副校长一行来访我校 

 

3 月 8 日，德国卡尔斯鲁厄应用科技大学副校长 Dieter H?pfel 代表团一行来

我校访问。鲁嘉华副校长在行政楼 302 会议室会见了客人，双方就两校间开展教

育合作与交流事宜进行了深入会谈。国际交流处、机械工程学院、管理学院、汽

车工程学院及工程实训中心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谈。 

鲁嘉华副校长对代表团一行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谈到德国作为高度工业化

国家，德国工业 4.0 在全球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全球将进入以智能制造为核心

的智能经济时代。德国工程教育多元化体系完善，值得我校借鉴。作为工程人才

培养的高等教育机构，我校一直推进、加强与德国高校在工程教育领域的交流，

希望在不断借鉴经验的基础上，有效提升我校工程教育质量。会谈中，与会学院

向德国代表团介绍了各自所在学院的专业设置及科研情况。双方就两校在工程领

域及商科领域的学生交流与教育合作项目进行了具体商议。 

德国卡尔斯鲁厄应用科技大学副校长 Dieter  H?pfel 介绍了该校专业特色、

学科领域及国际交流情况，学校将积极推进双方在工程教育、管理领域等的教师

交流与学生交流项目，为两校师生交流互访提供更多的机会。当天下午，两校就

管理学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行了具体探讨，并达成了相关共识。副校长一行参

加了我校 2016 海外交流项目推介活动。该校国际交流处处长 Joachim Lembach

向我校学生进行了宣讲。来访期间，代表团一行还参观了我校特色实验室，代表

团高度赞赏学校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所提供的良好设施设备，也对我校美丽的校

园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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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副校长一行来访 

  

3 月 22 日上午,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副校长 Linda Taylor 一行来我校访问。

副校长鲁嘉华在行政楼 208 会议室会见了客人。双方就两校建立国际交流与合作

关系、两校开展教师交流与学生交流项目进行了深入沟通与探讨，并达成了共识。

国际交流处、研究生处、电子电气工程学院相关负责人参与了会谈。 

鲁嘉华副校长首先对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副校长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客

人介绍了我校办学理念与学科特色，谈到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相对完

善并受到好评。“十三五”期间，国际化发展战略成为学校发展的三大战略之一，

学校将积极拓展与海外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动教育国际化水平。会

谈中，双方就推进两校在学术、科研及学生互访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行了探讨。

电子电气工程学院负责人介绍了学院情况，并就具体师生交流、合作科研项目进

行了沟通。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副校长 Linda Taylor 感谢我校的热情接待，介绍了该校

发展历史、学科设置及国际交流等，强调两校在专业设置方面具有诸多相似性，

我校的校园及实验设备为其留下深刻印象，希望能与我校尽快建立国际交流与合

作关系，推动两校间教师交流与学生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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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歇根大学 Jamil 教授访问化学化工学院洽谈合作事宜 

 

4 月 2 日上午，东密歇根大学涂料研

究所主任 Jamil 教授访问化学化工学

院，洽谈双方合作事宜，重点就学生

海外学分互认项目进行交流。院长徐

菁利、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系主任

王继虎、学院国际交流秘书曾玲玲等

参加了本次合作洽谈交流会。 

会上，徐菁利院长代表学院对 Jamil 教授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回顾了

双方自 2012 年以来在教学、科研、研究生培养等领域取得的合作成果，对他在

过去几年的时间里为推动我院与东密歇根大学工学院的合作所付出的努力表示

非常感谢。 

随后，双方就学生海外学分互认项目的实施方案展开了深入探讨。双方初步

达成以下合作意向：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每年可推荐 12 名左右优秀

学生，大三学年在东密歇根大学工学院修读学分；东密歇根大学工学院为选送的

学生提供一定的学费优惠，并于学生完成学分后出具成绩单。 

Jamil 教授是美国东密西根大学涂料研究中心主任，美国资深涂料专家，美

国涂料工业协会主席，欧洲涂料工业协会的主席，有着丰富的涂料实践经验，研

究领域包括涂料、胶粘剂、聚合物复合材料等。多次受邀在美国化学学会年会上

进行涂料方向的专题报告。与世界著名企业如 3M，Delphi 等六十余家企业进行

过技术合作。发明专利 80 多项，会议论文 10 余篇，期刊论文 20 多篇，专业书

籍 10 本。先后获得美国涂料工业协会工业涂料突出贡献奖、苔丝涂料奖、美国

化学学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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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九州产业大学名誉教授访问艺术设计学院 

 

6 月 14 日，日本九州产业大学名誉教授小河修次先生来艺术学院访问，艺

术设计学院院长高瞩、党总支书记许传宏接见了小河修次先生。 

此次艺术设计学院邀请小河修次教授前来参加摄影专业的毕业生答辩评审

工作。在答辩会上，小河教授面对每一个学生的作品都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和观点。

并对今年学生的毕业设计作品提出了高度的评价：“学生在导师的精心指导和自

我努力下，充分体现了四年所学的专业知识，作品很好的体现了学生的自我特

色”。 

小河修次教授还为摄影专业三年级学生进行了关于《毕业设计选题与创作》

的专题讲座，他挑选了本届毕业生的部分作品，通过对该作品在毕业设计选题的

合理性和创作时拍摄方法——位置、角度、距离等技术指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

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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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学院与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院矿物资源部举行揭牌仪式 

 

12 月 16 日，机械工程学院与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院（CSIRO）矿

物资源部“国际合作实验室”揭牌仪式在行政楼 1208 会议室举行。姚秀平副校

长接见了研究院矿物资源部首席研究员 William Yang 博士，并出席揭牌仪式。国

际交流处处长钱惠敏、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潘颖、党委副书记王东阳出席会议，

会议由机械工程学院党委书记茅红柳主持。 

姚秀平副校长指出，国际化发展与交流作为学校三大战略之一，得到了学校

高度重视和学院的大力支持。近年来，机械工程学院在建立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营造国际化氛围等方面一直寻求新的突破。希望通过这个“国际合作实验室”国

际平台的搭建，进一步加强教师之间的互访、交流，不断提高教学科研水平。进

一步推进学生的交换，让学生通过海外学习课程不断开拓视野，具有更强的创新

能力和竞争力。联合开展科研项目，申报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合作）等项目，

从而将我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提升新的台阶。 

William Yang 博士感谢姚秀平副校长热情接待，并谈到机械工程学院与澳大

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院矿物资源部交流与合作有良好的历史，双方非常重视

在工程教育领域里的教师与学生交流项目，希望为两校师生交流互访提供更多的

机会。会后，William Yang 博士和与会领导还实地参观了“国际合作实验室”，

并高度赞赏学校为科研、教学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所提供的良好设施设备，对我

校美丽的校园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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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圣光机大学 Bobtsov 教授等来电子电气工程学院访问 

 

2 月 26 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信息技术、机械与光学大学（圣光机大学）

计算机技术与控制学院院长 Alexey A.Bobtsov 教授、Sergey A. Chepinskiy 教授来

电子电气工程学院访问。国际交流处相关领导和学院领导进行了接待并随后在行

政楼 912 召开了会议。国际交流处钱慧敏处长、张宇清副处长，学院院长方志军，

副院长张莉萍、曾国辉及计算机系、自动化系、电子信息系系主任和部分老师参

加了会议。 

在会谈中，Bobtsov 教授和方志军教授分别简要介绍了各自学院的情况，包

括学院的科研团队及研究领域、研究进展及发表论文情况、学院硕博点，尤其是

学生参与科研和竞赛、教师进行产学合作的情况。然后，双方院长及教师对今后

在学生暑期海外学习、硕士联合培养、推荐学生攻读博士、中俄学术交流、建立

联合实验室等方面的合作事宜，尤其是机器人学、智慧城市等科研领域的交流合

作进行了讨论交流，最后方志军院长邀请圣光机大学参与并安排相关教授参加由

学院承办的 ISITC2016 国际会议。 

据悉，圣光机大学是俄罗斯久负盛名的顶尖大学，尤其是在信息技术与光学

技术领域。该校建立于 1900 年，为培养精密机械与光学领域之专业人才所建立

的 5 年制教育学校。该大学为一所专业设置较为广泛且专门培育工程师之科技大

学，并在科技工程之许多领域常年居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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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蔚山大学李恩淑教授来访服装学院 

 

3 月 18 日上午，韩国蔚山大学服装专业李恩淑教授与韩国乐天百货管理人

员以及韩国蔚山大学服装学院 9 名学生一起到访服装学院。服装学院党委书记袁

蓉老师、副院长胡越老师以及服装工程系主任宋晓霞老师、服装艺术系主任徐蓉

蓉老师陪同参观服装学院。双方在艺术楼 A218 会议室进行了交流，袁书记介绍

了服装学院的情况，并对于双方合作表示认同，并希望能进一步深入合作。基于

2014 年中韩青少年足球服的静动态展，以及 2015 年中韩大学生毕业设计作品展

（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项目），都取得良好效果，学院将于今年 3 月底由老师和

学生带学院学生作品到韩国参展。李恩淑教授也希望能与学院有更深入的合作。

最后环节是学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两校学生的交流从学习专业课程、学习方法

到课余活动的安排，气氛十分活跃。此次交流活动不仅使双方的合作得以持续，

随着交流次数的增多，两院之间的合作关系更加紧密，拓宽了服装设计与工程、

服装与服饰专业在科研、教学等方面的国际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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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九州产业大学师生来访艺术设计学院 

 

作为艺术设计学院国际产学合作交流项目（日本九州产业大学）内容之一，

9 月 5 日至 9 日，由该校艺术学院名誉教授小河修次、艺术学院摄影系主任百濑

俊哉教授、荒卷大树教师一行，带领 8 位学生来到上海与我院学生进行交流互动。 

在抵达上海后的第二天，日本师生一行就来到了松江校区进行参观。艺术学

院院长高瞩、副院长李光安以及教师代表进行了接待。双方就两校间在国际交流

与合作的内容与形式上互相发表了新的观点与建议，希望能够保持这样的交流平

台，并逐步扩大交流领域（学科方向）与范围，同时让更多的年轻教师一起参与

到这样的活动中来。日本学生则在我院学生的陪同下参观了艺术学院的实验室，

并在校园里进行了摄影创作。学校优美的环境给日方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访问期间，学院还安排了日本师生前往有陈烈生教授领衔的上海越唐设计

系统管理机构进行访问，了解目前国内在设计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和研发成果。

日本学生在中国学生的陪同下还游览了朱家角，感受江南水乡风情；游览了豫园，

感受老上海的风味；游览了上海博物馆，了解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并创作了

非常多的摄影作品。 

为期 5 天的交流访问虽然短暂，但中日两校学生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双方

均希望这样的交流访问能够持续发展并做的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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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班戈大学国际交流处代表访问基础教学学院 

5 月 11 日下午，英国班戈大学（Bangor University）国际交流处代表 Karen 

Jones 女士和该校中方代表郑天慷先生访问基础教学学院，洽谈合作交流事宜。

院长张子厚、书记王勤、副院长刘晓民、学院国际交流秘书李欣等参加了本次合

作交流会谈。 

会谈中，张子厚院长对班戈大学国际交流处代表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介绍

了学院积极实施学校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具体措施，询问了班戈大学的学科设置，

尤其是与基础教学学院的数学、物理和外语等学科相关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情

况。刘晓民副院长介绍了基础教学学院的概况，以及外语学科的发展阶段和前景。

王勤书记与 Karen Jones 女士深入探讨了学院与班戈大学有可能建立的多种合作

模式。Karen Jones 女士和郑天慷先生特别介绍了班戈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的英

国文学系的教学情况，以及 MA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研究硕士）课程，并询

问了我校外语学科的发展规划。 

在国际交流处的支持下，学院与班戈大学国际交流处代表一行进行了有效的

会谈。双方均表示非常希望建立正式的合作交流关系，促成双方深度融合，推进

开展教师互访、学术研讨、共同研究、学生交换等工作。 

会后，班戈大学的代表在基础学院老师的陪同下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校园，对

我校有特色的校园建筑和美好的校园环境赞叹不已，并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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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南安普顿索伦特大学院长一行访问艺术设计学院 

 

5 月 31 日上午，英国南安普顿索伦特大学媒体艺术设计与技术学院院长 Paul 

Marchbank 一行来艺术设计学院参观交流，艺术设计学院院长高瞩、党总支书记

许传宏、副院长李光安和刘珂艳进行了接待。 

艺术设计学院高瞩院长代表学院对 Paul Marchbank 一行的来访表示热烈欢

迎，并就学院概况、专业设置、科研情况、国际化办学、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

详细介绍。高瞩院长表示欧洲是艺术的发源地，具有浓厚的艺术气息，期望南安

普顿索伦特大学能够与我校有更多合作项目。许传宏书记也表示，学院曾在 2009

年与该校进行过暑期学生夏令营项目，期望今后在人才培养、专业交流以及项目

合作上与南安普顿索伦特大学有更加深入的合作。 

英国南安普顿索伦特大学媒体艺术设计与技术学院院长 Paul Marchbank 就

南安普顿索伦特大学的历史概况、专业设置以及专业特色和定位做了详细介绍。

同时 Paul 也表示，希望通过此次的会面能够建立起良好的合作氛围，不仅推动

学生层面的交流也希望能够建立起双方教师之间的访问、科研项目等国际合作。 

会谈结束以后，Paul Marchbank 教授为学生做了“创意艺术发展与展望”的

主题讲座，向学生介绍了英国在创意艺术领域发展的概况，并就媒体在艺术发展

中起到的作用以及为何要去学习媒体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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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哈姆斯塔德大学代表团一行来校交流 

 

   10 月 24 日下午， 瑞典哈姆斯塔德大学国际高级战略顾问 Ulf 先生率团来我

学院，就电子中心建设和国际教育合作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电子电气工程学院

邓琛副院长、陈宇晨教授等会见代表团一行。 

会上，邓琛教授、陈宇晨教授代表学院对哈姆斯塔德大学代表团一行表示欢

迎，并简要介绍了目前电子中心的筹备情况，针对研究方向、运作管理和设备购

置等合作细节进行充分热烈地讨论和初步规划。滕旭东老师和张娟老师分别介绍

电子电气工程学院基本概况和最新科研学术成果。哈姆斯塔德大学的 Pererik 博

士展示在无线传感器设计和电磁计算等领域取得的研究进展。 

哈姆斯塔大学国际交流处 Ditte 女士介绍了国际教育合作新的教学模式以及

硕士和博士高层次联合培养计划，并着重介绍仅针对合作院校开设的暑期课程，

该课程学习时间为两周，教学形式为课程学习和参观实习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

合，能在短时间内初步了解本领域国际主流的研究内容和科技应用水平，课程结

束经考核通过后可获得 6 个学分。 

为了促进两校教师广泛和有效地学术和科研交流，邓琛副院长邀请哈姆斯塔

德大学相关学科教师到学校来参与教学工作，代表团长 Ulf 先生欣然答应，同时

提出可以通过学术论文交换，Workshop 研讨和远程教学等方式来展开先期的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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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 Paul 教授到访艺术设计学院 

 

11 月 11 日上午，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艺术创意产业学院 Paul 教授到访艺

术设计学院。学院党总支书记许传宏、副院长李光安以及国际交流处相关负责人

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期间，许传宏书记首先对 Paul 教授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他介绍说，

在艺术设计学院不足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学科门类不断完善，现有工业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会展与环境设计等 8 个专业。在院本科生 1300 名，研究生 85

名，教师 81 人。学院秉承“艺工并举，产教融合”的办学特色，定位于着力培

养现代化应用创新设计人才。同时，国际办学一直以来是艺术设计学院发展的特

色之一，也是未来学院改革和推进的重点之一。在过去几年中，学院陆续同日本

九州产业大学、英国坎布里亚大学等海外高校有过较为密切地合作，也希望与龙

比亚大学在本硕博三个层次上探索师生双路径的交流访问、作品展览和培养模

式。 

Paul 教授说，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与欧美澳等海外高校有着较为长久的合

作历史，与中国高校也有合作经验。同时认为两院专业与相关课程比较类似，尤

其在产品与模型制作等专业，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条件。无论是“1+1+1”模

式还是“2+2”，长短学期和暑期夏令营以及学术研究合作方面，都可以较为广泛

地合作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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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团队来学院交流 

日前，应我校副校长史健勇教授邀请，英国纽卡斯尔大学 NewRail 轨道研究

中心主任 Mark Robinson 教授率代表团对城市轨道交通学院进行访问。学院院长

柴晓冬教授、书记刘牧众副教授、副院长刘志钢教授、副院长方宇教授、院长助

理郑树彬副教授和我院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检测与评估服务中心首席研究员、客座

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刘玥教授等代表城市轨道交通学院进行了

交流。 

Mark Robinson 教授首先对纽卡斯尔大学和 NewRail 轨道研究中心进行了介

绍，其所带领和开展的轨道交通科研项目在欧洲得到了广泛认可。在随后的交流

中，双方巩固了针对硕士生联合培养协议，探讨了博士生联合培养初步方案，并

围绕四点内容进行了教学和科研交流：大型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节能管理、轨道

交通系统温度控制、客流拥堵的控制及防范和大客流紧急疏散。柴晓冬院长欢迎

NewRail 轨道研究中心代表团的到访，并从战略高度对进一步合作进行了肯定。

由刘志钢副院长提出的共同建设国际化平台的建议受到了双方一致认可。

NewRail 轨道研究中心代表团对城市轨道交通学院所开展的科研和教学活动表

示出了强烈的兴趣。此次交流在热烈的讨论中愉快结束，讨论的内容给双方今后

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新思路和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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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学院与 UWM 召开培养双硕士学位研讨会 

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WM)是威斯康星州规模排名第二的大学，是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体系中两所可授予博士学位的综合研究型大学之一，是美国一

所著名的综合研究型公立大学，在美国它经常被视为公立的常青藤。 

2015 年 9 月以来，我院与 UWM 交通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交流中心主任刘

玥就双方联合培养双硕士学位研究生项目开展了多次交流与沟通，目前已进入最

后签约阶段。2016 年 6 月 28 日，我院和刘玥主任再次就双方联合培养双学位硕

士研究生项目具体实施要点召开了研讨会，我院柴晓冬院长、刘牧众书记、刘志

钢副院长和全体硕士生导师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始时，刘志钢副院长介绍了该项目的背景和前期推进工作。接着柴晓

冬院长总结了该项目在实施我院国际化发展战略进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他指出

该项目对于提升我院硕士点平台建设高度及吸引力将起到重要作用。在此之后，

UWM 刘玥主任详细介绍了该项目在入学条件、学分互认、培养模式、学分要求、

费用优惠政策等。最后，全体参会人员就项目未来实施过程中的可能存在的问题

或实施要点进行了热烈的研讨。 

UWM 刘玥主任在会议上，对硕士生导师们所关心的学生未来专业选择、如

何确保学生在国外修完学分后回国、毕业论文环节如何开展、如何确保学生毕业

考核指标顺利完成等问题，展开了一一解答，双方一致性同意从 2017 年 9 月开

始实施第一批次双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拉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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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辛基大学 Juha M Alho 教授访问社会科学学院 

 

6 月 1 日，赫尔辛基大学社会统计学系教授 Juha M Alho 博士访问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并在社会科学学院进行了学术交流。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史健勇副校长接

待了 Alho 教授，双方就各自目前的研究重点和未来的合作领域进行深入交谈，

涉及人口、能源和社会保障等领域。Alho 教授在交谈中明确表明：中国是人口

大国，中国的人口问题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史健勇副校长则表示希望 Alho

教授及其研究团队能与我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加强交流合作，推进我校相关研

究领域科研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6 月 1 日下午，Alho 教授给社会科学学院教师、研究生带来了主题为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rend of Social Statistical Methods 的讲座此次讲座内涵

丰富，涉及国际最前沿的交叉学科。Alho 教授的讲座内容详实、思想深刻，涉

及统计学、人口学、社会学、宏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

体现了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的特色与创新。讲座内容不仅包含人口学的理论方法

模型，还包括 Alho 教授自己的若干研究成果，为便于听众理解，Alho 教授还现

场对一些重要模型进行了板书推算。在讲座的最后一个环节，参加讲座的教师就

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及其他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提问，并与 Alho 教授进行了互

动交流。 

经过此次交流活动，Alho 教授对我校整体以及社会科学学院的科研情况有

了一个较为细致的了解，参与学术交流活动的师生也从 Alho 教授那里了解到了

人口、社会保障等多个学科的前沿研究议题及科研方法，这必将为赫尔辛基大学

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在未来开展深入合作与交流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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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处举行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例会   

 

5 月 31 日上午，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例会在行政楼 506 会议室举行。副校

长鲁嘉华、国际交流处、各学院（部、中心）分管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院长（主

任）及工作秘书等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鲁嘉华副校长在工作例会上指出，作为学校三大发展战略之一，国际化战略

对于学生、教师、教学及学科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学院（部、中心）

要高度重视和努力推进国际化工作，通过合作引进国外院校优质资源，将国际合

作与学院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及学科发展相结合，打造与国际接轨的教学及科

研队伍。他同时对各学院（部、中心）进一步推进学校国际化发展提出了三点要

求：第一，积极推动教师赴海外开展教学与学术的交流合作，提高教师国际交流

的能力；鼓励学生赴海外交流学习，拓展学生国际视野。第二，加强留学生教育

及管理工作，针对留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学习难点多加关心、引导，完善在校留学

生的管理流程，营造校园国际化氛围。第三，努力发展和建设全英文课程，提升

教学质量及能力，同时也为学校吸引更多优秀留学生创造良好的条件。 

工作例会上，国际交流处处长钱慧敏就今年 1 至 5 月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总体

情况向与会人员做了介绍，并按照学校“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及学校国际

交流与合作“十三五”专项发展规划的目标要求介绍了学院（部、中心）今后国

际交流与合作发展的目标及方向。国际交流处张宇清副处长、张忠魁副处长分别

就下半年国际交流与合作和留学生工作的相关计划及安排，以及教师因公出国

（境）、外籍教师管理、学生海外学习交流、中外合作办学和港澳台学生管理等

方面的相关政策及工作计划向与会人员做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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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处召开本学期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会议 

 

11 月 29 日下午，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会议在行政楼 506 会议室举行。副校

长鲁嘉华、国际交流处、各学院（部、中心）分管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院长（主

任）及工作秘书等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鲁嘉华副校长在会上指出，国际化发展战略作为学校三大发展战略之一，得

到了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各学院（部、中心）的大力贯彻实施，学校各项国际

交流与合作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为学校教学评估、科研水平提升、学科专业

发展和学生培养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他对学院（部、中心）下一阶段

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盘活存量。重点发挥学院（部、

中心）的办学主体作用，开拓创新、集思广益，进一步做好、做强已开展的各类

国际合作项目，更好地发挥国际合作对学院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二，拓展增量。

进一步开拓新的长期稳定国际合作伙伴，增加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项

目数量，为学校科研、教学及师生交流提供长期稳定的国际合作渠道。第三，强

化管理。进一步加强学院（部、中心）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的统筹规划和组织管

理，做到有规划、有特色、有重点和可持续。 

会上，国际交流处钱慧敏处长总结了我校 2016 年度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概

况，并介绍了近期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工作重点和设想。她提到，在学校领导的高

度重视和各学院（部、中心）、各职能处室的大力支持下，我校 2016 年度国际交

流与合作工作有了新进展和新亮点，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下一年度将在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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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国际合作伙伴开拓、国际化氛围建设和管理体制和制度建设上寻求新的突

破。随后，国际交流处张忠魁副处长就教师因公出国（境）、外籍教师管理、学

生海外学习交流、中外合作办学、港澳台学生管理向与会人员做了汇报。国际交

流处张宇清副处长就长期稳定合作伙伴、国际交流与合作协议、外事接待和留学

生管理向与会人员作作了汇报。 

此次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会议总结了学校 2016 年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明

确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各项工作要求，为下一步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的有效推进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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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外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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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大学黄正能教授开展主题研讨 

 

10 月 21 日下午，在行政楼 912 会议室，我院上海市“海外名师”、美国华

盛顿大学黄正能教授，以“无人机平台”为主题，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

研讨会。研讨会由电气学院吴飞教授主持，学院相关教师及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此

次会议。 

在会议中，吴飞教授首先介绍了在无人机平台上的工作设想，着重讲解了以

节能为导向，无人机在航拍、导航和图拼三个方面的应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

并通过实际背景需求、现有技术的支持来说明其可行性。随后，黄正能教授对无

人机的上述三个内容一一解释了可能遇到的技术难题及相应对策，给出了在航拍

图传节能方面考虑压缩技术、导航无 GPS 时根据已知坐标来校正当前位置等研

究点，引出了对于科学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思考，在场的老师

及同学纷纷参与讨论。 

最后，我院石蕴玉老师、张玉金老师分别汇报了研究课题，黄教授以其自身

前沿的学术思想和渊博的知识，对相关研究内容提出了新的思路设想。整场报告

形式生动活泼，内容丰富有深度，让在场师生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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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海外名师李鹿辉教授来我校作学术讲座 

 

应机械工程学院邀请，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上海海外名师李鹿辉教授于

10 月 24 日下午来我校作了“探索生物运动的奥秘—水上行走的水黾”学术讲座。

讲座由潘颖副院长主持，机械学院部分教师和研究生一起聆听了讲座。 

李鹿辉教授现任日本山形大学工学部机械系统工程系流体热能工程讲座主

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西北工业大学动力与能源

学院讲座教授。作为机械工程学院的海外名师，李教授与学院一直保持着稳定的

合作关系。近年来，他从学术讲座、开设研究生选修课、指导青年教师科研、接

收学生产学研访问以及申请国际联合实验室等方面与学院开展了密切的合作。 

讲座中，李教授介绍了其在仿生流体力学、旋涡流动控制、多维小波变换的

应用、多尺度湍流流场的解析、多相流、气力输送、流体-固体耦合、可視化测

试技術等前沿领域的研究情况。重点以水黾为研究对象，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水上

行走的水黾由涡旋所产生的推力的机理及其测量方法，并对水黾的运动效率进行

了评价。讲座形象生动，引起了老师和同学的极大兴趣。最后，机械学院师生积

极发问，与李教授进行了相关问题的探讨。 

李教授的讲座不仅让师生们了解的在流体动力领域相关的学科前沿知识，也

为大家的科研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使学院师生收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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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级“海外名师”与工程力学部教师教学研讨 

6 月 23 日下午，2016 校级“海外名师”获得者、来自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

学的赵永力副教授与我校机械工程学院工程力学部全体教师一起进行力学教学

研讨活动。研讨会由工程力学部主任曹丽杰老师主持，机械工程学院潘颖副院长

参加研讨活动。 

赵永力副教授学科背景丰富，既具有机械工程背景，又有材料科学及流体力

学背景。这使她在机械设计、材料科学、流体力学分析和机械制造领域具有扎实

的基础和卓越成就。她在美国为许多企业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具有丰富的科研实

践能力。赵教授详细介绍了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机械系在工程力学方面开设的

静力学、动力学等课程教学情况，课堂教学设计、以及这些力学课程与后续课程

之间的前序后导关系，同时他还与大家一起与大家一起分享了她在美国从事力学

教学的经验与感悟，同时她还就他们学校 ABET 认证方面的情况作了介绍，整

个教学研讨活动在热情友好、互动交流的气氛中进行中。 

在研讨过程中, 全体工程力学部的教师达成共识，应结合学院学科发展及教

学研究等领域的工作，认真分析，把握机遇，积极开拓，使力学课程的教学及教

师的个人职业发展同步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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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海外名师 Gunther Kolb 教授来我校做学术报告 

9 月 19 日下午,上海市海外名师、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美茵茨

微技术研究所移动和分布式能源部门的负责人 Gunther Kolb 教授在实训楼 4405

室为我校师生作了题为“Microreactors for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Fine Chemical 

Synthesis（微反应器在精细化学分析领域的应用）”的精彩学术报告。本次活动

由化学化工学院门勇教授主持。讲座中，Gunther Kolb 教授介绍了他的微反应器

系统，以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 ICT-IMM 研究所研究的反应为例详细阐

述了从实验室制备到工业生产的各个研发阶段。随后就微反应器中离子液体合成

的放大、成本分析及可持续性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对该领域内微反应器的发

展进行了展望。报告中 Gunther Kolb 教授还为大家展示了他负责实验室的一些新

型微反应器的最新研究成果，会后就师生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交

流和互动。 

Gunther Kolb 教授博士毕业于德国埃尔兰根大学，现为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

研究促进协会-美茵茨微技术研究所移动和分布式能源部门的负责人，同时兼任

荷兰埃因霍温技术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和微流体与能源研究课题组组长，是微化工

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2015 年入选上海市教委海外名师。研究方向主要致力于

化学反应工程、能源化工催化与微化工技术的研究，专注于分布式和便携式燃料

电池电源系统涉及的化石能源高效转化氢源系统进行重大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

探，作为分布式制氢系统关键组件的项目负责人主持了多项德国经济与能源部、

欧盟科研项目和工业界项目,在移动和分布式能源研究方面居国际领先水平，多

次获得德国和欧盟相关领域重大项目资助。发表了 50 余篇高水平 SCI 论文，被

引用近 700 次，是化石资源高效转化微型氢源系统研究领域的引领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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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名师”美国阿拉巴马大学教授来我校作报告 

 

12 月 2 日下午，我校校级“海外名师”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 C. Heath Turner

教授受邀在化工学院实训楼 4405 室做了一场生动精彩的学术报告，讲座内容有

关离子液体的计算模拟研究，并与实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主要包括：烷基咪

唑类化合物捕捉 CO2 的性能分析，离子液体增强乙烯基咪唑类化合物聚合的反

应机理，离子液体使硫系材料分层的机理。本次讲座由化学化工学院安炜教授主

持。 

离子液体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溶液的新型材料，具有很多独特性能，通过改性

离子液体中的阴阳离子的电荷等性能可以调控其理化性质，潜在的应用范围从电

化学装置的电解质到核燃料后处理的溶解介质。在报告中，Turner 教授利用计算

模拟生成的动画向师生们展示了离子液体的形成过程，并且还提供了用 3D 打印

技术制作的离子液体仿真模型，供各位老师同学传递观赏，这给参加讲座的老师

和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报告会结束前，Turner 教授还赠送给安炜教授一个由阿

拉巴马大学工程学院院长 Charles L. Karr 教授签名的正式比赛用橄榄球，该校橄

榄球队‘Crimson Tide’有着丰富的历史至今已经获得十六次全国冠军。 

Turner 博士现为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工程学院化工与生物工程系终身教授，博

士生导师。1996 年奥本大学化学工程学士，2002 年北卡州立大学化学工程博士，

导师为 Keith Gubbins 教授。2010-2011 年，担任临时系主任，现为研究生招生委

员会主任。在过去几年中，一直作为美国 NASA 兰利中心、海军研究实验室和

空军研究实验室的客座研究员。其研究范围涉及计算机模拟研究化学反应、吸附、

界面等，采用的模拟方法包括电子结构计算、蒙特卡洛法、和分子动力学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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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教授来院作学术报告 

 

10 月 28 日上午， 由我院主办的控制前沿国际论坛在行政楼 912 隆重举行。

我校海外名师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 Peng Shi 教授作了一场关于多机器人群体

编队控制与分析的精彩报告，详细介绍了群体行为的特征、组织方式、控制策略

等，并结合多机器人群体控制，呈现出多机器协同工作优势。报告会由自动化系

主任李媛媛副教授主持，学院副院长张莉萍教授、俄罗斯专家以及各位相关领域

的老师和研究生参加了此次报告会。 

报告会上，Peng Shi 教授首先通过介绍动物的群体性行为特征、协作方式，

分析了群体性行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卡车编队行进过程中的空气动力学分

析、编队方式带来的能耗降低等案例，形象地说明了群体性行为特征、编队优势

和研究方向；Peng Shi 教授还针对机器人编队策略、控制、原理等逐一展开，详

细讲解了相关控制算法和控制思想，并结合实验室设计的小型机器人编队，给大

家演示了机器人群体性特征和优势。报告会后，Peng Shi 教授还与俄罗斯专家、

我校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指导，大家反响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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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l and Image Processing 分会报告举行 

 

 

10 月 14 日下午、10 月 15 日上午，在图文信息中心第三报告厅分别举办了

“Signal and Image Processing”的两场分会报告。该分会属于 2016 信息技术融合

国际会议（ISITC2016）的五大分会主题之一。 

10 月 14 日下午由韩国全北大学的 Sangseob Song 教授和武汉科技大学的伍

世虔教授担任分会主席，10 月 15 日上午由韩国全北大学的 Youngchon Kim 和江

西财经大学的袁非牛教授担任分会主席。14 日下午的 9 位作者和 15 日上午的 8

位作者围绕信号与图像处理这一主题，分别汇报了在目标检测、目标增强、图像

分割、图像融合、人脸检测、表情识别等方面的近期工作，随后与在场的老师和

研究生、本科生同学们就具体的实现方法、背景意义、后续研究进行了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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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霍晓明教授来校授课 

 

6 月 11 日至 12 日，应电子电气工程学院的邀请，我校“海外名师”、美国

佐治亚理工学院霍晓明教授来校讲授“Business Analytics & Statistical Learning”

课程。两天的课程分别在行政楼 912 和实训楼 1419 进行，参加课程的人员包括

硕士研究生和相关领域的教师等。 

霍教授将课程分为多个细分专题进行授课，介绍了数据科学的发展与现状，

讲解了数据分析中多种理论模型和方法，特别是对回归问题、时间序列理论、主

成分分析、因子分解等进行了深入讲解及案例分析，通过对具体的案例数据进行

模拟仿真，将模型的 R 语言实现过程引入课程，与相关知识点一一对应。此外，

霍教授还介绍了近期的研究工作之一，即一步法分布式估计。霍教授的讲解深入

浅出，在课程中引入了教学或科研中的大量实际案例，并讲述了如何将问题转化

为科学研究并进行分析求解的过程。 

据悉，霍晓明博士于 1997 年和 1999 年在斯坦福大学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

位，目前为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终身教授，IEEE

高级会员，IPAM 会员。2005 年获得佐治亚理工学院 SIGMA XI 青年教师奖（每

年一名）。霍晓明教授是数理统计、统计计算以及统计与信息交叉学科方向有国

际影响力的著名学者，在模型选择的统计理论，基于流形的非线性方法和理论，

检测及相关理论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国际顶级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等上发表了大量关于数据分析的统计理论方面的论文，其单

篇论文的他引高达 315 次，曾经一度是引用率最高的数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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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气工程学院海外名师石碰教授为师生作学术讲座 

 

11 月 10 日下午，由国际交流处、科研处主办,电子电气工程学院协办的面向

全校范围的学术讲座在行政楼 19 楼进行. 

电子电气工程学院海外名师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石碰教授为我校师生作

了如何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有影响力论文的学术报告。相关领域老师和学生聆听了

报告。 

报告中，石教授讲解了论文写作中的标题、摘要、简介以及内容中需要注意

的问题，并通过实例进行了讲解，讲解清晰明了，使大家受益匪浅。报告后，石

碰教授还与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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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名师细解模糊控制 

 

11 月 11 日，IEEE Fellow、我校海外名师、自动控制领域著名学者石碰教授

出席我校举办的信息与控制前沿青年论坛，并面向全校做了题为“Design on 

Fuzzy Control Systems with Time-Delays”的学术报告。 

报告中，石碰教授介绍了什么是模糊，并依据这一概念，生动形象地列举了

生活中许多应用到模糊控制的实例，如电梯、智能洗衣机等，使我们对模糊控制

有了清楚的认识。接着，石教授讲解了模糊控制系统的整体结构，分别展示了基

于状态和输出的模糊控制算法。石教授还对系统里存在的时间延迟作了进一步地

说明，图文并茂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延迟以及延迟带来的后果。 

报告结束后，石教授和青年教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鼓励青年教师要不断创

新、勇攀科学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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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黄正能来电气学院讲学 

 

12 月 3 日上午，美国华盛顿大学黄正能教授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实训楼为

电气学院师生作了一场以机器学习为主题的精彩讲座，出席该讲座的有学院教

授，教师以及研究生共计 60 余人。 

报告会上，黄正能教授围绕“Machine Learning for Big Visual Data”为师生

讲解了机器学习中的重难点以及学习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他向大家讲解了许多机

器学习中常用到的知识点以及一些算法，纠正了一些学生的错误观点。黄教授以

生动形象、诙谐幽默的语言和实例，使晦涩难懂的科学问题变得易于理解，博得

了大家的阵阵掌声。 

报告会后，黄教授与电气学院师生就机器学习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同

学们都觉得收获颇丰。黄教授以中美的混合思维模式来为学生讲解知识，同学们

通过此次讲座增强了对机器学习的自信，提高了学习热情。黄正能教授的研究成

果及其介绍的研究方法为师生开拓了视野，拓展了思维，有助于我校师生更好地

进行相关领域研究。电气学院将会持续开展多种形式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为

我校师生搭建与国际高水平学者交流的平台。  

据介绍，黄正能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系教授，IEEE 多媒体信号处理

技术委员会创始人之一。他长期致力于多媒体信号处理与多媒体网络信息处理领

域的相关工作。迄今为止他已撰写超过 300 篇期刊、会议论文，出版多媒体信号

处理、多媒体系统集成和互联网领域的相关书籍。他的文章曾获得 IEEE 年度最

佳论文奖。



2016 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纪实 

 
40 

 

2016 

 

 

 

 

 

 

 

 

 

 

 

 

第四篇           

国际学术交流 

 

 

 

 

 

 

 

 

 

 

 

 

 



2016 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纪实 

 
41 

 

2016 

CSIRO 首席研究员来我校作学术讲座 

 

6 月 23 日下午，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院（CSIRO）首席研究员

William Yang 博士在行政楼 506 会议室为我校师生作了“In Vitro Characterisation 

of Aneurismal Haemo dynamics with and without a Flow Diverting Stent Using PIV”

学术讲座。 

William 博士首先为师生介绍了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院的地理位置

和科研地位，展示了他负责管理的激光辅助流体测试实验室涉及的一些主要研究

方向。他重点讲解了静粒子图像测速仪（PIV）测量体外带分流支架动脉瘤模型

流场分布的研究背景、原理和相关的设备，此项研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理论

意义，引起了在场师生的浓厚兴趣。 

William博士是CSIRO矿产资源旗舰部流体测量团队的负责人，首席研究员，

负责管理以激光为辅助的流体测试实验室。他在机械和生物力学工程领域有超过

20 年的研究经验，并具有以激光为辅助的流体测试技术的丰富知识。在过去的

10 年中，他与早稻田大学，斯威本科技大学，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共同监督培

养了 12 名博士生。William 被许多澳大利亚及海外的研究人员认可为应用激光流

体测试的物理实验模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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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教授来院作学术报告 

 

10 月 28 日上午， 由我院主办的控制前沿国际论坛在行政楼 912 隆重举行。

我校海外名师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 Peng Shi 教授作了一场关于多机器人群体

编队控制与分析的精彩报告，详细介绍了群体行为的特征、组织方式、控制策略

等，并结合多机器人群体控制，呈现出多机器协同工作优势。报告会由自动化系

主任李媛媛副教授主持，学院副院长张莉萍教授、俄罗斯专家以及各位相关领域

的老师和研究生参加了此次报告会。 

报告会上，Peng Shi 教授首先通过介绍动物的群体性行为特征、协作方式，

分析了群体性行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卡车编队行进过程中的空气动力学分

析、编队方式带来的能耗降低等案例，形象地说明了群体性行为特征、编队优势

和研究方向；Peng Shi 教授还针对机器人编队策略、控制、原理等逐一展开，详

细讲解了相关控制算法和控制思想，并结合实验室设计的小型机器人编队，给大

家演示了机器人群体性特征和优势。报告会后，Peng Shi 教授还与俄罗斯专家、

我校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指导，大家反响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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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密尔沃基分校刘玥主任主讲 SCI 论文撰写技巧 

7 月 5 日下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交通研究中心（CUTS）主

任刘玥教授在行政楼 1112 会议室作了 “关于 SCI 论文撰写及投稿技巧与经验”

的学术讲座。城市轨道交通学院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城市轨道交通

学院副院长刘志钢教授主持。 

刘玥教授主要从 SCI 论文撰写的创新性、研究的普遍性和特质、论文撰写技

巧、论文投稿技巧和经验等方面，介绍了如何提高 SCI 论文的投稿成功率和发表

率。在论文撰写的创新性方面，刘玥教授讲 SCI 论文创新总结成理论性创新、修

补性创新、迁移性创新和集成性创新。在论文撰写技巧方面，刘玥教授着重提出

了通过伞状似的论文聚焦方式对某个研究领域和方向进行文献综述的归纳总结

思路和方法以及论文构思及布局要点。 

此外，刘玥教授还强调，一是作为工程科研人员，我们发表论文的主要目的

是解决实际问题，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二是在开展学术研究过程中，不能

急于求成，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没有发表不了的论文，只有不能坚持到底的作

者。刘教授的经验分享引起了在座师生的强烈共鸣，最后刘玥教授热情地与大家

进行了积极的问答式互动交流。讲座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拉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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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刘玥主任作专题报告 

 

7 月 12 日下午 1 点半，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交通研究中心主任

刘玥教授在行政楼 1109 会议室作了 “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撰写与申请技巧”

的学术讲座。城市轨道交通学院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城市轨道交通

学院副院长刘志钢教授主持。 

刘玥教授首先对美国与中国自然基金项目的申请和获批概要情况进行了对

比分析，指出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获批率远远高于美国，鼓励大家积极申报。

接下来，刘玥教授通过对比分析以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成功与失败的典型案

例，结合自己多年在美国各类基金项目的成功申报经验，结合我院科研特点，在

研究方向选择、研究方向坚守、基金撰写技巧、基金申请策略和最终科研目标几

个方面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经验。 

最后，他勉励年轻人要抓住博士毕业后的 5 年黄金期，明确科研目标、不断

创新、踏实做事、形成自己的科研特色与优势。在座的老师们也积极主动的抓住

此次机会，纷纷将自己撰写申请书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与刘教授进行了深入的

交流与讨论。会议在一阵阵掌声中圆满的拉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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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伯明翰大学珠宝学院来服装学院讲座 

 

 10 月 26 日，我院服饰艺术教学团队邀请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珠宝学院学科

主任 Chris 来院作讲座。 

Chris 老师介绍了伯明翰大学珠宝学院的教学情况。从服装营销、服装设计、

珠宝设计到奢侈品管理等相关专业都做了详细介绍。服装与服饰专业大三学生和

时尚艺术专业研究生听取了此次讲座。会后学生与 Chris 老师互动交流，咨询了

相关的国外教学情况。此次讲座给学生了解国外（英国）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学习

情况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并对学生继续在专业上的成长给予了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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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俄罗斯信机光大教授来院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10 月 28 日，由电子电气工程学院自动化系主办，国际交流处与科研处协

办的 2016 中俄学术论坛活动在我院举行。应电子电气工程学院院长方志军教授、

副院长张莉萍教授的邀请，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信息技术机械与光学大学波波索

夫教授团队作为俄方代表出席了本次活动。会上俄方谢尔盖博士、阿拉诺夫斯基

博士、安东教授，我院宋万清教授、阚秀副教授及海外名师 Peng Shi 教授分别就

各自的研究方向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会议由曾国辉副院长主持，自动化系骨干教师，及部分控制研究方向的研究

生参加了本次交流活动。各位专家的报告以前沿的研究方向、新颖独特的视角、

精彩十分的讲解，赢得了与会师生的阵阵掌声。针对现场师生提出各种问题，各

位专家也都一一作了认真的回答。学术交流后，俄方专家同校李江书记就双方联

合办学，长期开展学术交流，特聘专家等问题进行了商榷。 

据悉，圣彼得堡国立精密机械与光学学院是俄罗斯著名的工科学校之一，成

立于 1900 年。在 2016 年俄罗斯高校排名中，圣彼得堡国立精密机械与光学学院

居第 19 位，居理工类大学第 3 位，该校的计算机软件、控制学科、光学学科处

于全俄领先地位。阿列克谢?波波索夫教授领衔的控制系统与信息系在多输入多

输出系统、非线性控制、自适应与鲁棒控制、时滞系统、抗扰动控制、混杂系统、

混沌系统、机电系统与机器人系统、移动机器人、网络化控制、欠驱动系统、生

物信息学等研究方向都有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是俄罗斯最优秀的 10

个系统控制研究团队之一。波波索夫教授本人也于 2015 年入选浙江省“千人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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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A&M 大学周宏才教授来我校作学术报告 

 

7 月 8 日下午 14:00，来自美国德克萨斯 A&M 大学周宏才教授在实训楼 4405

学术会议室，以“Stable and Functional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from Synthesis 

to Application”为题，给我校化学化工学院师生作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本次

报告由化学化工学院吴远东教授主持。 

周教授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在气体储存、气体吸附分离、

化学催化反应以及药物释放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展示了其课题组的最新研

究成果。周教授采用中英文结合的报告方式，生动幽默的语言风格给广大师生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报告会后，周教授与学院师生进行了积极地互动交流，并针对

师生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周宏才，A&M 大学化学系终身教授，现任德州可持续能源高级研究中心主

任。先后师从于美国科学院院士 F. Albert Cotton（Texas A&M University）和

Richard H. Holm（Harvard University）。周宏才长期从事于金属—有机框架

（MOFs）的储氢和气体吸附—分离研究，是该领域国际顶级科学家之一，曾获

美国能源部储氢特别奖等奖项。目前承担美国政府“储氢专项基金”、“ARPA-E

碳捕获专项基金和“EFRC－能源部气体分离专项基金”等，在 Nat. Chem., PNAS, 

JACS, Angew. Chem, Acc. Chem. Res.和 Chem. Soc. Rev.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

发表论文 250 多篇；申请美国专利 3 项；出席邀请报告 30 余次；撰写专著章节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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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来我校做讲座 

 

7 月 13 日下午，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 Daniel E. Resasco 教授受邀在化工学院

实训楼 4405 室为我校师生作了一场题为“负载金属催化剂上苯酚类及呋喃类分

子加氢脱氧反应机理研究”(Mechanistic Aspects of the Hydrode oxygenation of 

Phenolics and Furanics over Supported Metal Catalysts) 的学术报告。 

Resasco 教授在本次报告中详细介绍了生物质模型化合物苯酚类及呋喃类分

子，在 SiO2 载体上 Pt, Pd, Rh, Ru, Fe 不同负载金属催化剂上加氢脱氧反应的实

验研究结果，同时结合第一密度泛函理论（DFT）的计算结果，详细解释了针对

同一反应在不同金属催化剂上不同产物分布的原 

Resasco 教授以邻甲基苯酚、苯甲醚及呋喃为例，运用类比和参照的研究方

法，对加氢脱氧反应动力学和基元反应路径进行了详细研究，探究了金属催化剂

的尺寸效应以及溶剂化效应对反应的影响。Resasco 教授在充分对比不同加氢脱

氧反应路径后得出，不同金属催化剂上的产物分布与金属本身的亲氧性关系密

切。例如，对于以上几种金属，其亲氧性的顺序为：Pt<Pd<Rh<Ru<Fe, 在亲氧

性较弱的金属催化剂上，更容易生成苯环上加氢的产物；而对于亲氧性较强的金

属（例如 Ru, Fe），则更倾向于直接脱氧反应，生成不含氧官能团的产物，从而

达到苯酚类及呋喃类化合物催化脱氧升级的目的，对催化剂可能的被活泼氧物种

中毒的问题也进行了分析。报告会后，Resasco 教授和与会的老师、学生进行了

积极地互动交流，并针对师生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Resasco

教授的讲座信息量大，极具启发性，他的演讲逻辑性强、条理清晰、完整流畅，

叙述科学问题环环相扣，给聆听报告的本校师生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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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美国刘宪教授谈纵向数据分析方法与应用 

 

 9 月 21 日上午，受社会科学学院热情邀约，来自美国的刘宪教授在行政楼

506 室做“纵向数据分析方法与应用”的学术讲座，为我校师生带来了一场定量

分析的前沿盛宴。 

刘宪教授是美国国防医科大学精神病学系教授、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美国

沃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研究员、高级统计师。讲座中，他基于老年人口学

和生存分析等研究领域中的实际案例，阐述了纵向数据分析方法的重要性、理论

和应用模型，并对纵向数据的观察点、观察尺度、数据、残差、缺失值、权重、

随机和混合模型等关键内容的应用进行了详细地讲解。 

报告结束后，在场的师生就学术研究、方法应用等具体问题与刘教授进行了

沟通和交流，现场气氛热烈。整场讲座在浓烈学术氛围中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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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美国马里兰洛约拉大学教授来我校作学术报告 

6 月 17 日下午，在行政楼 1307 报告厅，基础教学学院邀请美国马里兰洛约

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Maryland）的 Jiyuan Tao 教授作题为“Some trace 

inequalities in Euclidean Jordan algebras”的学术讲座。参加讲座的有基础教学学

院从事优化与控制的教师及部分学生。报告会由基础教学学院王国强博士主持。 

 Tao 教授首先介绍了矩阵论中若干重要矩阵迹的不等式及其在矩阵锥优化

中的应用。接着，重点分享了他近期在欧几里德若当代数上若干重要迹不等式的

最新研究成果。最后，Tao 教授就当前国际优化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以及所面

临的一些挑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Tao 教授的报告风趣幽默，充满激

情，开阔了广大教师和学生的学术视野，使大家受益匪浅。 

Jiyuan Tao 教授现为美国马里兰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Maryland）数

学与统计系教授。毕业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应用数学专业。主要研究

应用分析、有限维优化和欧几里德若当代数，在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Linear 

Algebra and its Applications和 Journal of Optimiz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s等国

际权威期刊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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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美国密西根大学孙静教授应邀来院进行学术交流 

 

8 月 3 日，应电子电气工程学院方志军院长、自动化系副主任王宇嘉老师的

邀请，美国密西根大学孙静教授在电子电气工程学院做了题为“Predictive Control 

of Integrated Power Systems”的主题学术报告。会议由方院长主持，自动化系和

电气工程系骨干教师，及部分控制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参加了本次交流活动。 

孙教授首先介绍了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基本情况以及工业背景。其次，由浅到

深逐步谈到自己近两年在新能源电力研究中涉及的控制问题解决方法。其中，重

点谈到了 PA 和 SQP 两种控制优化方法。孙教授的报告以其丰富的信息量、新颖

独特的视角、精彩十分的讲解，不仅开拓了与参会师生的科研视野，也为加深学

科理解、专业建设提供了方向。在学术报告后，现场师生踊跃提出各种问题，孙

教授都一一作了认真的回答，赢得了师生的阵阵掌声。 

据悉，孙静教授是中组部“千人计划”专家，IEEE Fellow。1989 年在 Southern 

California 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孙教授 1993-2003 年在福特研究实验室工作，2003

年加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现任船舶与海洋工程系 Michael G. Parsons Collegiate 

Professor，兼任机械工程系教授和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

自适应控制、非线性控制、系统理论及其在电力机车、船舶优化控制控制方面的

应用。拥有美国专利 37 项，在国际重要期刊和会议发表论文 200 余篇，出版多

部学术论著，其中 Robust Adaptive Control 已成为控制领域的经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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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马文秀教授莅临管理学院做报告 

 

9 月 16 日上午，在行政楼 712，管理学院很荣幸邀请到来自美国南佛罗里达

大学的终身教授马文秀为我校师生做了一场题为“Bilinear approaches to resonant 

and lump solutions”的学术报告。 

马文秀教授从 lump solution的概念入手，分别介绍了 the bilinear BKI equation

和 the bilinear BKP equation，最后扩展到 Further question。马教授强调，在解决

社会管理问题时，一定要用整体的眼光考虑问题，而且要将数学和计算机的知识

应用到解决社会问题上。讲座之后，在场的师生就学习的方式方法，当前社会的

热点问题以及中美文化等展开了积极的交流讨论，学院教师和研究生在此次讲座

和讨论中收益匪浅。 

据悉，马文秀教授为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终身教授、亚洲教职员工联合会主

席，曾任香港城市大学教授，英国 Manchester 大学、法国 Montpelier 大学、加拿

大 British Columbia 大学、美国 Minnesota 大学等的访问学者。在可积系统领域

引入了三个创新概念：双非线性化、可积耦合、Complexiton 解，并得到广泛应

用。马文秀教授是《非线性科学百科全书》可积系统方面唯一一位华裔特邀撰稿

人，先后在国内外知名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 200 多篇，编辑专著四部，为《非线

性和现代数学物理国际会议》的创始主席。现担任 Advances in Mathematical 

Physics 等 20 多种国际著名科学杂志的编委,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和 Studies in Nonlinear Sciences 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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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美国学者谈纵向数据分析方法与应用 

 

9 月 21 日上午 9 点半，在学校行政楼 506 室，美国国防医科大学精神病学

系教授、高级研究员及美国沃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研究员、高级统计师刘

宪教授作“纵向数据分析方法与应用”讲座，与我校师生分享了一场定量分析的

前沿盛宴。 

刘教授基于老年人口学和生存分析的等研究领域中的实际案例，阐述了纵向

数据分析方法的重要性、理论和应用模型，并对纵向数据的观察点、观察尺度、

数据、残差、缺失值、权重、随机和混合模型等关键内容的应用进行了详细地讲

解。 

报告结束后，在场的师生就学术研究、方法应用等具体问题与刘教授进行了

沟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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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梁越晟教授来校做学术交流 

 

3 月 25 日下午，电子电气工程学院邀请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梁越晟教授在

教学楼 A203 作了题为“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 for Next Generation 

Factories”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方志军院长主持，部分教师、相关专业学生出席。 

梁教授首先给出了新一代智能制造系统的定义，针对目前制造企业存在的问

题，阐述智能制造的优势所在。接下来介绍了 IMS(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的研究综述，并引出 IMS“学习，模拟，预测，优化”的四个主要功能，

先后提出其整体结构、最新应用、合作伙伴等内容。梁教授用大量的实例列举了

IMS 的在智能机床控制，精密磨削的控制，磨削循环时间的功率控制，铣削加工

的切屑伺服控制等领域的应用。梁教授丰富的实际经验为在座的师生们开阔了眼

界，让大家了解到最先进的智能制造系统的发展状况。 

据悉，梁越昇教授现任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终身教授；2008-2011 年，任台

湾华新丽华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60 亿上市企业)、总技术长、总制造长，曾任上

海机床公司总工程師等。1987 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机械工程博士；国

家“千人计划”专家，北美洲制造研究院总裁、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制造部理事

长、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院士，国际製造工程师学会院士，美国道格拉斯工程奖

章、国际迪德工程奖章、伍卓夫学术专家奖、布列尔量测技术奖章获得者，上海

“千人计划”专家等。梁越昇教授近年来研究兴趣为：精密化、智能化、微型化、

复杂化制造等。主持和承担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美国海军研究计划项目、企业科

技项目等 60 多项，指导博士后、博士等 70 余名，发表论文 35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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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南洋理工大学陈晓东教授来我校作学术报告 

 

1 月 11 日下午，来自南洋理工大学的陈晓东副教授在实训楼 4405 学术会议

室，以“可交互性材料与器件”为题，给我校化工学院师生作了一场精彩的学术

报告，化学化工学院部分教师以及研究生参会。报告会由刘锡建博士主持。 

报告会上，陈晓东副教授从钢铁侠引入智能性的材料器件，提出了可交互性

材料与器件的特点。陈晓东副教授介绍了其团队在“电子皮肤”方面的研究，将

具有压力传感特性的微结构阵列和阻变存储器相结合，研制具有触觉记忆特性的

“电子皮肤”，并展望了其未来应用。并由“电子皮肤”引申到其交互性的材料

与器件，如“电子头发”、“蛋白记忆器件”等的设计和原理。陈晓东副教授还介

绍了其团队在超长循环寿命的锂离子电池的研究进展。在整个报告中，陈晓东副

教授从身边的例子出发，深入浅出，风趣幽默，将复杂的科学问题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阐述出来。 

报告会中，陈晓东副教授与学院师生进行了积极地互动交流，在材料与器件

设计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作为多个杂志的编辑和编委会成员，介绍了什么

样的稿件能够得到编辑的青睐，并谈及了在论文撰写中要注意的问题。此次报告

会不仅增进了我校师生对可交互性材料与器件的理解，而且激发了我校学生对科

研创新的兴趣，也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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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纽卡斯尔大学王学锋教授来我校做讲座 

 

10 月 28 日，纽卡斯尔大学王学锋教授在社会科学学院进行了名为“英国高

级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及成果评价”的讲座，此次沙龙为王学锋教授莅临社会科学

学院系列活动的第二场。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张健明主持会议，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刘志欣、教学副院长邱梦华出席并参加会议。社会科学学院全体教师及部分研究

生以及若干位对讲座主题感兴趣的其他学院教师参加讲座。 

讲座开始，王学锋教授首先以自己所任教的纽卡斯尔大学为例，见微知著的

介绍了整个英国高校的科研管理体制；其次，根据自身对中国和英国双方科研现

状的了解，梳理了英国哪些科研管理经验可以为国内高校借鉴吸收；再次，对当

前英国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转型走向进行了分析。最后，根据王

学锋教授的讲座，老师们从自己的研究兴趣出发对王学锋教授进行了，王学锋教

授都予以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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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挪威工程院院士王克胜教授团队应邀来学院进行学术交流 

 

9 月 29 日，应电子电气工程学院邀请，挪威工程院院士、挪威科技大学王

克胜教授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王毅博士，为我院师生作“智能制造与群体智能”

的主题学术报告。会议由张莉萍副院长主持，学院党委书记陆展华老师、中美工

程学院院长徐腾岗老师、自动化系李媛媛和王宇嘉老师，先期与王院士就学院发

展、合作交流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随后自动化系、计算机系、电气工程系

和计算中心的骨干教师，及相关领域的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王克胜教授和王毅博士先后介绍了挪威科技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的基本情

况以及工业背景。其次，由浅到深逐步谈到他们团队近两年在智能工业领域中运

用到的群体智能算法和数据挖掘方法，并结合具体案例有针对性地讲解了智能算

法的改进和实现。 

王教授团队的报告不仅图文并茂、信息量丰富、视角独特，还能与实际生产

环节密切相关，引人入胜。此次交流活动不仅开拓了与参会师生的科研视野，也

为加深学科理解、专业建设提供了方向。在学术报告后，现场师生踊跃提出各种

问题，王克胜教授和王毅博士都一一作了认真的回答，赢得了师生的阵阵掌声。 

据悉，王克胜教授在挪威科技大学生产工程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现为挪威科

技大学生产与质量工程系教授、挪威科技大学知识发现实验室主任，并担任挪威

科学与工业研究基金会担任技术顾问。于 2006 年当选挪威科学院院士。研究领

域包括智能制造系统、计算智能的应用、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群体智能、状态

监测等。王教授现已出版著作 19 部，在国际期刊和会议发表研究论文 24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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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日本大学艺术学院原直久教授为摄影专业学生做专题讲座 

 

3 月 30 日，艺术设计学院党总支书记许传宏、副院长李光安前往松江美术馆

出席了由摄影系金鹤老师策展的日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日本著名摄影家原直久

先生的《历史的温度》摄影展开幕式。翌日,原直久教授来到艺术设计学院为摄

影专业的学生进行了专题讲座。讲座开始以前,艺术学院领导以及摄影系相关人

员与原直久教授进行了简单的会谈,许传宏书记代表学院感谢原直久教授百忙之

中前来为学院的学生进行讲座,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让学生能够和大师之间有零

距离的接触,对于学生今后在专业的成长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讲座由原直久的摄影启蒙切入，向大家述说着自己不为人知的摄影的经历。

以及利用投影讲解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并在现场展示亲手制作的同一底片不同制

作方式的精美照片。其中包括数字彩色、黑白打印照片，暗房放大照片，铂金制

作照片以及中间转印胶片。生动有趣的讲座赢得在场学生的阵阵掌声,讲座结束

后许多学生都不愿离开并向原直久老师提出很多专业问题,原老师也耐心的一一

做了解答。 

原直久教授是著名的大画幅摄影大师，执著于使用大画幅和高品质黑白摄影

技法来记录和见证人文都市风情。现为日本大学艺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

摄影艺术学会会长、日本摄影协会顾问、全日本摄影联盟理事。他对于铂金相片

制作传统工艺及与最新数码技术的结合有着长期深入的研究，他的“铂金印相法”

作品，堪称是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此次影展主要从欧洲系列作品中抽选出以

巴黎为中心的法国、意大利山岳都市、威尼斯及西班牙的部分作品进行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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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日本国立佐贺大学郭其新教授来院作学术交流 

 

4 月 5 日下午，电子电气工程学院邀请到日本国立佐贺大学郭其新教授来到

学院，在图文三报作了题为“光电材料的应用和研究动态”的学术讲座，讲座由

曾国辉副院长主持，全院教师及部分学生出席。 

郭教授首先介绍了本领域的研究现状，包括可视光的应用、成熟的太阳能材

料及其特性等；接下来重点讲解了其科研团队最新的研究成果，围绕紫外光、

THz 方面展开，详细阐述同步辐射技术的特点、原理、由来、装置基本构造、实

验站工作过程等内容，并生动形象的列举了此类技术在材料科学、环境科学、生

命科学、药学领域的应用；最后，郭教授展示了其在日本的科研实验室，并提出

与我院共同研究、设备互补的期望。 

据悉，郭其新教授为日本国立九州大学客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科学院客座研究员。日本国立佐贺大学同步辐射光应用研究中心主任，电气

电子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分别于 1990，1992 和 1996 年在日本国立丰桥技术科

学大学电气电子系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半导体材料制备与表征，

同步辐射光应用研究。已在 Physical Review B,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和 Advanced Materials 等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260 余篇，H 因子为

32（Scopus）。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多次做邀请报告并担任多个国际会议组织机构

成员和技术委员会委员。日本学术振兴会 162 宽禁带光电材料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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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日本京都大学梁雪峰副教授来我院作学术交流 

 

3 月 22 日下午，我院邀请到日本京都大学梁雪峰副教授在行政楼 912 会议

室作了题为“心理视角机理在远近景中的应用”学术讲座，讲座由曾国辉副院长

主持，相关科研团队的教师及研究生出席。 

本成果为梁教授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从心理学统计数据出发，以旅游景

点远近景照片比例为桥梁，得出旅游景点的推荐度。本课题主要涉及到心理学与

图像处理的关系，以及远景近景辨别技术，其中后者为本研究的难点所在。梁教

授具体介绍了每张景点照片的“聚焦”和“尺寸”的概念，通过这两个突破口即

可实现远近景照片的区别，通过该方法，区别的准确度可达 90%以上。 

新颖、有趣的讲座内容引发了在场老师们的热烈讨论，会后仍有部分老师与

梁教授就关键技术实现进行了深入探讨，受益匪浅。 

据悉，梁雪峰教授 2006 年毕业于日本北陆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Japan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并获信息科学博士学位。他曾担

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和玛丽皇后学院（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的研究员（研究员代表，学院研究委员会成员），并以 JST

研究员加入日本国家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0 年 3 月被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情报学

研究科聘为副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计算几何，智能算法，生物鉴别学，计

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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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电子电气组织召开 2016 年暑期中韩学术交流研讨会 

 

8 月 12 日，电子电气工程学院在行政楼 306 组织召开了中韩学术交流研讨

会（2016 The Summer Workshop）。研讨会由科研副院长曾国辉主持，院长方志

军教授担任会议主席，我院部分教授和研究生参加了该研讨会并积极发言交流。 

来自韩国全北国立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的院长 Yongchae Jeong 教授、

Jongsik Lim 教授、Haewon Son 教授和 Jungmu Kim 教授及其科研团队成员应邀

出席了研讨会，来自天津科技大学的杨巨成教授、江西财经大学的杨勇教授分别

担任学术报告的分会主持人。 

方志军院长首先对来访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在学术交流

讨论中进一步增进了解、相互学习来促进我院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国际交流工作的

发展。Yongchae Jeong 教授代表来访的韩国专家发言，表示非常感谢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电子电气学院的邀请，同时也希望在此次交流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开展深

入合作。在随后的学术报告环节，围绕射频技术和 MEMS 器件设计等研究课题，

全北国立大学的 Yongchae Jeong 教授、Jongsik Lim 教授、Haewon Son 教授和

Jungmu Kim 教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金婕副教授和姜晓燕博士就最新取得的

研究进展给出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分别介绍了负群延时电路在 RF设计中的应用、

射频 MEMS 器件设计、RFID 系统中标签和阅读器天线设计、RF 功率放大器设

计、射频无源滤波器设计和多目标跟踪等研究内容。每个报告结束后，对于技术

细节和技术发展等问题，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就理论分析和实验过程中

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了交流。学术报告结束后，双方表示此次研讨会切实从学术

角度出发，对各自的科研工作帮助很大，并希望类似的研讨会能够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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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新西兰皮革行业专家来访 IFA，参与课堂分享 

 

2016 年 9 月 26 日，新西兰奢侈品皮革行业专家来访中法埃菲时装设计师学

院，参与课堂分享，为学生带来最新皮革面料潮流与技术资讯。 

来访嘉宾 Nick Aubrey 先生在新西兰从事皮革行业多年，目前拥有自己的企

业——“新西兰奢侈品集团”，主营各种新西兰优质皮革，与来自法国、意大利、

土耳其和新西兰等世界顶级皮革厂家合作，向各大奢侈品品牌提供皮革材料，包

括阿玛尼、普拉达、迪奥等。两年前 Nick Aubrey 先生也曾到访中法学院，为学

生做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皮革面料知识讲座。此次来访中国，他又带来了当季最新

流行皮革面料小样，参与专业课程课堂互动，与大三的同学们分享了皮革最新潮

流与技术发展。在分享互动环节，同学们在第一时间亲密接触高端品牌原材料，

了解行业前沿发展动态，直接对话专家，气氛热烈而轻松。该形式为课程教学提

供了最鲜活的素材。踏实专业基础，立足国际视野，专注行业前沿，理论与实践

并重，也是中法学院专业教学一直以来所践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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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以色列 Green On 公司创始人来我校作报告 

2016 年 1 月 15 日上午，以色列 Green On 公司创始人之一 Ido Yahalomi 在

行政楼 19 楼做了题为“How Green On Become a Startup”的学术报告，学术报告

会由汽车工程学院严晓教授主持，上海众联能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吴迪博士、钛马车联网新能源事业部构架师麻锐先生、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电子

工程学院邓琛副院长、科技处技术转移中心邓娜主任，汽车工程学院李聪副教授、

李永芳、王旭、黄碧雄及王影等 40 多位师生参加了此次学术报告会。 

报告会上，Yahalomi 先生重点介绍了通过手机载体，对用户的出行方式进

行“低碳”程度评级，从而倡导绿色出行，达到绿化人们生活环境的目标。现场

设置了互动环节，老师和同学们就公司创办初衷、软件开发遇到的困难等问题向

主讲人 Yahalomi 先生展开了提问，Yahalomi 先生一一作答，并跟老师和同学们

分享了自己的创业故事。在诸如如何培养人们绿色出行意识、如何借助社交媒体

推广更加环保的生活方式以及 GreenOn 产品本身与传统导航等软件的区别问题

上也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并碰撞出许多创新的火花。会后，广大师生对 Yahalomi 

先生的精彩报告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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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教授莅临汽车学院作学术讲座 

 

11 月 17 日下午，国际控制理论领域著名学者、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杜海平

教授，在行政楼 1012 室举办了一场主题为“Rotary actuator based active and 

semi-active control of vehicle seat suspension”的精彩讲座。讲座由汽车工程学院

承办，多位教师及汽车工程学院研究生参加了讲座。杜海平教授任教于澳大利亚

伍伦贡大学，曾为香港大学和帝国理工大学博士后，悉尼科技大学研究员，同时

也是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香港研究资助局优配研究金、罗马尼亚国家研究委员

会资助评审人。长期从事控制理论研究，研究内容包括鲁棒控制理论、车辆动态

控制系统、非线性控制与基于模型的模糊系统、先进机器人技术和灵活的自动化、

车辆动力学及振动控制等研究工作，共发表论文刊物 134 篇，高引论文 21 篇，

共引 1496 次，著作 6 章。 

讲座由汽车工程学院张恒运教授主持。讲座伊始，杜海平教授先为我们介绍

了他在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的教学研究方向，然后结合自己的科研经验，深入浅

出的给我们讲述了座椅悬架的自动控制和半自动控制的基本原理，并从工程应用

角度给我们解释了这种座椅在特种车辆方面的应用。随后杜教授介绍了座椅减振

的几种方式，包括最有效的弹簧阻尼器减振方式，并从自动控制和半自动控制两

方面详细阐述了各自的原理、实现成本，以及仿真结果和实验结果。期间杜教授

穿插讲述了诸如闭环控制、模糊控制等知识，开阔了在座师生的学术视野。最后

提问互动环节，杜教授亦对同学们的问题给予了精彩解答。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

落下了帷幕。杜教授严谨的学风，生动的讲解，亲和的交流态度给同学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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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柏林工业大学徐辰博士来电气学院做专题报告 

 

11 月 7 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数据库与信息系统管理组的高级研究助理徐

辰博士受邀，来到电子电气工程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为学院师生做了一场题为

“柏林大数据研究现状:柏林大数据中心与 Apache Flink”的学术报告。电子电气

工程学院院长方志军教授、计算机系钟伯成教授、自动化系宋万清教授出席，电

气工程系刘瑾副教授主持报告。学院部分教师和研究生聆听了讲座。 

在报告中，徐辰博士首先介绍了数据科学的概念，然后介绍德国联邦科教部

资助的重大研究项目“柏林大数据中心”(BBDC)的情况，再着重介绍了由项目

孵化的通用大数据分析引擎 Apache Flink 的开发理念以及 Apache Flink 的特点，

并与其它大数据平台 Hadoop 和 Spark 进行了对比分析。报告最后，一些老师根

据自己的兴趣提出了相关问题，徐辰博士都予以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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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高职学院邀请外籍专家主题讲座 

 

近日，高职学院机电工程系邀请博洛尼亚大学电工学教授，Leonardo 

Sandrolini 教授来校在综合楼 202 举办题为《电磁兼容设计和测试的基本原理》

学术交流主题讲座。讲座由机电工程系承办，系部负责人、部分教师及 80 多位

学生参加了讲座。 

Leonardo Sandrolini 教授是博洛尼亚大学电工学教授。2000 年获得博洛尼亚

大学电气工程博士学位。自 2000 年起在博洛尼亚大学任教，任多门电子方向、

自动化方向课程老师及 LACEM 实验室科研协调人。同时 Leonardo Sandrolini 教

授是 IEEE-EMC 协会的成员。 

本次讲座内容为电磁兼容设计和测试的基本原理。主要从电磁兼容是怎样的

一门学科、在十分接近环境下运作的影响、相关法律规定和电磁环境中实现正确

的操作等方面作探讨。 

Leonardo Sandrolini 教授结合自己丰富的科研经验，深入浅出地为大家介绍

了电磁兼容的概念，应用等现状。使与会者对电磁兼容的目标，发展情况等有了

一个清晰的认识。讲座贴近生活，及时获得了最新的学术前沿信息，提升了师生

学术能力，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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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韩国东西大学姜尚玄教授举办特别讲座 

 

11 月 30 日，中韩多媒体设计学院邀请韩国东西大学设计学院姜尚玄教授，

在长宁校区创意楼 104 举办“实感型互动内容设计”特别讲座。中韩多媒体设计

学院明虎成老师（韩），章颖芳副教授主持本次讲座。学院两个教学团队部分教

师，全体研究生及大四毕业生参加本次讲座并进行相关学术交流。 

本次特别讲座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数字引擎开发，VideoMapping 光

线投影，全息影像及舞台艺术。姜尚玄教授对近五年优秀商业作品，以及东西大

学设计学院在相关学科领域的技术案例进行介绍，深入详实地说明了数字引擎在

艺术作品交互，游戏开发，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开发等领域的应用情况，讲座现

场还演示了最前沿的 VideoMapping 光线投影技术，讲座最后姜教授还对全息影

像技术进行了说明，重点围绕全息成像的原理，发展历史和未来趋势等。在本次

特别讲座进行的同时，姜尚玄教授和中方的教学团队老师对毕业学生的毕业设计

作品进行同步指导。 

通过本次特别讲座，学院研究生在开题选题方面拓展了眼界，使大四本科学

生在毕业设计制作过程中答疑解惑，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为毕业设计作品的技

术实现实施添砖加瓦。为教师的科研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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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美国丹佛大学赵穂生教授作主题讲座 

 

11 月 18 日，社会科学学院邀请美国丹佛大学的赵穂生教授,在行政楼 506 举

办了名为“国际学术界当代中国研究的基本范式与热点问题”的主题讲座。社会

科学学院于凯教授主持讲座，社科学院院长刘志欣、张健明教授参加并点评讲座。

社会科学学院的全体教师及其他学院的多位教师、同学、研究生参加讲座并进行

相关研究的学术交流。 

讲座伊始，赵穗生教授用诙谐幽默的言语向全体与会人员讲述文章的编辑流

程，一篇优质的文章分别要经历初审、外审、排队和出版四个基本步骤，但其中

的过程好比师徒取经，学海无涯。其次，赵穂生教授用实证文章举例，讲述构思

一篇优质文章的关键点包括立论数据、立论观点和立论角度等方面。尤其是立论

角度，编者在写文章时要尽可能忽略“what is right or wrong”的主观情绪色彩，

用第三方的视角展示出“what is it”的客观性。这引起了老师和学生的广泛兴趣，

互动不断。最后，赵穂生教授对老师及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精准、有趣的作答，

使现场气氛高涨不下。 

讲座在所有人意犹未尽中结束，与会成员纷纷表示经此讲座，双方实现了进

一步的学术交流与研究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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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密西根大学 J.Baghdachi 教授作学术报告 

 

11 月 28 日下午，来自美国东密西根大学（EMU）的 JamilBaghdachi 教授在

实训楼 405 学术会议室，以“Smart Polymers and Coatings”为题，给我校化学化

工学院师生以及涂料大学首届专业技术培训班学员作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本

次报告由化学化工学院温绍国教授主持。 

Baghdachi 教授围绕着功能高分子及智能涂料，详细地介绍了功能高分子在

智能及功能型涂料、能量及能量储存、可持续性材料及生物医学材料等新兴技术

领域的主要应用。Baghdachi 教授演讲风趣幽默，利用实例和视频生动有趣地给

我们展示了生活中智能涂料的应用，同时鼓励我们要敢于想象敢于创新，不要被

固有的传统思维所束缚。 

Baghdachi 教授，东密西根大学（EMU）涂料研究所主任、教授；美国涂料

工业协会主席，欧洲涂料工业协会的主席，有着丰富的涂料实践经验，研究领域

包括涂料、胶粘剂、聚合物复合材料等。在汽车涂料和智能涂料方面成果卓著。

曾经与世界著名企业如 3M、Delphi 等六十余家企业进行技术合作，为全世界几

十家大型涂料公司做过技术发展咨询。拥有发明专利 80 多项，期刊论文 20 多篇，

专业书籍 10 本。曾先后获得美国涂料工业协会工业涂料突出贡献奖、苔丝涂料

奖、美国化学学会奖。2012 年开始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合作，开展中国第一个

“涂料工程”本科专业方向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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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密西根大学教授来我校授课、交流 

 

12 月 2 日上午，美国东密西根大学（EMU）Baghdachi 教授在教学楼 C306

以涂料工艺学为主题，给我校化工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系大三学生以及涂料大

学培训班学员全面讲解了涂料工艺学、涂装等内容。Baghdachi 教授演讲生动有

趣，大家获益匪浅。同学们热情高涨，课后 Baghdachi 教授耐心地解答了同学们

提出的各种问题。 

Baghdachi 教授来到了实训楼 4405，对化工学院研究生、本科生、涂料企业

工程师进行指导工作。同学们向 Baghdachi 教授提出了许多学习、科研和实践中

遇到的问题，Baghdachi 教授也一一对同学们的问题作了详细解答，同时也对企

业工程师们遇到的实际工程问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和建议。 

随后，Baghdachi 教授在学院刘宇虹书记的陪同下，参观了化工学院和中国

涂料工业大学。Baghdachi 教授非常满意中国工业涂料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环境，

连连称赞，并在中国涂料工业大学大厅合影留念。 

下午，Baghdachi 教授同化工学院领导和教师代表在化工小家，就双方后续

合作事宜进行洽谈。学院刘宇虹书记、辅导员曾玲玲、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系温绍

国、甘文君、张书华、李唯真、陈凯敏等老师参加了本次洽谈。会谈中，刘宇虹

书记对 Baghdachi 教授的来访表示欢迎，并对其近年来对化工学院作出的贡献表

示肯定。双方就涂料大学的建设以及本科涂料工程专业方向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 Baghdachi 教授是美国东密西根大学涂料研究中心主任，美国资深涂料专

家，美国涂料工业协会主席，欧洲涂料工业协会的主席，有着丰富的涂料实践经

验，研究领域包括涂料、胶黏剂、聚合物复合材料等。先后获得美国涂料工业协

会工业涂料突出贡献奖、苔丝涂料奖、美国化学学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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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运用工程特色教学团队与温莎大学教授教学交流 

 

11 月 23 日上午，汽车工程学院汽车运用工程特色教学团队成员与加拿大温

莎大学机械，汽车与材料工程系/供应链管理中心主任张国庆( 终身) 教授一起开

展了学术交流和教学研讨。会前，汽车工程学院院长王岩松教授和亲切接见了张

国庆教授。 

研讨会上，张教授做了题为“汽车行业供应链风险管理的研究进展与回顾”

报告，他结合自己的科研成长经历与大家一起交流了自己的各项工作，以及温莎

大学教学情况，从自己学科研究方向与团队成员一起分享经验和感悟。张教授知

识渊博、为人谦和，团队成员也就自己研究的领域和方向积极与张教授进行互动

交流。张教授现在担任温莎大学华人教授协会主席，他热情二校的合作与交流，

他愿意为大家牵线搭桥，与温莎的华人教授建立联系，积极寻求合作研究，拓展

各自的发展方向。本次活动还吸引了机械工程学院、管理学院的部分教师共同参

与座谈研讨，整个研讨会时间不长但是其氛围特别好，热情友好、高效务实。 

张国庆教授在自动控制、系统工程、管理科学、及计算和软件开发等领域具

有扎实的学科背景。他长年从事教学工作，还承担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指导工作；

他坚持科学研究，自 2009 年起连续主持加拿大国家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基金 

(NSERC)项目 6 项，坚持与企业合作，帮助企业开发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把教

学与科研完美结合，产生巨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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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西北大学工程学院教授作学术报告 

 

应国际交流处、机械工程学院邀请，瑞士西北应用科技与艺术大学工程学院

Markus Loepfe 教授于 11 月 22 日下午在行政楼 19 楼举办了一场“现代消防系统

的创新之路”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国际交流处张忠魁副处长主持，机械工程学院

潘颖副院长、部分教师和研究生一起聆听了讲座。 

Markus Loepfe 教授，毕业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实验物理专业，现为瑞士

西北应用科技与艺术大学工程学院教授、物理类课程主讲教师、学院国际交流部

主任、气溶胶和传感器技术研究院企业项目负责人。Markus Loepfe 教授学科背

景丰富，在机械设计、传感技术等方面具有扎实的基础和卓越成就。近年来他在

《消防安全杂志》、《传感器与执行器》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并担

任了诸多国际会议的主旨发言人。此外，他拥有 50 多项发明专利，为许多企业

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机械工程学院积极联系 Markus Loepfe 教授，共同探讨国际

交流合作，希望能从学术讲座、开设研究生选修课、指导青年教师科研、接收学

生产学研访问以及申请国际联合实验室等方面与瑞士西北应用科技与艺术大学

工程学院开展密切合作。 

讲座中，Markus Loepfe 教授介绍了现代消防系统的创新之路，概述在过去

的三个世纪的火灾探测的发展历程及主要创新。随着消防安全意识的提高，世界

范围内的火灾探测系统越来越丰富，可靠的火灾探测低误报率是越来越重要，

Markus Loepfe 教授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创新研究的经验。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

落下了帷幕，Markus Loepfe 教授严谨的学士作风，生动的讲解，亲和的交流态

度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场师生表示受益匪浅，对前沿知识有了新的认

识，拓宽了科研视野，增强了科研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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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ba Sundin 博士来我校做学术报告 

 

10 月 22 日上午，瑞典哈姆斯塔德大学 Ebba Sundin 博士在图文信心中心第

二报告厅做了《Sweden and the Nordic Welfare Model》的报告，Ebba Sundin 博士

首先向在座的各位介绍了北欧区域，既指的是瑞典，同时还有挪威、丹麦、芬兰，

还有爱尔兰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领土五个国家。其次，她介绍了北欧的社保体系

有着非常主要的特色，包括注重性别的平等，还有收入的平等，另外一个主要特

点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强的制度，很强的制度是建立在对社会的信任上面来说，因

为她们的广大民众对社保体系是有很高的信任度的。 

最后 Ebba Sundin 博士指出北欧的社会保障模式已经存在了很久，也是在不

断的变化之中，这个概念并不是固定的，随着社会的变化也在不断的变化，不仅

仅是在北欧地区，是在很多其他的周边国家也是如此，他们能够在新的方向走下

去，但是他们也需要在很多领域进行改革，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保障学科会从更加

广的范围进行研究，不仅仅是解决北欧国家面临的问题，也要解决国际性对比问

题，因为北欧地区也属于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这也是挑战之一，因此，他们也

需要做到全球化，仍然有一些问题要得到进一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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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T.H Wan 来我校教授做学术报告 

 

10 月 22 日下午，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的 Thomas T.H Wan 教授在图文信心

中心第二报告厅做了 Evidence-Based Practice & Simulated Decision For Integrated 

Case Management Approach to Poly-Chronic Conditions 的报告，Thomas T.H Wan

教授指出现在老人的疾病医疗费用占到了医疗总费用的 60%以上，怎么样通过综

合的病历管理降低老人的多重疾病(慢性病)缠身的情况，怎么样通过管理降低医

疗总费用，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所谓慢性病，就是 90 天出现一定方面的症状，而且没有缓解的病症。现在

在老年人口中得慢性病的比率非常大，现在 50 岁-64 岁的人有 48%有多重慢性

病情况，在 60-70 岁的人有 60%的人有多种慢性病情况。通过有效的病例管理，

可以预防老年人罹患疾病、或因病住院的概率，进而减少医疗费用的支出。 

接着 Thomas T.H Wan 教授认为疾病管理的战略要从四个层面展开，第一个

就是 P，P 就是人口，不仅指人口的年龄和质量，还包括人口的多样性。第二是

O，O 指的是组织，关注哪些组织能够以更高效、更有效率的方式运作。第三个

就是环境，让市场发挥作用。第四点就是技术，引进以信息为基础的技术。 

最后 Thomas T.H Wan 教授总结了疾病管理是一个生态性复杂的疾病管理

体系，需要一些政策的制定，虽然有很多困难，但会不断研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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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气工程学院教师参加 IPEMC 会议并作报告 

 

5 月 22 日-25 日，电子电气工程学院“智能电网”科研团队教师韦钰、白园

飞参加了在合肥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电力电子与运动控制会议（8th International 

Power Electronics and Motion Control Conferences-ECCE Asia, IPEMC 2016 ）。 

与会期间，两位教师分别听取了“新器件与装置”、“逆变器调制”、“DC/DC

逆变器”、“AC/DC，DC/AC 电力逆变器”、“电机控制”、“智能电网”等领域的

前沿研究报告。韦钰老师做了题为“Phase Phasor Measurement Unit for Smart 

Distribution Systems”的口头报告，介绍了智能电网团队的近期研究成果，报告

结束后，与参会同行进行互动交流。 

通过本次参会过程中的学习与交流，学院教师了解到电力电子技术领域前沿

的研究成果，对日后的研究方向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同时为科研实验室的建设

展开设想，收获很多。 

据悉，该会议由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力电子学会(IEEE PELS)主办，韩国

电力电子学会(KIPE)、日本电气工程师协会（IEEJ-IAS）协办，合肥工业大学具

体承办。该会议在中、日、韩三国之间轮流举办，是电力电子领域、电机驱动领

域、电力系统等相关领域的一次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内外相关领域有着越

来越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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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聘专家王安斌博士应邀参加第 12 届国际铁路噪声学术论坛 

 

第 12 届国际铁路噪声学术论坛 IWRN12 (The 12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Railway Noise)2016 年 9 月 12 日至 16 日在澳大利亚 Terrigal 举行，我校城市轨

道交通学院教授，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技术专家

王安斌博士应邀参加并做了两个专题报告。 

IWRN 是国际铁路行业振动噪声专家最高的学术论坛峰会，论坛每三年一

届，首届是 1976 年由英国铁路研究中心在英国 Derby 举行，后续在法国、美国、

荷兰、挪威、德国、日本和瑞典等举办，大会是铁路振动噪声行业影响最大、最

专业的国际专家学者共同交流和互动平台。 

王安斌博士在大会做了题为“Effects of Rail Lateral Dynamic Deflection and 

Vibration Level on Rail Corrugation Development”，介绍了他近几年在钢轨波浪磨

耗机理研究及波浪磨耗控制的最新成果，他首次提出的“轮轨柔度差变”机理有

效地描述钢轨短波波浪磨耗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并根据该机理开发的轨道波浪磨

耗解决方案在实际应用中获得了明显的效果，引起了同行专家们的强烈的反响和

兴趣；王博士第二个专题报告的题目是“Effects of Tuned Slab Damper on Low 

Frequency Ground Vibration Levels on Metro Systems”，他首次把谐振动力减振应

用在道床上，有效地解决道床低频振动及噪声辐射难题，同样在大会上引起了专

家们极大的兴趣和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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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纺织服装创意创新研究生学术论坛在我校开幕 

 

7 月 8 日，由上海市学位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办，上海市纺织科学

研究院丶上海市纺织工程学会与我校共同承办的“2016 上海纺织服装创意创新

研究生学术论坛暨第十届纺织服装创新国际论坛”在我校开幕。上海纺织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裁、上海市纺织工程学会理事长封亚培，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院长

解德诚出席开幕式，校长夏建国及学校相关学院负责人出席开幕式。 

在“2016 上海纺织服装创意创新研究生学术论坛暨第十届纺织服装创新国

际论坛”上，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汇聚，各抒己见，共同探讨上海纺织创新、服

装创意产业的转型发展。此次论坛会期两天，分为开幕式及专题报告，分论坛以

及上海纺织服装创意产业发展研讨。本次论坛邀请了 South Dakot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TraciLamar、东华大学、上

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上海纺织集团、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上海市纺织工程

学会、上海三枪集团、上海市服装研究所等国内外专家，以及来自东华大学、北

京服装学院、西安工程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等全国近 20 多所高校的研究生，围

绕“上海纺织服装创意产业改革与发展”展开专题报告研讨。 

论坛是在上海国际时装文化节固定活动项目，在服装学院创办的“纺织服装

科技与艺术创新”国际论坛（已举办九届）基础上举办。“2016 上海服装创意设

计研究生学术论坛暨第十届纺织服装创新国际论坛”今年 1 月开始公开征稿，截

止征文结束共收到来自全国 20 多所高校研究生的学术论文近百篇。本次论坛旨

在为专家学者、研究生提供创新思维的交流平台，促进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研

究生之间的学术交流与研讨，激发研究生的学术热情，推动全国高校纺织服装相

关学科研究生的科研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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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师参加加拿大国际会议并作专题发言 

 

6 月 20 —22 日，第七届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国际学术会议（PHM-2016）

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 IEEE 可靠性协会倡导，由东华盛顿大学、

马里兰大学和卡尔顿大学主办。学院滕旭东老师应邀出席此次会议，并与瑞典哈

姆斯塔德大学 Mr. FAN Y.T 等一同作题为“Evaluation of Micro-flaws in Metallic 

Material Based on A Self-Organized Data-driven Approach”学术报告。Mr. Fan Y.T

为此设计了展示海报，并在现场仔细讲解数据处理过程和应用实例。 

故障诊断和健康管理一个广泛的跨学科的领域，涉及到信号检测估值、数据

挖掘管理和物理模型预测等多研究方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滕旭东老师与来与

加拿大、美国、法国、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地区）的专家学者进行广泛并深入地

学术讨论，促进了学校在信息处理学科方面的研究和发展，同时也展示近年来在

与国外高校合作中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升学院在论文合著、项目合作和联合

专利申请等国际间深度合作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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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电子学院科研团队参加 ICALIP2016 国际会议 

 

7 月 11 日至 12 日，ICALIP2016（音频、语言与图像处理国际会议）在上海

隆重召开，学院吴飞教授、张娟副教授等多名师生参加了本次学术盛会。会议组

织了 12 个分会，每个分会的组织者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张娟副教授受邀主持

了关于图像处理分会的报告。我校多位教师和学生作为作者在大会上分别就各自

的论文做了精彩的陈述。 

为期两天的会议在 7 月 12 日下午落下帷幕。此次会议会场学术交流热烈，

教授专家以及作者积极发言，为引导我国音频、语言与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应

用和推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据悉，此次会议由上海大学主办，IEEE CIS 上海分会、IET 上海分会、上海

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等单位协办。面对音频、语

言及图像处理技术的蓬勃发展，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 200 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共同交流研究体会，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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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前沿问题”国际高峰论坛在我校举行 

 

编者按：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

育司关于“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的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科技是国家强盛之

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的全面创新要求，深化改革，积极探索，不断适应新

形势对研究生教育的客观要求，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社会保障前沿问题”

国际高峰论坛暨第七届上海市研究生学术论坛在前六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继续

依托我校市级重点学科“社会保障学科”优势，为国内外社会保障学者提供高起

点、深层次、多领域、最前沿的学术交流平台，助其拓宽学术视野，活跃学术思

想，分享研究成果。 

  10 月 22 日，由上海市学位委员会主办，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瑞典哈姆斯

塔德大学、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政府公共决策支

持”研究基地、上海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中心承办的“社会保障前沿问题”国际高

峰论坛暨第七届上海市研究生学术论坛在我校松江校区隆重开幕。 

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党委副书记沈炜、上海市民政局局长朱勤皓莅临论坛并

致贺词，校长夏建国致欢迎辞，开幕式由姚秀平副校长主持，主旨报告由史健勇

副校长和张健明教授主持。出席论坛的还有与我校社会保障学科有着长期合作的

宝山区、虹口区、松江区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本次论坛邀请了瑞典哈姆斯塔德大学埃巴.松丁教授，美国佛里罗达大学托

马斯教授，北京大学李玲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顾宝昌教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杨宜勇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区委书记、上海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学科带头人汪泓教授，中国建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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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独立董事鲍淡如研究员，浙江大学米红教授，上海理工大学吴忠教授，上海交

通大学潘肖珏教授，南京财经大学曹信邦教授等国内外社会保障领域的专家学

者，围绕“创新与共享：建设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主题，就社会福

利改革、健康管理、医保改革、退休年龄政策、社会保障管理服务以及社会保障

学科建设等热点问题作了主旨报告，阐述了最新观点。 

研究生学术论坛亦受到全国各高校学者和研究生的广泛关注。本次论坛共收

到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

东北大学、中山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财经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近国内知名高校的研究生学术论文 200 余篇，经论坛学术

委员会三审，选取 60 篇获奖论文汇集成册。获奖论文视角独特，对社会保障制

度透彻剖析，充分展现了高校研究生深厚的研究功底和严谨笃学的学术精神。本

次研究生论坛设立青年圆桌和养老服务、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农村及农民工社

会保障、人口政策及其他等五个分论坛专场，围绕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

建设进行深入研讨。论坛受到了中国社会保障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海电视台、

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广播电台、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青年报等媒体的关注。 

本次论坛聚集了一大批专家资源，搭建了一个研究、交流、宣传的平台，形

成了一条连结国内外社会保障研究领域未来的青年才俊的新纽带，在凝结共识、

聚合资源、理论创新、扩大宣传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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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信息技术融合国际会议在我校举行 

 

10 月 14 日上午，由我校主办的 2016 信息技术融合国际会议开幕式在图文

信息中心第二报告厅举行，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韩国全北国立大学、韩国顺天

乡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江西财经大学、

天津科技大学、石家庄铁道大学和我校的 150 余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校长夏建

国出席开幕式并致词。开幕式由副校长姚秀平主持。 

夏建国校长向与会嘉宾介绍了我校的概况、办学宗旨和办学特色，重点介绍

了学校发展理念、特色以及相关特色专业情况。夏校长祝贺会议胜利召开并热忱

邀请中外学者来我校交流访问，共谋教育发展。 

韩国全北国立大学的 Yongchae Jeong 教授介绍了信息技术融合会议的发展

历程。此次国际会议得到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的广泛关注，共收到论文 150 余篇，

最后论文集收录 116 篇。大会旨在为致力于信息技术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和

实际应用开发人员，搭建一个高水准的平台，让此领域学者广泛开展学术交流，

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实际应用中积累的经验。来自韩国、美国、新加坡和中国

等相关高校的信息技术专家学者，在此次研讨会上就信息技术领域的热点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学习和交流，共同分享最先进的工程实践和创新理念，建立了学术界

的协同发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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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举办第三届中韩化学化工国际学术研讨会 

 

化学化工学院与韩国蔚山大学化学与生物化学工程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三届

中韩 SUES&UOU 化学化工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12 月 1 日在我校图文信息中心

第三报告厅召开。参与本次论坛的韩国蔚山大学代表团由 Ik-Keun Yoo、Jin Suk 

Chung、Seung Hyun Hur、Sung Gu Kan 四位教授及 16 名学生组成。 

我校副校长姚秀平、研究生处处长徐菁利、化学化工学院党总支书记刘宇虹、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饶品华、国际交流处副处长张忠魁、研究生处副处长张莉萍以

及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王锦成、副书记熊筱晶等出席了本次论坛。本次研讨会还

邀请了美国阿拉巴马州立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Heath Turner教授和德籍吴远

东教授出席。化学化工学院相应教师代表、研究生代表、本科生代表等近 60 人

参加了本次论坛。 

下午，第三届中韩 SUES&UOU 化学化工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仪式正式开

始。副校长姚秀平代表学校致欢迎辞，他对韩国蔚山大学师生以及美国阿拉巴马

州立大学教授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本次研讨会为中韩师生学术交流提

供了很好的平台，同时也为双方深入开展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提供了有力契

机。姚秀平副校长向韩国蔚山大学代表团介绍了我校近年来在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国际合作等领域取得的新成果，并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学术交流环节，首先由韩国蔚山大学 Seung Hyun Hur、 Sung Gu Kang 以及

美国阿拉巴马州立大学 Heath Turner 三位教授分别作了题为“Electroche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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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enzymatic glucose sensors”、“First-Principles Screening of Proton-Conducting 

Perovskite”、“Modeling the Role of Ionic Liquids in the Molecular Organization of 

Materials”的专题报告，为我校师生介绍了他们在化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随

后，我校化学化工学院的教师代表陈凯敏、王金果、梅大江以及学生代表丁磊先

后介绍了各自的研究领域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期间，与会教师、学生就报告内容

进行相应的提问，深入探讨双方目前研究方向的共同性与差异性，踊跃交流各自

项目的研究原理、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中问题的解决等。  

随后，学术墙报交流展正式开始。两校共有 30 个作品参与展出，其中有 15

个作品为韩国蔚山大学化学与生物化学工程学院学生设计，15 个作品为我校化

学化工学院学生设计。与会师生在各个作品前驻足阅读，作品设计者则为大家介

绍自己的课题背景、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通过一对一的交流方式，加深了双

方对化工领域研究前沿的了解。经过评选委员会专家讨论，本次研讨会共评选出

金奖作品 2 个、银奖作品 4 个、铜奖作品 6 个，并进行颁奖表彰。 

最后，我校化学化工学院院长饶品华对本次学术论坛进行了总结。饶院长对

与会代表、会务工作人员及学生志愿者表示了衷心感谢，希望本次论坛能够为双

方日后更深入的合作打下良好基础，并祝愿中韩化工学术研讨会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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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学生海外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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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016 年学生海外学习交流项目宣讲会举行 

 

为进一步推动我校国际化教育发展，提高学生国际视野，培养更多通晓国际

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具有跨文化交流能力、适应上海经济社会对外开放需

要的国际化人才，3 月 8 日下午，国际交流处在图文信息中心第二报告厅举行了

“梦想起航  筑梦未来”2016 年学生海外学习交流项目宣讲会。学校副校长鲁

嘉华，国际交流处、教务处、学生处和研究生处相关领导、海外院校代表和各学

院师生出席了宣讲会。学生们热情高涨，气氛热烈，会场上座无虚席。 

宣讲会在鲁嘉华副校长的讲话中拉开了帷幕。他指出，学校一直以来都非常

重视教育国际化发展，并以培养国际化卓越人才作为学校发展的重要方向。近年

来，学校积极与海外合作院校联系，为学生提供多种形式的出国学习交流平台。

“十三五”期间，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是学校三大发展战略，更多优秀的学生将

有机会赴海外院校进行学习交流。他同时提出，现今社会的发展对于学生的综合

素质有了更高的标准与要求，国际化的人才是未来企业人才需求的主旋律。他鼓

励同学们积极走出去看外面的世界，提升自己的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为今后

踏入社会，参加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国际交流处处长钱慧敏向在场的师生们介绍了近年来学校在学生海外学习

交流取得累累硕果，同时就学校 2016 年学生海外学习交流项目、申请流程、专

项资金资助等内容做了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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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学生们对海外学习交流有更直观的感受，宣讲会邀请了 2015 年赴海外

学习交流带教教师代表社会科学学院教师周淑芬、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姚思嘉和汽

车工程学院的学生刘珽向大家分享了他们参加海外学习交流项目的心得与收获。 

宣讲会上，来自德国卡尔斯鲁厄应用科技大学代表团就该校的 2016 年的学

生学习项目进行了介绍。同时，教务处、研究生处、学生处的老师也分别就本科

生和研究生的海外学习项目及国际产学合作项目进行了相关政策解读。 

为帮助学生对学校 2016 年海外学习交流项目有更多了解，国际交流处在宣

讲会现场向师生们发放了 2016 年学生海外学习交流项目的宣传单片页和项目手

册。会后，学生们纷纷表示，通过宣讲会，他们对学校的海外学习交流项目更加

了解，项目的详细介绍使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和需求选择适合他们的海外学

习院校。很多学生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会后进行了咨询。 

宣讲会结束后，国际交流处将陆续走进各学院为学生进行 2016 年海外学习

交流项目专场咨询，同时与学校各部门积极配合做好学生海外学习交流工作。 

未来，学校将进一步扩大与海外高校的交流与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海外学习交流项目，为学校的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做好支撑与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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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交处召开学生海外学习交流及国际产学合作出国培训会 
 

 

7 月 8 日上午，国际交流处在行政楼 B301 召开 2016 年学生赴海外学习交流

及国际产学合作出国培训暨外事教育会议，副校长鲁嘉华、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出

国处副处长刘文莲出席会议，相关职能处室负责人、各学院（部、中心）国际交

流工作分管院长和国际交流秘书，以及全体参加海外交流项目的学生、带队教师

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国际交流处副处长张忠魁主持。 

为帮助同学们在国外交流学习期间更好地学习和生活，会议分析和解读了学

校各国际交流、学分互认、产学合作项目的重点注意事项，同时对所有学生和带

队教师开展了外事纪律教育。 

鲁嘉华副校长对国际交流处、各学院以及各职能部门在学生海外交流合作工

作中付出的努力进行了肯定。他对即将启程的同学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并提出了

殷切的希望和要求：一要珍惜机会潜心学习；二要深入思考加强交流；三要严格

遵守纪律规范；四要促进友谊和谐相处。鲁嘉华副校长祝愿全体同学能够度过一

个愉快、有意义、充实的海外学习之旅，并期待大家回国后用实际行动体现学习

成果。 

国际交流处处长钱慧敏向全体参会人员介绍了 2016 年学生赴海外学习交流

及国际产学合作团组情况，她表示，我校出国交流的学生数量逐年增加，学校为

更多的学生提供了良好的海外交流平台，同时不断开发新项目，创造新的交流学

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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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莲副处长结合真实的案例为同学们进行了外事培训，要求学生应牢记三

个意识：一是前瞻意识，要提前准备好出入境各项文件，牢记出入境管理办法；

二是团队意识，要互帮互助，齐心协力；三是安全意识，要重视政治安全和个人

生命财产安全。随后，教务处副处长李霞、学生处副处长周慧艳、研究生邹栎为

同学们介绍了海外交流学习的规定和要求。 

会议最后，各位团组的带队教师组织各团组成员进行了分组讨论，对同学们

的出行细节进行了悉心的关照和安排，确保顺利出国，安全抵达。会后，同学们

纷纷表示从此次培训和外事教育中收获颇丰，即增长了知识又丰富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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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处举行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宣讲会 

 

11月23日下午，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Northwestern Switzerland）Markus Loepfe 教授来我校交流期间，于教学楼 C210

举行了“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宣讲会”。经国际交流处沟通与安排，来

自机械工程学院、电子电气工程学院和汽车工程学院大一至大四的许多学生纷纷

前来参加。 

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涵盖商业、工程技术、建筑学、教育学、社会

科学等学科，位于瑞士索洛图恩州奥尔腾市。此次宣讲会上，Markus 教授主要

为同学们介绍了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的院系设置、学科建设、以及瑞士

的留学生活等。Markus 教授来华前还特意为学生录制了《中国留学生在瑞士西

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小视频，使在座同学们对瑞士留学生活提起了更高的热

情与兴趣。在互动环节，Markus 教授专门为在座学生准备了瑞士特色巧克力，

还与部分学生合影留念，欢迎大家来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留学。 

宣讲会加深了同学们对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的了解，学习热情更加

高涨，Markus 教授鼓励大家为开阔视野、增强个人能力而提早做好出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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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国交处举行 2017 年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学生海外交流项目宣讲会 

 

11 月 16 日下午，国际交流处在行政楼 506 室举行了“2017 年英国爱丁堡龙

比亚大学学生交流项目宣讲会”。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中国中心主任姚翰斌老

师为学生们做了介绍，来自艺术设计、管理、机械工程、汽车工程、化学化工等

学院的多名本科生及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宣讲会，现场气氛热烈。 

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始建于 1964 年，是英国苏格兰地区最大的公立综合

性大学之一。近年来，双方交流频繁，我校已选拔了多批学生赴该校参加硕士双

学位项目、“1+0.5+1”硕士学分互认项目及“2+0.5+1.5”本科学分互认项目及学

生暑期交流项目。此次宣讲会上，姚翰斌老师就该校项目的具体概况、申请要求、

签证材料准备、学费、留学生活等内容向在座的学生进行了详细介绍。在互动环

节部分，姚老师还特别为在座学生准备了精美的小礼品，鼓励大家踊跃提问，积

极讨论，学生们也针对自己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提问，现场互动频繁。 

通过此次宣讲会，学生们对 2017 年度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学生交流项目

有了更深的了解。宣讲会最后，姚翰斌老师也向大家发出邀请，希望学生们能积

极参与该校的海外学习交流项目，在学习交流中增长见识、加强学习能力、提高

综合素质、学有所获凯旋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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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西部大学来我校进行学生海外交流学习宣讲会 

 

10 月 11 日下午，瑞典西部大学来我校访问期间，该校国际交流处副处长

Carl-Fredrik Miles 在行政楼 506 为我校在读本科生及研究生作了一场生动的学生

海外学习交流项目宣讲会。此次宣讲会也标志着我校 2017 年学生海外学习交流

项目已正式启动。 

宣讲会由国际交流处副处长张忠魁老师主持，张老师代表国际交流处感谢

Carl-Fredrik Miles 利用在我校访问期间为学生们作这场宣讲会，也希望学生们能

充分利用宣讲会机会多了解瑞典，了解西部大学，踊跃报名参加 2017 年的海外

学习交流项目。 

Carl-Fredrik Miles 向在座的学生详细介绍了瑞典西部大学的办学历程、专业

情况和周边环境。瑞典西部大学是一所建立于 1990 年的公立学校，且地处市中

心，有着便利的交通设施和良好的生活条件。该校有 5 个英语授课的硕士课程可

供国际学生选择，部分专业还可以申请奖学金。Carl-Fredrik Miles 结合生动有趣

的课件和视频为学生们分别介绍了“2+0.5+1.5”本科学分互认项目、“1+1+0.5”

硕士双学位项目及“1+0.5+1”硕士学分互认项目，包括各项目专业要求，选课

课程介绍和英语水平要求等。对于在瑞典西部大学学习优秀的学生，Carl-Fredrik 

Miles 还向学生详细讲解了申请政府奖学金和当地奖学金的申请流程及注意事

项。听了 Carl-Fredrik Miles 的宣讲，学生们热情高涨，兴致勃勃。现场互动交流

不断，对于学生们的提问，Carl-Fredrik Miles 耐心详细地回答了大家的疑惑和关

心的问题。临近尾声，Carl-Fredrik Miles 代表瑞典西部大学向在座的学生们发出

“see you in Sweden”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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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研究生代表团访问我校 

 

5 月 9 日，在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工程管理系负责人 Ben Baliga 教授及中

国事务负责人 Warren  Yu 教授带领下，该校工程管理硕士师生代表团一行 25

人到访我校。鲁嘉华副校长在图文信息中心第五报告厅亲切会见了来访客人。参

加会见的还有国际交流处、学生处、规划处相关负责人。 

鲁嘉华副校长代表我校师生对圣克劳德州立大学代表团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并从我校办学特色与办学理念、产学合作教育推进等方面向来访师生进行了重点

介绍。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师生对我校特色鲜明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表

现出浓厚的兴趣，在互动环节中，就我校人才培养、产学合作模式、工程类学生

就业等方面积极提问。双方就留学生政策、产学合作教育与就业衔接等问题进行

了深入交流。 

来访期间，代表团师生参观了我校汽车、轨道、航空等特色实验室，研究生

们对我校实验设备、先进仪器饶有兴趣，对我校培养实用、创新人才的理念进行

了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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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习交流团参观“中国馆” 

 

俄罗斯当地时间 7 月 19 日，我院赴俄罗斯圣光机大学一行 25 人来到位于圣

彼得堡市中心的圣彼得堡国立财经大学“中国馆”参观，该场馆由中国国务院和

俄罗斯圣彼得堡共同打造，是国务院新闻办对外介绍中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

品牌项目。 

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图书馆开设的中国馆，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的第 9

个，也是在俄罗斯首个中国馆，面积约 200 平方米，在现有中国馆中面积最大。

其他 8 个分别位于澳大利亚、比利时、日本、坦桑尼亚、刚果（布）、尼日利亚、

乌兹别克斯坦、缅甸。中国馆陈列着各种形式丰富的展品，提供了涉及中国哲学、

政治、经济、历史、教育、文化、科技、汉语学习及当代社会发展的中国优秀图

书近万册，以及 4 万余种优秀电子出版物。参观过后，同学们纷纷表示“中国馆”

让他们感触良多，这里不仅是展示中国文化的世界之窗，更记录了中俄两国全方

位、深层次的互助合作，展示了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这些文字、图片和影像记

录的是过去，是对历史的铭记！呈现的是将来，是对未来的展望！ 

而中国馆所在的圣彼得堡国立财经大学是在俄罗斯被公认的、在俄罗斯教育

部提供的财经类大学表上最好的财经教学与研究的中心。学校于 1930 年创建，

成为当时苏联最大的财经科研和教育中心，也是原来中央银行所在地。2013 年

起，合并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工程大学，改名为圣彼得堡国立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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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在俄罗斯圣光机大学学习的两个月时间里，带队教师将在保证学生圆满完成

学业的基础上，尽可能多的带领他们参观和走访当地各大高校与企业，不断学习

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珍惜在国外学习的每一天，期待能够满载而归。结业仪式

上，Alexey 教授依次为顺利结业的 23 位学生颁发结业证书，并且又单独为翁浩

杰、韩亦阳等 8 位取得全 5 分成绩的学生颁发了优秀学员证书。Alexey 教授随

后为学生送上祝语，他首先肯定了我校学生两个月里表现出的积极的求知欲望、

良好的学习态度和较高的学习能力；又赞扬了我校学生在异国他乡学习和生活过

程中具备的较强适应能力；最后他表示，该项目的顺利完成预示着圣光机大学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首次开展交流合作的良好开端，希望以后该项目可以持续下

去，并谋求更多合作机会，也祝愿学生能将所学知识应用于以后的学习中，学有

所用。 

至此，我校赴俄罗斯圣光机大学为期两个月的学习实习项目顺利结束，25

位师生已于 9 月 7 日顺利返沪。两个月的学习交流让学生们无论从课程学习、文

化交流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受益匪浅，正所谓不枉此行！在学习方面，同学们完成

了三门理论课程以及实践课程的学习，并在最终的总结汇报中取得优异成绩；生

活方面，同学们克服了语言沟通、饮食习惯和文化差异等困难，广交俄罗斯本地

同学及来自各国的留学生好友，自学烹饪、相互剪发，各种从未掌握的技能，却

在圣彼得堡得以实践；文化交流方面，圣彼得堡灿烂的艺术文化氛围，沧桑的历

史遗留古迹，美轮美奂的博物馆和教堂等都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让学生对这

个城市乃至俄罗斯的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此次的暑期交流学习项目是我校与圣光机大学的第一次合作，但我们相信这

只是一个开始，在两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两校一定会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等各个领域寻求更深层次的交流和合作，也希望两校间的合

作能够更多、更好、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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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学院赴俄圣光机大学学习实习项目完成阶段性学习 

 

截止到 8 月 11 日，我院在俄罗斯圣光机大学进行暑期学习的 23 名学生已经

完成了该项目预设的理论课程及实验室课程的学习，接下来学生们将以 3 人为一

组，在不同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完成课题研究报告，最终进行汇

报交流。 

近期，任课教师在课程讲授过程中重点介绍了一些课题相关的理论知识，并

组织学生在实验室编程，对机器手的运动进行控制。在乐高机器人编程的学习过

程中，学生们的积极性很高，参与热情很强，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很快就学会

了对机器人进行 PID 控制，以及对 PID 控制器的参数进行整定，并学习了在机

器人的输入端口连接多个传感器，来实现对机器人运动的精确控制。 

接下来，23 名学生将在圣光机大学导师的指导下开展不同方向的课题研究，

主要研究的课题有：多机器人系统的协调控制、机械手的路径规划、机器手的轨

迹控制、机械人系统的运动控制、机械手的自适应鲁棒控制、机器人应用的计算

机视觉、柔性机器人的建模与控制、PLC 控制系统的设计等，涉及的编程软件有

mat lab、Twin Cat、Bricx CC 等。目前学生分组及导师选定工作已经结束，同学

们已经开始与自己的导师进行细致的沟通，为最终的课题研究报告做准备。 

通过暑期交流，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培养了学

生的创新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16 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纪实 

 
98 

 

2016 

电气学院师生赴俄罗斯圣光机大学参加学习实习项目 

 

7 月 3 日早晨 6:00，上海虹桥机场 T2 航站楼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电子电气工程学院 23 位学生及 2 位带队老师在这里聚集，即将前往

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俄罗斯圣光机大学为期 2 个月的学习实习项目。电气学院党

委书记茅蕾老师早晨五点半专程前往机场为学生送行。 

电气学院 25 位师生此番前往俄罗斯圣光机大学将参加 2 个月的学习实习，

包括现代控制系统理论、系统建模和数字系统控制技术三门课程。通过与世界知

名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开展合作，为在校学生提供国际交流平台，接触国外先进

的教育理念和科学文化技术。希望通过在海外的学习交流，能促使学生们在专业

知识、外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综合素质、工程实践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

方面得到提升，竞争实力得到增强。 

临行前，学院党委书记茅蕾老师再三叮嘱学生们：第一，要有团队意识，在

国外要始终将大局意识和协作精神体现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第二，要有安全

意识，一切行动听指挥，加强人生安全和财产安全的防范意识，特别是女生要更

加谨慎，切勿单独出行；第三，要牢记此行的目的是“学习”，要珍惜此次千载

难逢的出国学习机会，充分利用这两个月的暑期时间，了解本专业的前沿动态，

掌握国外先进的学习理念和学习方法，拓宽自己的国际视野。最后，茅书记与所

有师生合影，并预祝此次俄罗斯圣光机大学的学习实习项目可以取得圆满成功！

期待大家乘兴而去、满载而归！



2016 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纪实 

 
99 

 

2016 

航空运输学院召开 2016 年国际交流工作会 

 

 1 月 26 日下午，航空运输学院召开 2016 年国际交流工作会，正式启动学

院 2016 年的国际交流工作。副院长张旭主持了会议，即将赴台研习的 8 名教师

参加了会议。 

会上，张旭副院长结合前期赴台交流访问的亲身经历，为即将赴台的教师介

绍了中华科技大学的教育特色、师资水平和培训内容，并向赴台的教师提出了“培

训前充分准备、培训中踏实笃学、培训后反哺教学”的希望和要求。 

据悉，学院此次选派了 8 名教师赴台湾中华科技大学进行交流研习，这是学

院首次选派教师赴台湾研习，也是我校首次派遣教师团组赴台湾参加培训研习，

校方和院方对此次研习活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2016 年暑期赴台研习教师将在

台湾中华科技大学参加为期 1 个月的研习活动，研习内容为系统与发动机、航电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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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多媒体设计学院师生荣获釜山国际环境艺术节多项奖项 

第 14 届釜山国际环境艺术节（BIEAF）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开幕。中韩多

媒体设计学院多位教师带领研究生一同参加此次设计与艺术的盛会。咸妍老师的

海报设计作品《Guidelines》获得 Asia Graphics Olympiad 全场唯一金奖，并入选

釜山国际环境艺术节委员会委员。吴亚生老师和刘莹老师 2 位老师艺术作品入选

BIEAF2016 - Eco Contemporary Art 艺术家作品展，在韩国乙淑岛文化会馆举行

的与世界各国艺术家作品。 

  BIEAF 釜山国际环境艺术节自 2000 年 7 月连续 15 年在韩国釜山举行，

为推进环境、文化、艺术、社会和谐发展，打造国际艺术文化主流，共有 27 个

国家 5000 多名各类艺术家设计师参与。2016 年本次 BIEAF 艺术节的主题为“生

活中的设计”，内容包含艺术与设计作品展示与竞赛、艺术演出、学术论坛等内

容。   

咸妍老师、樊荣老师、刘宏江老师、徐嘉伟老师、宁书家老师，陈新同学（研

究生）、耿佳君同学（研究生）的设计与摄影作品突围 BIEAF2016 - Asia Graphics 

Olympiad 亚洲平面设计大赛，艺术节于 10 月 29 日在洛东江文化艺术馆进行颁

奖典礼。 

Guidelines 海报主体是恢弘墨染这一东方文化视觉元素融合世界文化建筑地

标，指向性体现了内在超越的东方文化价值正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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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系赴德州参加太阳能全能竞赛培训会 

 

7 月 27 日，奚峥皓老师率自动化系刘烨老师、段倩倩老师及十名参赛学生

赴山东省德州市参加“2017 中国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第一次培训会暨 SDC

峰会论坛”。 

这次培训会由来自 11 个国家 49 所高校的 400 多位参赛队员参加，会议期间

组委会不仅对 2017 年竞赛场地进行规划、赛事赛规等进行培训，还安排了“智

慧交通在低碳智慧城镇化中的推广及应用”、“低碳智慧城镇化中的开发与运营模

式的探索”等专题研讨会和讲座。 

通过培训交流会，与会师生不仅对 2017 中国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的比

赛细则更加了解，对竞赛更充满信心。同时，也开拓了视野，在 “低碳智慧城

市”课题中为教师的科研兴趣，学生的学习方向上开拓了新的思路。另外，会议

的交流也让与会师生看到我们与国际一流高校的差距，为今后的科研工作和学生

培养有的放矢提供了经验。据介绍，会议由中国国家能源局、德州市政府、2017

中国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组委会联合主办，会上德州市副市长张传忠、中国

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秘书长尹鸿玺博士分别为会议的举办致辞和讲话，“太阳能

十项全能竞赛之父”Richard King 为各个赛队介绍了比赛宗旨以及太阳能技术的

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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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学院顺利举办英国金斯顿大学暑期访学项目 

 

2016 年 7 月 17 日至 8 月 1 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中法学院由吴湘济副院长

带队，组织学生参加了英国金斯顿大学服装艺术设计学院暑期服装设计工作营项

目。此次国际交流项目，学院与金斯顿大学共同做了精心的前期准备，29 名同

学报名参加了这次近 14 天紧凑精致的暑期工作营。这已经是中法学院连续第三

年与英国金斯顿大学服装艺术设计学院合作。 

英国金斯顿大学成立于 1899 年，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壮大，以及与多学

院的合并，如今已经成为伦敦最大的现代高等学府之一。其中，服装艺术设计学

院的教学质量在全英享有盛誉，与英国皇家美院，圣马丁艺术设计学院齐名，为

世界排名第三的服装设计学院。在持续三年的工作营合作中，中法学院的艺术、

技术与市场相结合的办学理念也得到了英国金斯顿大学的充分认可。双方长期合

作建立起的信任关系，为两院间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访学的最后几天，学生们再次回到课堂，将收集到的灵感与学习到的知识

做成最后的服饰作品。学生们为自己短暂的访学设计毕业作品努力地准备，专注

投入。一件件优秀的作品，在这些仅仅是大一的学生们手中诞生。连英国老师都

感叹，“这些中国的孩子们太棒了！”。看似漫长的 14 天访学，学生们都感觉意犹

未尽。在这些天里，参加访学的学生们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也领略到了异国风

情，学会了独立自主。带队的老师们，也通过本次访学活动，与英国金士顿大学

的老师不断沟通与交流，吸收学习英方与众不同的教育方式，深入洽谈更广范合

作方向，将访学项目不断传承下去。相信本次访学的经历，将是老师和学生们人

生中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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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学院学生赴美参加 Robofest VCC 比赛荣获第三名 

 

美国东部时间 2016 年 5 月 14 日，电子电气工程学院的 4 名同学在收到参赛

邀请以后，赴美参加由 World Robofest Championship 举办的面向全球高校的自主

编程机器人大奖赛，并最终在来自世界各国的十余支队伍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三

名。 

电子电气工程学院姚铭楷、戴夏海天、张隽逸、刘星在黄勃老师的指导下，

组队参加了由美国劳伦斯理工大学（LTU）承办的 Robofest 比赛，在 Vision Centric 

Challenge （VCC，视觉中心挑战）比赛项目中，发挥应有实力，最终从来自美

国、韩国、巴西、加拿大等多个地区的选手中脱颖而出。据悉，World Robofest 

Championship 是每年在美国举行面向全球多层次学生的自主编程机器人的比赛，

至今已有 15 年历史了。该赛事吸引着来自全球各个国家高校学生积极参加，其

目的是提升和开拓在科学技术、数学应用、工程设计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大学生

综合实践应用能力，注重学生的创新思维。参赛学生需要独立设计并建造机器人，

同时编写机器人程序。 

本次 ROBOFEST 比赛中，来自各国参加 VCC 项目大学组比赛的队伍一共

有十余支，电子电气工程学院两个学生赛队克服重重困难，奋力拼搏，在比赛中

沉着冷静，出色发挥出自己的实力，经过多轮比赛获得第三名，所有参赛队员都

荣获个人成就单项奖，同时在参赛项目的视频识别速度方面达到了全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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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整个比赛准备过程中都很积极主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从中得到了

巨大的收获，也吸取了深刻的教训。此次比赛中两个赛队再次获得名次和个人奖

项证明了学院在重视理论实践相结合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方面取得的成功，学院将

始终坚持办学特色，每年会选拔学生赴美做毕业设计并参赛，通过课堂教学和引

导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注重对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培

养，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美国东部时间 2016 年 5 月 14 日，电子电气工程学院的 4 名同学在收到参赛

邀请以后，赴美参加由 World Robofest Championship 举办的面向全球高校的自主

编程机器人大奖赛，并最终在来自世界各国的十余支队伍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三

名。电子电气工程学院姚铭楷、戴夏海天、张隽逸、刘星在黄勃老师的指导下，

组队参加了由美国劳伦斯理工大学（LTU）承办的 Robofest 比赛，在 Vision Centric 

Challenge（VCC，视觉中心挑战）比赛项目中，发挥应有实力，最终从来自美

国、韩国、巴西、加拿大等多个地区的选手中脱颖而出。 

据悉，World Robofest Championship 是每年在美国举行面向全球多层次学生

的自主编程机器人的比赛，至今已有 15 年历史了。该赛事吸引着来自全球各个

国家高校学生积极参加，其目的是提升和开拓在科学技术、数学应用、工程设计

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大学生综合实践应用能力，注重学生的创新思维。参赛学生

需要独立设计并建造机器人，同时编写机器人程序。 

本次 ROBOFEST 比赛中，来自各国参加 VCC 项目大学组比赛的队伍一共

有十余支，电子电气工程学院两个学生赛队克服重重困难，奋力拼搏，在比赛中

沉着冷静，出色发挥出自己的实力，经过多轮比赛获得第三名，所有参赛队员都

荣获个人成就单项奖，同时在参赛项目的视频识别速度方面达到了全组第一。 

学生在整个比赛准备过程中都很积极主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从中得到了

巨大的收获，也吸取了深刻的教训。此次比赛中两个赛队再次获得名次和个人奖

项证明了学院在重视理论实践相结合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方面取得的成功，学院将

始终坚持办学特色，每年会选拔学生赴美做毕业设计并参赛，通过课堂教学和引

导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注重对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培

养，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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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圆满完成国际化产学合作教育 

8 月 29 日中午，管理学院暑期第三个国际产学合作团的 14 名师生顺利从韩

国返回，至此，学院 2016 年度国际化产学合作项目三个团均已圆满完成既定任

务。 

今年的国际产学合作项目沿用了以往做法，借助于社会企业的力量，全额资

助了 28 位同学参加国际化产学合作。其中，有 15 名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院

通过社会筹资，让品学兼优、表现突出的经济困难学生也能在大学学习期间有机

会走出国门，拓展国际化视野，激发学习动力。受校学生处委托，还安置了来自

其他 5 个学院的 9 位同学，共组成 3 个国际化团。此前的第一个团和第二个团分

别于 7 月 8 日、8 月 3 日分赴日本、韩国，皆已圆满完成国际化产学合作。 

管理学院此次国际化产学合作内容安排颇为充实，每团以学习管理与服务为

主题，分成理论模块学习、实践模块，以及以临时领队的身份带团完成邮轮海上

实习三个部分。同学们在船上学习基本的工作程序和了解国际邮轮文化，并通过

观察、采访等方式，完成各自的研究课题，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感受和体验不

同国家的文化，拓宽自己的国际化视野。 

通过此次国际产学合作实习，同学们受益匪浅。2014 级财务管理专业的杨

婷同学对于热情友善的工作人员、笑容洋溢的游客、轻松自在的氛围、美味可口

的餐食、一望无际的大海印象深刻。一切都让她得到感悟：大学生不能拘泥于一

个狭小的空间里固步自封，要勇敢地走出去，多多学习，增广见识，明确自己的

目标并为之努力拼搏！ 2013 级金融学专业的陈志强同学感触最深的，是虽然同

批次的同学在实习工作中被划分成了各个小组，但仍然心系集体，积极互帮互助，

无论是哪个小组有困难，其他小组都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在拓展视野的同时促进

了团队协作能力的提升。艺术设计学院 2013 级工业设计专业的王亚楠同学也是

此次邮轮团成员之一，坦言甲板的海风、海上的日出、适时而来的雨境，还有因

缘分相聚在一起的小伙伴，于其而言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一路上的风土人情也

让她体会到韩国的保养文化和日本的养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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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师生赴韩国开展 2016 暑期国际产学合作教育 

 

近期，化学化工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环境工程等专业的师生一行 13 人

飞赴韩国，与韩国蔚山大学开展为期五天的国际化产学合作交流。 

化学化工学院的师生代表顺利抵达韩国蔚山大学后，受到韩国蔚山大学国际

交流处与化工学院的热情接待，并开展交流学习活动。蔚山大学化工学院举办了

一场欢迎会。首先由吴恩锡院长致欢迎辞，对我校师生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

对两校研究生联合培养的模式予以肯定。随后双方的学生代表分别作学习交流，

目前正在韩国蔚山大学进行研究生学习的我院 2015 届毕业生齐阎春晓也分享了

自己过去一年在蔚山大学的所学所思所感，内容丰富受益匪浅。蔚山大学数位教

授与本科生、研究生均出席了本次会议。化工学院的师生们还带领我校师生参观

了学院的实验室，了解目前他们的专业设备和科研条件。此外，在蔚山大学化工

学院教授的带领下，我校师生前往贵校知名合作企业韩国 SK集团进行参观学习。

韩国 SK 集团对师生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在观看了企业宣传片后还请专员带

领参观了集团厂区。SK 集团作为韩国能源化工的巨头，本次参观不仅丰富了学

生的专业知识，同时也扩大了视野。 

 化学化工学院与韩国蔚山大学在产学合作教育领域一直保持友好合作。通

过本次访学交流，化学化工学院旨在通过文化课程、专业讲座及企业参观等形式，

与韩国蔚山大学开展学术、文化交流，以扩大我院师生国际化视野，进一步推进

学院国际产学合作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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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学院圆满完成赴英国坎布里亚大学国际产学合作交流项目 

 

2016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15 日，由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李光安教授带队，以

艺术设计学院研究生为主的一行 12 人赴英国坎布里亚大学参加了为期两周的暑

期国际产学合作交流项目。 

艺术设计学院师生抵达英国坎布里亚大学卡莱尔校区，受到英国坎布里亚大

学国际交流处与艺术学院的热情接待，并严格按照教学计划积极开展学习交流活

动。坎布里亚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带领大家参观了学院各类实验室与教学生活设

施，并选派了以系主任（Steve Ogden）为首的五名教授担任本次培训的课程。 

本次交流活动的课程设置宗旨是通过不同的艺术学教育理念和多维的创意

构思角度来进一步提高艺术类研究生及本科生的专业学习能力。重点开设了创意

设计素描、图形创意设计、摄影拍摄与后期、影片制作、艺术作品欣赏等课程。

任课教师在课程讲授过程中能理论联系实际，组织学生去图书馆、实验室与大自

然中收集创意素材，因势利导，使学生的创意制作和实践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

高，并由中英双方教师与学生共同合作完成了 6 平方米大的艺术作品，英方教师

对学生创作的作品给于高度评价。课程间期还参加了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参观了

Glasgow(格拉斯哥)Kelvin Museunm of Art(凯尔文哥罗维艺术馆)、格拉斯哥现代

美术馆和伦敦的大英博物馆、National gallery（国家画廊）、剑桥大学等人文艺术

圣地,亲身感受大师的作品和名校的氛围。通过中英双方师生的共同努力，学生

们圆满完成了在英国坎布里亚大学的学习交流课程，举办了汇报展，并全部获得

由英国坎布里亚大学颁发的学习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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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学院师生赴马来西亚开展国际产学实践 

 

8 月 14 日，中韩多媒体设计学院师生共 16 人赴马来西亚多媒体大学开展为

期 7 天的暑期国际产学实践交流活动。 

马来西亚多媒体大学是由马来西亚政府于 1997 年批准成立的第一所正式称

为“University”的私立大学，是亚太地区硅谷——多媒体超级走廊（MSC）的

成员。大学因其现代化的实验室和教学设施，新颖的教学方法，高素质的师资力

量及学术研究活动而著称。 

马来西亚国际产学实践——多媒体 workshop 活动由 4 国 5 校，即马来西亚

多媒体大学、韩国东西大学、韩国启明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和我校共同举办的数

字媒体 workshop 活动，由马来西亚多媒体大学多媒体创意学院承办。多媒体

workshop 活动的最后一项议程为第三届 IMMA Fest 数字媒体艺术节，由马来西

亚多媒体大学主办，亚洲诸多高校协办，展出来自马来西亚，泰国，日本，韩国，

中国的学生作品。我校熊凯伦同学的作品获证书。 

在马期间，我校师生受到了马来西亚多媒体大学的热情接待。中韩学院和创

意媒体学院举行了院长级别的会谈，交流双方的教育教学情况及取得的成绩，展

望以后合作的愿景，提出与我院开展进一步合作交流的构想，希望保持持续的友

好合作关系。我院师生参观了创意媒体中心实验室，了解他们 10 年来在数字媒

体学科方面的建设成果。通过本次国际产学实践交流活动，我院学生扩展了国际

视野，增强了专业热情，提高了专业知识学习的积极性，也体验了风格迥异的马

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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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姐妹友好城市项目作品亮相新西兰 

 

今年是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中法埃菲时装设计师学院与新西兰奥塔哥理工学

院合作开展的中国上海?新西兰丹尼丁姐妹友城项目五周年，继 2012 年针对环境

保护的“GREEN 绿色”主题、2013 年关注传统戏剧传承问题的“DRAMA 戏曲”

主题、2014 年投射未来文化愿景与描绘上的“文化憧憬”主题与 2015 年结合各

种文化的“FUSION 融合”主题，今年的“ARTISAN 匠艺传承”主题则聚焦到

匠心精神的传承上。 

2016 中新姐妹友好城市项目上海部分的交流已于今年 10 月顺利完结，新西

兰学生在上海完成了时装大片的拍摄，并与中国项目组的学生一起在上海时装周

进行了精彩纷呈的时装走秀展示。11 月 13 日至 25 日，我校中法学院代表团师

生一行 12 人前往新西兰开展新西兰部分的交流合作，他们中有带着自己设计系

列的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本科学生，也有前往参与作品展示、时装大片拍摄等工

作的时尚艺术设计硕士专业学生。在到达达尼丁前，6 位本科专业学生就根据自

己的设计作品风格选定了各自的拍摄场地，并与硕士专业学生就妆面造型以及工

作内容进行了合理的分配。本科专业学生更多将重点放在了整体造型与服装整理

上，关注如何让自己的服装以最佳效果呈现在大众视野之中，而硕士生则更多将

精力放在了时装大片拍摄以及作品展示环节，包括模特展示、大片拍摄、以及后

期的修片等。 

师生一行经历了新西兰 7.8 级地震的惊魂，于 14 日傍晚安全抵达丹尼丁，

并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一系列拍摄工作。时装大片拍摄的几天都天公不作美，达尼

丁一直阴雨连绵，也为拍摄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临时修改的拍摄计划，摄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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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不足，雨水对摄影器械的损害，极低气温下的冒雨工作。在此过程中，我们的

师生体现出了极高的工作素养与团队合作精神，根据事先的工作分工，师生们发

挥出了自己最佳的状态，互相合作，互相帮助，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抵抗

住不利的条件，高效率的完成了大片的拍摄。从开拍前的妆容发型，到拍摄过程

中灯光、环境、大片构图的策划，到临场应变突发状况的心态调整，最终年轻的

学生设计师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大片的拍摄，也体会到了拍摄成果的来之

不易。这次实战演练，也必将成为他们今后职业生涯宝贵的经验。  

完成大片拍摄后，师生们又投入到动态走秀的筹备工作之中。因正值奥塔哥

理工学院建校 50 周年，中新姐妹友好城市项目五周年，因此此次作品展示格外

隆重。出于对中新姐妹友好城市项目的重视，奥塔哥理工学院特别将项目组中方

学生作品单独划分出了一个版块，继第一版块奥塔哥理工学院服装设计专业毕业

生服装走秀后，紧接着第二部分就是“ARTISAN 匠艺传承”主题的友城项目作

品展示环节。最终走秀作品赢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和高度的赞扬，更有学生作

品获得 ID 时装周组委会的青睐，邀请其直接进入 2017ID 设计新人奖大赛国际

总决赛。在整场毕业秀结束之后，中方参与中新友城项目的学生设计师与外方的

毕业生设计师们针对“ARTISAN 匠艺传承”的理念，进行了交流和学习，汲取

对方的设计理念、灵感和创意。 

这次中新姐妹友好城市项目合作交流对两国学生而言，都是一次提高各自专

业素养、提升艺术修养、拓展国际视野的好机会。同时，也是一堂生动的实践训

练课程，学生们不仅学会了如何与外籍学生交流，更提高了应变能力以及团队合

作精神。2016 姐妹友好城市顺利落下帷幕，中新两国的年轻设计师们，分别在

中国与新西兰的土地上用服装语言生动诠释了匠人精神，进一步加深了两个学

校、两个城市、两个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真正在两个姐妹友好城市之间搭

建起一座桥梁，继续友城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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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中外合作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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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四个中美合作办学本科项目通过认证 

 

3 月 24 日，从上海市教育评估协会 2015 年年会上传来消息，我校与美国劳

伦斯理工大学合办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交通运输专业、电子信息工

程专业和自动化专业 4 个本科教育项目，全部通过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认证，上

海市教育评估协会秘书长江彦桥教授为我校通过认证的项目授牌并颁发了荣誉

证书。 

我校与美国劳伦斯理工大学举办的 4 个工程类本科教育项目，由上海市教育

评估协会根据中外合作办学的特点、教育活动及教学管理的规律，运用中外合作

项目认证指标体系进行的一次综合办学水平及质量的评估，认证指标覆盖了中外

合作办学活动的办学宗旨和目标、组织与管理、教师、学生、课程与教学、质量

保证、设施设备、财务和资产管理、公共关系和社会声誉等 9 个方面。整个认证

过程历时两年半，包括认证的前期准备、与评估协会专家磋商、准备认证评估报

告及佐证材料、评估协会专家的现场考察与评估以及认证委员会会议表决通过等

过程。 

经教育部批准，我校自 2003 年起与劳伦斯理工大学合作举办了 4 个工程类

专业中美合作办学本科教育项目。办学十多年来，双方精诚合作，项目依托我国

及上海市现代产业发展，对接国际学科前沿，引进、消化和吸收美国劳伦斯理工

大学在工程教育领域的精品课程、优质教育师资资源，促进我校工程技术人才教

育模式和培养方式创新，项目特色鲜明，教学成果显著，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具备

国际视野、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此次 4 个中美合作办学本

科项目顺利通过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认证，为之后参加国际工程专业认证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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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美合作办学联合管理委员会会议在我校召开 

 

4 月 15 日上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与美国劳伦斯理工大学中美合作办学联

合管理委员会会议在我校召开。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联合管理委员会主任夏

建国教授和美国劳伦斯理工大学校长、联合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Virinder K. 

Moudgil 教授等中美双方委员参加了会议，双方就中外项目教育合作进行了深入

探讨。 

夏建国校长希望两校在十多年的合作办学基础上，将中美合作办学项目办出

成效、做出品牌，培养更多学生成才，扩大两校合作项目在国内的影响力。他表

示，双方应在积极推进与深化两校合作的基础上不断开拓新领域，促进项目的可

持续发展，不断造福两校师生，实现双方合作与发展的共赢。 

Virinder K. Moudgil 校长表示美方将大力支持中美合作办学项目的发展，希

望双方继续携手共进，为深化两校的项目合作而持续努力，为两校师生带来更多

益处。 

来访期间，鲁嘉华副校长陪同 Virinder K. Moudgil 校长一行参观了我校校园

及特色实验室。Virinder K. Moudgil 校长对我校教学环境及科研设备留下深刻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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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合作办学项目举行双方联合管理委员会会议 

 

6 月 20 日上午，我校与法国巴黎国际时装学院在长宁校区举行中法合作办

学联合管理委员会会议。法国巴黎国际时装学院主席 Patrick Kouzmine-Karavaieff

出席会议，校长夏建国，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裴小倩，副校长史健勇，与其就

中法合作办学项目的情况、财务预算及合作展望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夏建国校长充分肯定了双方合作取得的成果，指出中法合作办学项目是双方

共同的事业，他希望法方在学校长宁校区时尚、艺术专业集群发展的战略部署下，

紧密合作，创新办学体制，通过双方共同努力，进一步提升中法合作办学项目质

量 ， 凸 显 办 学 特 色 ， 促 进 中 法 合 作 办 学 健 康 、 有 序 发 展 。 Patrick  

Kouzmine-Karavaieff 主席指出，办好中法合作办学项目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今年

上半年法国巴黎国际时装学院时装商业 MBA 荣登 2016SMBG 榜首，被评定为

“最佳法国时装学校”，法方将继续推进巴黎和上海校区的优质资源共享，进一

步提升项目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会上，中法埃菲时装设计师学院中方院长周晓鸣、法方院长 Chai  Liwei 就

中法合作办学项目办学情况进行了汇报。中法双方一致同意，将继续加强合作，

共同推进中法合作办学项目顺利开展，将双方合作推上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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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瑞合作办学项目联合管理委员会会议在我校召开 

 

11 月 14 日上午，我校与瑞士库尔技术与经济应用大学中瑞合作办学项目联

合管理委员会会议在行政楼 208 会议室召开。副校长鲁嘉华教授、瑞士库尔经济

与技术应用大学校长 Jurg Kessler 教授等中瑞双方委员参加了会议。双方就项目

联合管理委员会委员调整、办学情况总结以及未来的发展设想和展望等议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校长办公室、国际交流处、教务处和财务处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

了会议。 

鲁嘉华副校长高度评价了中瑞合作办学项目中瑞双方项目负责人员三年来

的工作及取得的丰硕成果。他指出，国际商务（旅游及商务管理）专业中瑞合作

办学项目是我校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得到了中瑞双方政府和

两校的高度重视。中瑞合作办学项目的开展，为两校在高等职业技术国际化人才

的培养理念、培养模式和教育教学方法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希

望双方继续深化交流与合作的层次及范围，进一步开展教师互访、科研合作、学

生交换等各种形式的合作，同时努力将中瑞合作办学项目办成上海市示范性中外

合作项目乃至中瑞两国教育合作的示范性项目。 

Jurg Kessler 校长介绍了瑞士库尔技术与经济应用大学概况并总结了合作办

学项目过去三年的运行状况。他表示中瑞合作办学项目在两校的大力支持下运行

良好，下一步瑞士库尔技术与经济应用大学将与我校共同努力，构建高水平的内

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进一步提升办学质量，培养高素质的高等职业技术国际化

人才，将中瑞合作办学项目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同时，他十分赞同鲁嘉华副校长

关于两校未来的发展展望，表示将积极推进和深化两校的合作内容及范围，加强

两校在教师交流、科研合作及学生交流等其它领域的合作。 

会上，我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胡宁院长、瑞士技术与经济用用大学项目瑞方

负责人 Andreas Deubber 教授和 Barbara Haller 教授分别就中瑞合作办学项目、

办学情况进行了总结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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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留学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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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处举行 2016 级留学生开学典礼暨新生入学教育 

 

9 月 29 日下午，2016 级留学生开学典礼暨新生入学教育在行政楼 506 举行。

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老挝、越南等国家的 50 多名

本科和研究生新生参加了此次典礼。管理学院、电子电气工程学院等相关学院的

副院长、副书记、学业导师代表及辅导员老师出席了典礼。 

开学典礼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拉开了序幕。鲁嘉华副校长代表

学校对 2016 级留学生新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介绍了学校优秀的教学资源

和良好的生活环境，寄语留学生新生把工程大当成自己的家，希望同学们通过互

相交流，培养自身的跨文化素养，学有所成，努力成为友谊的使者。 

管理学院孟勇教授代表学校教师致辞，对留学生新生提出了三点希望：多读

书、多交朋友、多了解中国文化，才能系统全面地了解中国。新老学生代表也相

继发言,希望在今后的学习中能充实自己，突破自我，掌握未来，为工程技术大

学争光。 

典礼之后进行了新生入学教育。学生处和教务处老师分别从日常管理和学籍

管理等方面给新生进行了指导。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的警官从外事法律法规和安

全等角度给新生作了专题讲解。 

在国家“一带一路”大战略背景下，我校正在积极发展和推进国际化工作。

留学生开学典礼和入学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为新生和学校之间提供了一个沟通

交流、增进了解的平台，开启了留学生们在程园的崭新生活和梦想实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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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国际交流处举办留学生汉语写作大赛 

 

近日，由国际交流处对外文化教育交流中心举办的“快乐生活汉语讲述”第

三届留学生汉语写作比赛顺利落下帷幕。12 月 7 日上午，优秀作品汇报演出在

长宁校区报告厅举行，活动邀请部分参赛留学生上台讲演了自己的参赛征文。国

际交流处钱慧敏处长出席了活动，并为获奖留学生颁奖。 

此次比赛自 11 月启动以来，得到全校留学生的积极响应，共收到来自学历

生和语言生的作品近百篇。留学生们围绕“趣”这个主题，用汉语书写了生活中

的种种欢笑和趣事。全体留学生投票选出人气作品；同时，评委老师们从内容、

词汇、结构等方面综合考量，评选出了获奖作品。留学生们凭借敏锐的眼光，从

“趣事”中发现文化差异、领悟中国生活，并用汉语生动讲述出来。在汉语教学

听、说、读、写的四项基本能力中，“写”向来被留学生视为最有挑战的语言输

出形式。中心举办的作文大赛就是一堂生动的写作实践课，让学生在交流和分享

的过程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也能从同学的作品中有所得。 

作为第三届作文大赛，中心首次采用了先书写后汇报演出的新形式，鼓励留

学生克服对汉字书写和写作的畏难心理。作品成型之后，再把自己的作品大声朗

读出来，让写作变得更生动有趣。这种方式也体现了中心数年来在对外汉语教学

上不断尝试创新教学方法，搭建理论与实践平台的努力。今后，中心将一如既往

把创新精神贯穿到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中，提升教学创新能力，提高教学质量，

吸引更多留学生来我校学习。



2016 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纪实 

 
119 

 

2016 

我校留学生参观长宁校区国家大学科技园 

 

    为丰富留学生的课余生活，让留学生零距离接触中国企业，加深留学生

对中国社会文化和经济文化的了解和认知，同时为有在中国创新创业意向的留学

生提供感性认识和经验支持， 11 月 17 日上午， 国际交流处组织我校 40 多名

留学生来到长宁校区国家大学科技园，进行社会考察。 

    科技园为我校留学生的到来做了精心安排，带领留学生参观了智慧电视

产业集群展厅、UCCVR 和创咖孵化基地，邀请企业的创始人跟留学生分享创新

创业经验，在创咖给留学生们做了生动精彩的创新创业指导。同学们跟着工作人

员一路参观，不时互相交谈，展开交流讨论。这次考察让他们直接感受到了中国

的前沿技术的力量，体验到了现代科技对于个人创业的巨大助力。留学生们深为

震撼，同时也被创业者的心路历程深深激励。 

为吸引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创业人员集聚上海，公安部出台了支持上海

科创中心建设的 12 项出入境政策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支持外国留学生在我

国高校应届毕业后在沪创新创业。通过此次考察，学生们也对这项新政策有了初

步了解。国际交流处通过这次考察活动，用一堂生动的实践课程对留学生进行关

于人生规划的启发，让留学生亲耳听到中国年轻人的创业故事，亲眼看到科技园

的创新成果，用创新创业的新政策鼓励他们学有所成之后，能继续在中国创新、

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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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快乐生活、汉语讲述”留学生汉语演讲成功举办 

 

2016 年 6 月 3 日上午，对外文化教育交流中心的第五届“快乐生活、汉语

讲述”留学生汉语演讲比赛及联欢会在我校长宁路校区报告厅举行。此项赛事是

中心为留学生举办的传统系列大活动，旨在激发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为他

们提供展示学习成果的大舞台。从 4 月启动该赛事以来，历经 2 个月，得到了留

学生们和汉语老师的热情支持，共计 40 余名留学生踊跃报名。最后 18 名优秀选

手脱颖而出进入了今天的决赛。 

在比赛中，留学生们满怀激情讲述着他们与中国的趣事，对中文的热爱。他

们的故事有生活中的趣事，也有文化的对比。经过评委们认真专业的评审后，各

个奖项花落各家。留学生们不仅为大家献上了一场激烈精彩的比赛，更呈现了一

台令人惊艳的表演。在比赛中间，穿插了留学们精心准备浪漫的芭蕾舞、优美的

歌曲、激情的小提琴演奏，还有传统的蒙古頂碗表演，充分展示了留学生的多才

多艺。最后，三位汉语老师用一首《中国话》表达了对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期待，

希望他们能继续努力，学好中国话。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选手们在台上短短的 2~3 分钟的汉语演讲，

背后的是两个月以来的坚持不懈地刻苦练习。在老师们的精雕细琢下，选手们最

终用他们的精彩表现，为比赛，为自己，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演讲比赛，不

仅促进了参赛选手不断提高自己汉语表达能力，也激励了观赛同学的学习兴趣。

中心将继续打造“快乐生活”系列活动，为推广汉语和促进文化交流贡献自己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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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民俗汉语运动会圆满结束  

 

5 月 25 日和 27 日，入门级别和初级级别的学生们分别举行了运动会。学生

们都为这次运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不仅要练习中国的传统民俗运动项目，

还要练习汉语。在比赛中，大家不仅比拼了体育项目，还比拼了汉语水平。此外，

各班在准备和比赛的过程中，增进了班级的友谊，同学关系更加融洽，营造了良

好的汉语学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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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商业管理讲座成功举办  

 

为帮助外国留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商业文化，对外文化教育交流中心举办了

一次以“东方管理”为主题的双语讲座，吸引了众多学生参加。 

此次讲座邀请到了本校管理学院孟勇教授，共有近 30 名学生参加。孟教授

着重介绍了东方传统的“仁爱”思想与西方企业理念的矛盾，帮助学生理解中国

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事原则，了解现代东方情境下的商业规则和格局。学生们大部

分是第一次如此深入地接触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商业的影响，不仅听得非常入

神，还提出了很多问题，并且互相交流了自己在中国了解到的一些商业案例。 

这是本中心第一次联合管理学院举办商业讲座，学生们纷纷表示希望还有机

会参加，中心也将于近期再次举办类似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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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文化周第三站——日本文化周顺利举行 

5 月 9 日-13 日，在中心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本学期的第三次文化周活动—

—日本文化周顺利举行。 

 

周一、周二，日本同学们通过图片、手工制品展示了日本的风景和传统文化 

 

周三，日本文化讲座，同学们不仅介绍了传统的日本，还介绍了现代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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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讲座中一起学习简单日语 

 

讲座中日本浴衣试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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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周四、周五，日本美食制作和品尝 

 

一起做一盘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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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文化周第四站——荷兰周顺利举行 

 

荷兰文化展示和美丽的荷兰姑娘 

 

荷兰美食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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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各国文化周第二站——韩国周顺利举行 

 

继各国文化周第一站意大利的顺利举行后，第二站韩国周也在同学们的期盼中热

热闹闹地开始了。4 月 11 号至 15 号，本中心的韩国留学生们为大家准备了生动

的图片板报、深入浅出的韩国文化讲座、韩国电影欣赏讨论、以及韩国食品品尝。 

 

认真听韩国文化介绍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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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讲座中互动讨论 

 

一起学习简单的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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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尝一尝韩国菜 

 

我们做的韩服好看吗 

 

我们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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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歌声，唱响中国情 

 

让人期待的一学期一度的留学生汉语才艺大赛于 12月14日在长宁校区报告

厅隆重举行。在热情洋溢的非洲舞中，本次大赛拉开了帷幕。歌手们从发音吐字、

服装台风都做了精心准备，在比赛中，他们尽展歌喉，动人的歌声，精湛的乐器

演奏，赢得了现场 100 多名观众的阵阵掌声。吉他自弹自唱自创的《夏天的结果》，

中文版《随它吧》……一首首悦耳动人的歌曲，让观众如身临其境般步入歌曲中

唯美的场景。经过两小时的激烈竞争，各个奖项尘埃落定。 

此次活动历经两个月，受到了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充分调动了留学生的综合

能力，从主持、化妆、摄影摄像到奖品赞助，都由对外文化教育交流中心的留学

生或留学生校友担当。值得一提的是，从中心毕业的两位留学生返回熟悉的校区

担任颁奖环节的主持，其中一位是正在攻读我校研究生课程娜娜，另一位是刚刚

在上海开创了自己的护肤品公司李白。两位优秀毕业生的成功经历，激励了同学

们学好汉语的信心，以及学好汉语的广阔未来。 



2016 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纪实 

 
131 

 

2016 

各国文化周活动正式启动 

 

 3 月春意盎然的最后一周，对外文化教育交流中心的“SUES 带你游世界”

第一站“意大利文化周”成功举行了。意大利同学为我们呈现出了了一个美食、

美酒、美景天堂，也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个热情乐观的民族文化。 

在老师的帮助下，4 位意大利同学做出了一块精美的图文并茂的板报，向同

学们介绍了意大利的美食、美景、旅游等实用小贴士。意大利同学带来了美味的

奶酪、醇香的葡萄酒、顺滑的提拉米苏，这些意大利经典的美食，让同学们不出

国门就品味到了意大利的美食。  

除此以外，去意大利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意大利同学通过讲座，生动地为

同学们普及了意大利的咖啡文化、教堂文化等等。这些实用的知识让同学们受益

匪浅。 

意大利文化周的最后一环，同学们观看了意大利的经典电影《美丽人生》。

这部兼顾浪漫和智慧的人文电影，恰恰代表了意大利民族的文化特性。 

“意大利文化周”作为“SUES 带你游世界”的首发站，一炮打响，让我们

期待第二站——韩国文化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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