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说在老焦家地里收玉米的那

些人都是北京来的大学老师和博

士钥 "
2012 年国庆长假期间袁从北京赶

到当地农户老焦家收割玉米的一行

9 人成了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东阳村

老乡们街头巷议的话题遥
这些"北京来的博士"袁是北京化

工大学高分子材料先进制造创新团

队的老师和同学们遥
2012 年七月份毕业留校的焦老

师袁要在假期期间回家帮助年迈的父

母一起抢收玉米遥杨卫民教授了解情

况后决定带领科研团队帮助焦家收

割玉米

2012 年 10 月 1 日袁 国庆长假第

二天袁杨卫民教授一行 9 人踏上前往

山西的火车袁 经过多次换车

和数公里山路的步行袁8 个

小时后大家到达了焦老师的

家乡遥
大家不顾旅途的疲惫袁

第二天一大早就一起来到玉

米地遥 玉米地一望无边像一

片金色的海洋遥 这些习惯了

在实验室敲打键盘和摆弄

自动化器械的老师和同学

们挽起袖子袁喊着号子比赛

收玉米遥 仅仅两天时间袁三块地里六

亩地里的玉米被老师和同学们全部

收割完成遥
"没有你们来袁我们十天半月也

干不完袁干不了这么快袁这么好"袁焦
爸爸说袁" 看到孩子有这么多好的领

导和同事袁 能在这样的单位工作袁我
们很放心尧很高兴"遥

说起这次活动袁 杨卫民教授说袁
团队的建设和发展要靠大家共同的

努力袁除了在科研教学工作中相互帮

助以外袁 更要关心大家生活中的困

难遥 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袁让他感受

到大家对他的关心袁 使他踏实工作袁
尽快成长遥

2013 年 1 月 18尧19 日袁 机电

工程学院全院教职工 100 余人赴

天津参观学习遥 大家先后参观了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和滨海新

区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遥 本次

参观学习活动得到了天津滨海新

区塘沽管委会科技局的大力支

持遥
1 月 18 日下午袁 全院教职工

参观了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国家

超级计算天津中心遥 国家超级计

算天津中心是国家科技部 2009
年 5 月批准成立袁 由天津市滨海

新区和国防科技大学共同建设袁
以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渊863
计划冤信息技术领域"高效能计算

机及网格服务环境" 重大项目"千
万亿次高效能计算机系统" 研制

成果为基础构建的国家超级计算

中心遥
1 月 19 日上午袁大家参观了

滨海新区的大沽口炮台遗址博

物馆遥 炮台始建于明嘉靖年间袁
炮台饱经沧桑袁几经兴废袁它是中

国人民浴血奋战袁抗击帝国主义

侵略者的历史见证遥
本次参观学习活动袁是学院

进一步以走出去的方式学习践行

党的十八大精神袁 探索推进学院

与企业尧 学院与地区开展科技服

务于合作的新模式袁 积极为学院

教工与新区企业的学习交流尧科

技对接与合作服务提供舞台遥 机

电工程学院将继续解放思想袁开

拓创新袁搭建平台袁努力为促进学

院全面发展做出新的成绩遥

北京化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师生党支部
积极开展学习践行十八大精神系列活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后袁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部署下袁北京化工大学机电

工程学院党委以"宣讲进社区袁服务促发展"为主

题袁结合学院师生的学科尧科技尧人才特色袁组织学

院师生走出校园袁开展了系列宣讲服务活动袁以实

际行动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遥
活动中袁 学院师生以行动实践党的十八大精

神袁以交流合作促进共同发展遥本系列活动也受到

了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的肯定袁荣获了"首都

高校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优秀活动"遥

2012 年 12 月 7 日袁 机电学院北区学生党支

部尧研究生党支部发起组织袁并联合多个学院学生

党支部共同组成"本研共学袁跨院联合"宣讲团袁围
绕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袁在昌平

区亢山社区开展了题为"低碳生活袁从我做起"的
宣传活动袁用实际行动倡导社区居民从自身做起袁
节约资源袁注意环保袁绿色出行袁低碳生活袁为子孙

后代留一片绿地蓝天遥

2012 年 12 月 9 日袁 机电学院东区学生党支

部发起并联合学校纪监审联合办公室尧 廉洁社团

组建廉洁文化宣讲团袁 在东城区和平家园社区开

展了主题为"宣传廉洁风尚袁构建和谐社区"的宣

传活动遥 在党的十八报告提出的"廉洁"主题精神

的指导下袁宣讲团成员通过展板尧条幅以及宣传单

等形式将党的十八大有关国民经济尧政治建设尧社
会主义文化发展尧 改革开放新局面和反腐倡廉基

本知识等一一呈现遥

2012 年 12 月 16 日袁机电学院研究生党支部

组织党员尧 积极分子三十余人在昌平区马池口镇

葛村智光小学开展了"弘扬志愿精神袁用爱彰显情

怀"的志愿服务活动遥 在智光小学袁男同学承担铲

雪清扫任务袁女同学陪伴残障儿童开展活动遥同时

党支部也为孩子们送去了贴纸尧小汽车尧蜡笔等玩

具文具袁并陪伴他们一同粘贴图片尧绘画尧聊天尧游
戏尧 唱歌袁将沟通障碍用温情和爱心消除遥志愿服

务活动践行了党的十八大精神袁体现当代研究生"
奉献尧友爱尧互助尧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遥

2012 年 11 月 23 日及 12 月 17 日学院党委与

天津滨海新区塘沽管委会科技局举行了两次交流

研讨袁 探索在先进制造与滨海产业领域开展科技

服务与合作的新模式遥 并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在

天津滨海新区举办了机电工程学院教工党员与新

区企业的学习交流尧科技对接与合作服务活动袁为
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提供舞台袁 进一步发挥了

高校科技创新的服务作用遥深化校企合作袁为区域

经济发展做出贡献遥

机电学院师生党员通过走出去的方式袁 学习

和践行党的十八大精神遥 在今后的工作中学院党

委将继续解放思想袁开拓创新袁以更加丰富多彩的

形式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袁 并以

此为契机袁 努力为促进学院全面发展做出新的成

绩遥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经在全党展

开遥 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和教育部的具体要求袁
7 月 5 日我校召开了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遥机电工程学院将按照学校

部署并结合学院自身实际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遥
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带头袁活动将紧紧

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袁以为民务实清廉

为主要内容袁按照野照镜子尧正衣冠尧洗洗澡尧治治

病冶的总要求袁自上而下深入开展遥 具体方法步

骤院一要深入思想发动袁把学习教育尧思想理论武

装摆在首位遥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先学一

步袁通过自学尧中心组学习尧务虚会尧党建研讨会

等形式袁认真学习必读篇目袁组织开展专题研讨袁
为对照检查和整改落实奠定思想基础曰二要坚持

开门整风袁在解决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上狠

下功夫遥 领导班子开展"走进基层尧关爱师生尧服
务一线"活动袁走进课堂尧走进课题组尧走进学生

班级袁广泛听取意见袁通过师生提尧自己找尧上级

点尧互相帮袁认真查摆形式主义尧官僚主义尧享乐

主义和奢靡之风方面的问题曰 三要抓好整改落

实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遥 明确提出"四个

坚持尧四个反对"院坚持攻坚克难尧动真碰硬袁反对

不思进取尧畏难懈怠曰坚持高效节约尧艰苦奋斗袁
反对奢靡享乐尧铺张浪费曰坚持潜心研究尧严谨治

学袁反对心浮气躁尧急功近利曰坚持以人为本尧人
文关怀袁反对高高在上尧脱离师生曰四要加强组织

领导袁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袁推动学校各

项事业蓬勃发展遥
机电学院将结合实际袁 认真做好学习教育尧

听取意见袁查摆问题尧开展批评袁整改落实尧建章

立制三个环节工作袁 着力解决师生反映强烈尧与
师生切身利益关系密切的问题袁基层党组织着力

解决服务师生尧团结带领师生共同奋斗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袁进一步密切党群尧干群关系遥我们要以

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袁积极推动管理体制和

学科发展机制体制创新袁构建面向国际的人才培

养网络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袁把活动成果转化为

科学发展和人才培养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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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 14 日 12 时许袁为期八天

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

民大会堂胜利闭幕遥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会议精神袁 进一步增强各位学生党

员及预备党员尧积极分子的党性认识袁提高

基层党组织成员的理论修养水平袁 在举国

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大报告精神的浓厚

氛围里袁 我院学生党支部开展了一系列学

习践行十八大精神的宣讲服务活动遥

2012 年 11 月 16 日晚 8 点 30 分袁我院

研究生 2012 级三大党支部在北校区 313
教室联合举办了"十八大"演讲活动遥 此次

活动以观看短片和 10 位党员和积极分子

演讲的形式袁 带领同学们一起学习十八大

的内容和精神遥活动最后袁三位党支部书记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本次演讲进行了总

结遥通过这次演讲活动袁三大党支部的成员

回顾了十年来祖国经历的酸甜苦辣袁 对十

八大的主要内容和精神有了进一步的了

解遥 同学们纷纷表示袁在今后的学习中袁会
从实际出发袁 把十八大的内容和精神运用

到自身的工作尧学习和生活中袁不为祖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一份微薄之力遥

2012 年 11 月 18 日晚 6 点 30 分袁我院

研究生会在北校区 301 教室隆重举办 "
2012 年北京化工大学机电学院野欢庆十八

大胜利召开冶党史知识竞赛"活动遥 本次活

动共分为风采展示尧团队必答尧激情抢答尧
电影竞猜尧冒险冲刺及一锤定音六个环节遥
在每个环节中袁队间激烈竞争袁现场气氛十

分活跃遥最终和谐队以绝对优势夺冠袁遵义

队与星火队经一锤定音环节分出胜负袁分
获亚军尧季军袁接近一个半小时的精彩纷呈

的比赛落下帷幕遥 本次活动旨在加强学生

党员尧入党积极分子尧学生团员对党史知识

的了解袁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水平袁为我院的

党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遥 同时也为我院的

新生力量提供一个展现风采的舞台袁 增强

同学们的凝聚力袁 培养同学们的创先争优

精神袁更好地推动了我院的学风建设遥

2012 年 12 月 6 日袁"本研共学袁跨学院

联合袁 十八大精神微宣讲活动" 在北校区

301 教室顺利进行遥 由机电学院研究生党

支部选送的 4 支代表队袁机电尧材院尧信院尧
理院选送的 10 支本科生代表队组成的微

宣讲团袁 以及各支部成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参加了本次宣讲会遥宣讲会中袁参加宣讲的

同学根据十八大报告的内容与核心思想袁
分别从生态文明尧文化发展尧科技发展尧美
丽中国尧小康社会等方面袁结合自己的理解

与专业知识向在场的同学进行了生动细致

地讲解遥 现场嘉宾就参加宣讲同学的表现

与宣讲内容进行了点评遥 此次" 微宣讲"
活动袁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袁
加强与扩大红色"1+1+N"活动在学生党建

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辐射作用遥 其成

功举办袁 促进了研究生与本科生的互动与

交流袁提高了广大同学的理论水平遥
2013 年 4 月 19 日晚 6 点袁机电学院于

研究生办公大厅会议室召开了名为 叶中国

梦.青年梦.北化梦曳的学习讨论活动袁本次

活动由机电学院学生会和机电学院 3 个党

支部共同举办遥本次活动共分六个组尧每组

5 人袁共分四个环节--讨论何为中国梦曰演
说我的中国梦窑北化梦窑青年梦曰 辩论梦想

与实干的关系曰总结陈述遥通过此次活动的

成功举办袁 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和积极分子

的思想水平袁 同时在每一位同志心理都播

种下了"中国梦窑北化梦窑青年梦"的种子遥

2012 年 11 月至 12 月间袁 为传播正能

量袁共筑中国梦袁我院研究生各学生党支部

相继组织了十八大会议精神的学习会遥 机

研 1202 党支部袁 机研 1102 党支部袁 机研

1203 党支部袁机研 1201 党支部袁机研 1002
党支部袁机研 1101 党支部等六个学生党支

部在我校昌平袁 朝阳两个校区各自开展了

学习交流会袁进一步学习十八大精神袁大家

将其联系到生活实际中袁 得出许多激励人

心的结论遥
安全 1002 班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展

开了一次以"学习十八大精神袁争当优秀大

学生"为主题的团日活动遥 本次团日活动的

目的是让各位同学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会

议精神袁抒发自己的爱国爱党之情曰使得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大学生

中得以弘扬袁 同时促进大学生们更加努力

的学习先进知识曰 激发同学们时刻关心国

家大事袁争做爱国爱党之人袁让在大学中度

过的青春无怨无悔袁充满意义遥 主持人宣

布活动开始后袁 团支书带领我班同学一起

学习了党的十八大精神袁 让大家明确了自

己的义务与责任袁 教会了我们如何去做一

个合格的大学生遥

2012 年 11 月 22 号十八大胜利闭幕之

际袁 机电工程学院本科学生低年级党支部

组织所有积极分子和入党申请人集体观看

了历史记录文献片叶信仰曳袁在同学们中间

引起了强烈反响袁 同学们对共产主义有了

更新尧更深尧更全面的认识袁共产主义信仰

更加坚定遥观看结束后袁在场的所有同学纷

纷表示袁要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袁在任何情况

下都要坚定政治立场袁一心向党遥紧紧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

领导集体周围袁 用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武装头脑袁争取在思想上早日成熟袁成
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人, 从而更好地践行

十八大会议精神遥

在机电工程学院北区团总支的组织领

导下袁 师生们围绕十八大主题开展了一系

列学术实践活动遥2012 年 10 月 23 日袁我院

成功举办了"名师讲堂"之杨卫民教授"软
体机器人"专题报告会遥2012 年 10 月 26 日

下午袁 机电学院知名教授张美麟应邀为机

电学院低年级本科生做了" 大学生如何培

养创新能力"专题讲座遥 2012 年 11 月 8尧9
日袁 在机电工程学院团总支学生会的组织

下袁 大一新生参观了金工实习车间袁 2012
年 11 月 14 日袁机械 1204 班全班同学开展

了"提前展望大二袁构建希望明天"--物理

实验室参观活动遥2012 年 11 月 25 日袁机电

学院公寓团支部 518 团小组开展了" 弘扬

科学精神袁了解科技知识"中国科技馆参观

活动袁以此来发扬学院学科优势袁提高学生

的理论认识水平从而更好地学习贯彻十八

大精神遥 一系列理论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活

动袁使同学们收获了很多袁对科学创新有了

新的理解袁对十八大精神指出的"全面提高

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也有了更深层次的

体会袁 懂得了一个国家的进步离不开科学

的创新遥同学们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学习中袁
在学好专业基础课程的基础上袁 积极发掘

科技方面的创新意识袁 努力在行业中做到

自主创新袁成为未来的创新人才袁从而更科

学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遥
参与社会实践袁凝聚力量遥机电工程学

院师生积极开展社会志愿工作袁走进社会袁
在实践中学习领悟十八大精神袁 同时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遥
2012 年 10 月 13 日袁 机电工程学院志

愿积极分子开展了"筑梦行动"燕京小天鹅

打工子弟小学数学支教活动遥 2012 年 11
月 11 日袁正值十八大召开之际袁北京化工

大学机电工程学院低年级学生第二党支部

党员尧入党积极分子一行十三人袁前往智光

小学农场进行了 "高举党旗跟党走 奉献火

热青春" 智光小学农场志愿活动遥 2012 年

11 月 12 日至 16 日袁 机电工程学院志愿者

团在北区校园内进行了为期一周的" 拳拳

爱心袁传递温暖"智光特殊教育募捐活动遥

2012 年 11 月 16 日袁 机电学院志愿者一行

人集体前往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袁开展"用
爱点燃希望" 机电志愿者团燕京学校美术

支教袁 每次支教之行袁 都体现出了志愿者

们吃苦耐劳袁乐于奉献的优良品质遥他们秉

着机电学子"奉献袁友爱袁互助袁进步"的服

务精神袁用双手袁热情袁知识袁爱心袁帮助那

些处于困难中的人们袁用他们实际行动袁唤
醒更多人内心的仁爱和慈善遥

同时袁为响应十八大袁我们机电工程学

院本科生各个班级从绿色环保袁雷锋精神袁
红色历史等方面来开展了各种类型的团日

活动遥

2012 年 12 月 15 日袁装备 1005 班全体

同学进行了一次环保体验参观活动袁 从环

保绿色出发袁开始了他们的环保绿色行遥此

次参观活动旨在向大家宣传尧 普及环保知

识袁提升环保意识袁让大家意识到环保就在

我们的举手投足之间遥 十八大报告不再

单独提及环境保护袁而是把环境保护尧资源

节约尧能源节约尧发展可再生能源尧水尧大
气尧土壤污染治理等等一系列事项统一为"
生态文明"的概念袁并且上升到空前的高度

作为整个报告十一个部分中的第八部分被

单独强调遥 环境保护在十八大报告中的地

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遥

这些学习践行十八大精神的系列活

动袁促进我院各学生党支部各位学生党员尧
预备党员以及积极分子更加紧随党的脚

步袁 将十八大精神应用到实际工作生活中

去袁在学习和科研过程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袁
争先锋尧做榜样袁为贯彻好十八大精神做好

充分准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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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训练中心一直有着

为学生服务袁为学校服务的优良传

统袁每年承担着面向全校的机械类

及非机类 90 个以上班级的学生的

机械工程实践培训的任务遥 中心全

体党员以身作则袁广大群众积极配

合袁有扎实的作风尧良好的创新传

统和基础遥
中心本着培养创新型人才尧提

高党员素质尧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的原则袁响应建立具有创新能力的

党员队伍和正确引导大学生思想尧
信仰的号召袁在学校和学院领导大

力支持下袁机电学院机械工程训练

中心党支部全体党员带头广大群

众结合自身优良的创新传统共同

参与发起了"服务创新袁竭尽所能"
为主题的创新活动遥

这次活动的主要主题是" 服务

创新袁竭尽所能"袁在有限的资源条

件下袁竭尽所能的服务创新袁努力

创新遥

首先在教学内容上袁每个工种

的培训内容上增加自由发挥创新

环节和学习反馈环节袁以便更好地

为创新进行定期调整和完善曰在教

材上袁为使教材与工程实践更加贴

合紧密袁中心全体于机械制造教研

室联合更新了教材袁使培训与理论

结合的更加紧密遥

支持创新袁就必须有具有创新

能力的指导教师遥 中心竭尽所能的

定期接一些科研和外加工的任务袁
使老师的业务水平能够与时俱进袁
同时提高自身业务技能袁增加创新

素材和拓宽视野遥 近几年来袁鼓励

年轻指导老师把业余时间投入到

晋升技能等级和学历晋升上袁大家

做出了很大努力袁 也取得相当成

效院 一名教师在职研究生已毕业袁
一名老师正踏入在职研究生行列袁

未来几年将陆续鼓励和支持 4 至 5
名老师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基础

上加入此行列遥 此外袁鼓励青年指

导老师参加每两年

一次的金工年会袁
其中袁2012 年撰写

论文 4 篇袁 也增加

了各高校工程训练

中心在发展尧 创新

和改革方面的交流

和沟通遥

工作中袁 对青

年教师的培养也不

能放松遥 对新教师

制 定 新 要 求 新 标

准袁不能墨守陈规袁要大胆创新和

提高综合能力袁 拓宽知识技能袁打
破单一工种的局限袁要求年轻指导

老师掌握 3 种以上加工技能袁督促

他们不断提高袁成为一专多能的人

才袁也为支持创新提供更大的技能

支持遥 在给党组织吸纳新鲜血液

上袁积极关心每个党员工作和生活

状况袁形成互帮互助的氛围袁定期

谈心和了解群众思想动态袁引导优

秀的青年教师积极与党组织靠拢遥

两年来袁先后已有五名新教工提交

了入党申请袁 一名已成为积极分

子遥

线切割加工中袁在完成学生培

训的任务上袁指导老师还利用中午

休息时间袁对学生开放袁进行辅导

和帮助袁为学生创新服务袁几年来袁
反响比较不错遥 2012 年大学生工程

实践能力竞赛袁 在学院大力支持

下袁中心全体共同参与指导袁学生

比赛取得一个二等奖和三个三等

奖遥 中心还支持部分科研加工袁为
支持学校科研项目和大学生的部

分科研活动袁中心特别给予了关注

和支持袁哪怕是无偿的服务遥 中心

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机械创新大

赛袁指定特定指导人员负责和跟随

指导袁定期讨论遥 中心也指导了参

加校内举办的大学生"萌芽杯"创新

比赛的学生袁接待学生面向全校各

年级年级范围遥

为给学生提供相对较好的创

新平台袁中心专门开辟了创新实验

室袁 放置创新常用的工具和前台遥
这两年还特批了几台电脑袁供学生

创新搜集资料袁绘图设计袁编程使

用袁并有小型机床供使用遥

为了给学生创新提供更好的

服务袁鼓励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创

新中来袁 我们在教学中鼓励创新袁
启发学生发现问题袁解决问题遥 做

好创新展板和展台袁让学生更直观

的看到创新成果袁提高学生创新兴

趣遥 并做好安全保障袁解决创新后

顾之忧遥 机械创新需要真干实干袁
实际操作袁 安全保障是非常关键

的袁因此袁每次学生创新袁都要有专

门的指导老师进行指导和培训袁而
且基本没有出现安全事故遥

"服务创新袁竭尽所能"活动袁取
得了很好的成效袁
得到广大师 生的

好评和领导 的大

力支持与认可遥 本

活动提高了 学生

创新的兴趣 和能

力袁给将来实践和

就业开了启蒙课曰
为理论学习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曰 为大

学生建立了" 实践

中发现问题-理论

上学习寻求方法-
再实践中解决"的思维模式袁有目的

有针对的学习袁对现在学不知所用

而缺乏兴趣的现象有一定的改进曰
并建立了大学生创新的长效机制遥

中心通过此活动给国家经济

转型提供创新型人才作出了自己

的努力遥 也增强了党支部的凝聚

力尧战斗力袁争先恐后的竞争意识

和互帮互助的合作意识遥 学校和学

院给与的精神尧物力尧财力的支持袁
让参与其中的师生都感受到了温

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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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14 日袁 我院第十届师生运动会在北

校区运动场举行遥 北校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于景华尧
院党委副书记于洪杰袁以及校体育部尧北区办相关老

师和学院教师尧 本科生尧 研究生 600 余人参加开幕

式遥

上午 8 点袁伴随着激昂雄劲的音乐袁开幕式正式

开始遥 入场式上袁各参赛方阵铿锵有力的步伐和多样

的展现了机电学子们的良好精神风貌遥 庄严的升旗仪

式后袁于景华致开幕词遥 她首先对运动会的成功举办

表示祝贺袁并希望大家发扬顽强拼搏袁互助友爱的精

神袁展示自己的激情和活力袁为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

贡献自己的力量遥 为纪念运动会举办十周年袁开幕式

上进行了场内火炬传递活动袁十名品学兼优的学生担

任火炬手接力绕场一周袁代表学院运动会走过的十周

年袁表达对运动会十周年和学院的深深祝福遥 开幕式

最后进行的是"青春飞扬"文艺汇演袁80 名同学组成的

团体操方队带来充满激情与活力的舞蹈袁震撼全场遥
开幕式的结束正式打响了运动会比赛的枪声遥 场

上运动健儿们奋力拼搏袁场下拉拉队员们大声地呐喊

助威加油遥 此次运动会得到了校院领导以及校体育部

的大力支持袁同时也得到学院师生的积极参与遥 经过

激烈的角逐袁各项比赛圆满成功遥
我们一直注重开展丰富多彩尧积极向上的文体活

动遥 此次学院运动会不仅加强了师生间的联系袁体现

了机电学子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袁同时也为同学提供

了展示自己的平台袁 使同学们得到体质上的锻炼袁成
为学生素质拓展的有效载体袁并为学校的校园文化建

设做出积极贡献遥

机电学院一直将第二课堂科技

创新活动与第一课堂紧密结合袁作
为学生成长尧成才的重要实践环节袁
多举措为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提供

支持遥
学院依托" 第二课堂人才培养

基地"建设袁不断完善学生课外科技

创新体系袁以"机械创新实验室"和"
机械工程训练中心"为基础袁搭建课

外科技创新活动平台曰 针对不同年

级学生特点袁 开展不同层次的科技

活动袁 鼓励更多的学生参与适合的

科技活动袁 在不同成长阶段获得不

同的科技活动的实践体验袁 激发学

生主动学习的兴趣遥近两年来袁学生

在第二课堂科技创新活动中斩获颇

丰遥
以下为我院学生 2012 年以来

科技创新类竞赛获奖情况院
在第八届"萌芽杯"中袁我院赵金明

团队的"多用折叠自行车"项目获得

B 类一等奖袁 罗马等三个团队分别

获得二尧三等奖遥

在北京化工大学第七届" 挑战

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袁我院

的"自通风鞋柜"和"图书自动整理

机器人" 两个项目荣获科技发明类

一等奖袁 并获得了报送北京市参赛

的资格遥
在首都高校第六届大学生机械

创新大赛中袁 我院团队获得一等奖

两项袁二等奖三项袁三等奖三项遥
在 2013 年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项

目申报中袁我院共有 56 个项目获得

学校基金支持袁其中 32 个项目获批

为重点项目袁24 个项目获批为普通

项目遥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学生接触社

会尧了解社会尧服务社会袁培养创新

精神尧 实践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的

重要途径袁 是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和

成才的重要举措遥 为推进学生社会

化进程袁促进广大学生的素质教育袁
我院积极推动社会实践工作科学

化尧精细化发展袁围绕项目申报尧专
题培训尧项目实施尧总结表彰尧宣传

深化等几个环节推进社会实践各项

工作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遥

在 2011 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申报中袁 我院有七个团队获批为校

级重点团队遥 在暑期实践团成果展

示环节袁 我院赴新疆暑期社会实践

团获的新疆省优秀暑期社会实践

团袁 其中 5 名队员获新疆省优秀暑

期实践个人称号曰 2 支团队获评北

京化工大学暑期实践金奖团队 渊全
校共 5 支冤曰1 支团队获评优秀暑期

实践成果奖曰 学院获评"11 年北京

化工大学暑期实践优秀组织奖"(全
校共 1 个)遥

在 2012 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申报中袁 我院有六个团队成功获批

为校级重点社会实践团队遥 在暑期

实践团成果展示环节袁 我院赴陕西

省西安市暑期社会实践团尧 赴重庆

巫溪县暑期社会实践团获评北京化

工大学暑期实践金奖团队 渊全校共

3 支冤袁 学院获评"12 年北京化工大

学暑期实践优秀组织奖" (全校共 1
个)遥

科技创新引领风尚 实践历练促进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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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研究生的课程需要及提高大家科研能

力和专业素质袁机电工程学院研究生会在本学期积

极组织开展了三期行业软件培训系列活动遥

第一期是李启行同学主讲 Matlab袁第二期邱婷

同学主讲 ANSYS, 第三期由保强同学主讲 Fluent遥
他们三位同学都是三种软件的熟练使用者袁被同学

们亲切的称为"大神"遥 培训主要介绍了软件的基本

界面和应用领域袁带领大家现场操作其中的基本命

令并结合实例具体讲解软件的应用袁更难能可贵的

是袁各位主讲人结合自己丰富的使用经验和体会给

大家提出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袁使大家对软件使用

有更深刻地认识遥
培训后袁学术部部长会向前来听课的同学做问

卷调查袁以此了解同学们需要的软件类型尧授课方

式尧授课时间等袁以便提高日后行业软件培训的质

量袁为接下来工作的开展打下基础遥
几次培训吸引了广大研究生的积极参与袁引来

他院乃至东区的许多同学热情报名袁相信在机研会

不断努力不断完善下袁我们的培训课程定会办的更

精更好袁为同学们的切身利益谋求福利遥

2013 年 3 月 19 日袁第十三届中国国际石油石

化技术装备展览会在京召开遥为响应学院积极参与

学术活动尧努力提升科研能力的号召袁机研各班于

3 月 20 日分别组织开展了参观展会活动袁 同学们

积极响应袁认真参观袁收获颇丰遥
本次展览共吸引了来自全球 62 个国家和地区

的参展企业 1500 家袁包括国际著名的 GE尧贝克休

斯尧API 等袁也有大家熟知的国内知名参展企业袁如
中石油装备展团尧 中石化石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尧
中海油尧中国船舶尧中船重工等遥

同学们满怀对观展的渴望袁不顾早高峰的人流

拥挤和暴雪引来的寒冷天气袁辗转来到位于顺义区

的新国展进行参观遥 在会场袁同学们面对众多关于

石油石化方面的机械设备等展品袁抑制不住激动地

情绪袁纷纷对感兴趣的新技术尧新展品进行仔细地

研究和咨询袁通过索要资料尧观看视频尧请教参展商

技术经理等方式袁更为深入而全面地了解了相关设

备的设计理念和研发思路遥经过几个小时的参观学

习袁同学们受益匪浅袁感触颇深袁活动得到预期效

果袁取得圆满成功遥
本次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的参观活动袁使得大

家不仅对于目前新的石油石化技术有了初步的了

解袁也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和追求目标遥 此

外袁同学们也意识到一味埋头读书尧只看理论不顾

实际是不可取的袁应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袁适当

通过参观尧实习等实地考察方式等来帮助自己提高

科研能力袁为振兴我国的装备制造业添砖加瓦浴

--我院参观第 13 届中国国际石

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

为加强学生假期安全教育尧 努力消除一切安全隐患袁机
电学院于 4 月 1 日下午东区在机械楼 408 会议室尧4 月 2 日

上午北区研究生办公大厅 104 室分别给东区尧北区研究生同

学召开了"清明"假期安全教育工作布置会遥 研究生辅导员任

峰老师主持会议袁各班班长尧支书袁机研会主席团成员及各部

部长参加了会议遥
首先袁 任老师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安全工作的相关文

件袁针对各类安全隐患提出预警袁提醒大家要强化安全观念袁
加强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遥接着袁任老师从实验室安全尧假期

出行安全尧 实习和兼职工作安全等方面具体讲述了注意事

项袁特别强调北区女生晚上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等遥 任老师

希望各位学生干部提高警惕袁以身作则袁认真组织本班级的

同学深入进行安全教育遥 同时袁针对班级安全管

理工作袁他提出了几点要求院各班对班级同学的

去向进行备案登记袁建立紧急联系人曰遇到突发

事件及时上报等遥此外袁任老师还倡导各班级尧各
支部抓住清明假期契机袁紧追"中国梦窑青年梦窑
北化梦"的实践方针袁开展一些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的活动袁使得同学们的清明假期充实而有

意义遥
最后袁任老师希望同学们时刻以"安全第一"

为行动准则袁提高防范意识袁度过一个安全尧愉快

的假期遥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袁消除一切安全隐患袁快乐学习平安出行

2013 年 3 月 30 日晚袁主教 303 座无

虚席遥 机研会文艺部主办的叶演讲与口才

系列活动曳之配音大赛于此成功举办遥
本次比赛共有六支队伍参加袁分三轮

进行遥 大家带来的配音片段内容丰富多

彩袁加上颇接地气的表演袁使得全场欢声

笑语尧高潮迭起遥 第一环节--自选题材配

音遥 霍朝沛等四人组成的队伍袁带来的大

话西游与人在囧途的拼接版视频加之有

关食堂菜价的调侃袁赢得满堂喝彩遥 最后

上场的张米斯队以深入人心的 叶甄嬛传曳
片段惊艳四座袁博得全场雷鸣般掌声遥 第

二环节--挑战升级院 选手现场抽签随机

为某个视频片段配音袁着实考验了选手们

的应变能力遥郝姗团队抽的是动画片海绵

宝宝找工作的片段袁没有字幕的窘境反而

激发了她们的创作潜力袁诙谐幽默的配音

逗得大家前俯后仰遥 随后袁叶西游降魔曳尧
叶天下无贼曳相继地呈现袁使得现场笑声连

连遥第三环节--冠亚军代表队表演赛遥经

典的小品叶说事曳经两支队伍之口出现了

山东话和浙江话两个版本袁流畅的表演中

流露出精湛的技艺遥历时近两小时激烈比

赛袁于晚上 9 点圆满落幕遥
配音大赛在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同时袁

还给大家创造了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尧提
供了一个挖掘自己才华的舞台遥每个人都

是上帝精心创作的作品袁每个人都是自己

生活的主角袁这次你是主角!

为促进各班同学间的友谊尧提高同学们的身体素质尧以更好的风貌迎接校

级足球联赛袁2013 年 3 月 23 日袁机研会体育部在北区小足球场特举办一场院足

球队选拔赛遥
上午十点整袁 比赛拉开帷

幕遥 两队队长分别为马浩和韩

金遥 开场不到 5 分钟袁韩队利用

积极的跑动和拼抢袁在前场断球

成功遥 中场斜传之后袁直接带球

趟入禁区袁果断左脚推射袁但被

门将单手将球扑出遥 拍马赶到的

王阳起右脚二次抽射袁将球送进

球门遥 随后袁马队不甘示弱袁组织

有效的进攻袁利用变速和迂回进

攻袁表面消极实际积极地将比分扳平遥 之后袁比赛双方互有攻守袁双方队员在球

场上各显神通院边路突破尧踩单车尧马赛回旋尧吊射尧蝎子摆尾打得是难分难解遥
随着结束哨声响起袁比赛意犹未尽地宣告结束遥

通过本次选拔赛袁我院足球队正式组成遥 相信这批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会带

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并在以后的足球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袁让我们拭目以

待浴 加油吧袁少年袁加油吧袁机电院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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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以来机电学院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袁响
应学校号召使学院建设走向更开放的国际化建设模式袁 组建了以

张冰书记和任峰老师为组长并抽调院研究生会和各班各实验室骨

干学生为成员的对外联系工作组遥
对外联系工作根据地理位置把工作组分为欧洲尧美洲尧亚洲尧

大洋洲几个小组遥 目光聚焦在各大洲高等教育较发达的国家袁如
英尧德尧荷尧比尧美尧日等遥 工作组收集各国重点大学信息袁对国际上

的相关学科高等教育和科研情况进行了解和掌握曰 收集各大学学

科和综合实力排名袁为有留学意向的学生提供参考和建议遥 工作组

与各大学相关学科著名教授渊尤其是华人教授冤建立联系袁了解其

在校职务尧研究方向尧研究进展和国际合作交流需要等遥 工作组整

理近五年来我校出国留学学生情况并与他们建立保持联系袁 为今

后的交流工作做好储备袁并愿意为其国内的事务提供帮助袁体现了

母校师生对大家的关心和念念不忘遥 院研究生会还与各国各大学

中国留学生联合会和其他学生组织建立友好关系袁 为学生交流沟

通建立管道遥
工作组已收集信息上百条袁与多所大学尧多位教授袁多个学生

组织建立联系并保持电子邮件来往遥 对外联系工作组将继续保持

与各单位和人员的联系袁收集全球最前沿教育和科研信息袁配合学

校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使机电学院的学科建设尧 科研工作在国际化

的道路上发展的更好更快浴

2013 年 4 月 1 日晚袁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尧
机电工程学院共同在科技大厦 302 会议室举办

交叉学科建设研讨会遥 机电工程学院分党委书记

书记张冰尧院长王奎升袁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分

党委书记张丽叶尧院长袁其朋等两学院领导及 20
余名教师参加会议遥

两个学院的教师分别详细介绍自己的研究

方向袁针对能够开展院际合作尧学科交叉的领域

提出各自的意见与建议袁并展开讨论遥 两个学院

的科研团队之间此前已多有合作袁生命科学与技

术学院教师在多项科研课题研究中遇到的装备

问题袁 是由机电工程学院教师通过研制新机械尧
设备加以解决的遥

通过本次研讨袁两个学院初步确定"生化过

程可视化"尧"生物质能源尧材料制备过程工程"尧"
微流体检测材料制备"等可形成学科交叉的研究

领域遥 两个学院在学科建设尧科学研究尧团队人员

方面的相互交叉与合作袁将使两个学院现有的科

学研究工作向着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袁并将

有力促进新理论尧新发明的产生袁形成学校自主

知识产权新的工程化技术遥
本次研讨会为两个学院之间的合作与交叉

学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遥 在今后的工作和研讨

中袁两个学院的交流与合作将逐步深入袁并形成

推动两个学院共同发展的新学科方向遥

5 月 9 日 18 时袁机电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

先进制造"学科交叉班第一次课程教学在机械楼

408 会议室进行遥 "新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

聘教授尧 英蓝实验室学术带头人杨卫民教授为

交叉班 30 名同学进行授课遥 交叉班班主任阎

华尧指导老师焦志伟参与本次教学遥
本次课程的主题是大脑科学与思想工程遥

杨卫民教授首次提出了"思想工程"的概念袁即将

大规模劳动组织高效协作的工程方法引入到脑

力劳动领域袁 利用现代脑科学原理基础上的产

生和发展的思维导图袁实现思想活动的可视化曰
在问题提出后袁利用思维导图整理思路袁以此作

为分析问题时进行思想交流的工具袁 然后建立

标准并进行工作分配袁同时袁也可利用思维导图

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遥 通过这种方式袁将各个

领域的专业知识有效的结合在一起袁 进行交流

与碰撞袁集成整合袁从而全面的解决问题遥 简而

言之袁与机械工程或建筑工程类似袁"把想法画出

来浴 "
本次课程还将现场网络视频教学引入授

课袁不仅授课现场的学生可以聆听课程袁不能到

场的同学也可以通过视频教学参与到课程中袁
不受教室容量限制遥 网络教学视频的同步放映袁
使得没有进入交叉班的同学也可以利用这个机

会提升自我的整体专业素养袁 使得教学资源得

到更高效的利用遥
课程持续两个小时袁师生频频互动遥 交叉班

的同学纷纷表示袁 通过交叉班课程的学习及相

关活动的开展袁 深刻感受到交叉学科班这个平

台给爱好科研尧 乐于创新的同学提供了更好发

展的空间袁学校尧科研团队为把学生培养成为更

具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袁正在做出更大的努力袁
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袁 一定充分利用学校提供

的学术交流平台袁努力提升自我遥

2013 年 3 月 14 日袁在教学院长何亚东老师的

主持下宣布机电学院院级巡视组成立遥
在与会老师的掌声中袁 由何亚东老师给受聘

巡视组老师颁发受聘证书遥 学院聘洪纯一尧 翟凤

安尧张美麟尧王丽英四位退休教师为院级巡视员袁
目的以促进我院的本科教学质量的提高遥

放眼国际，开放思维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与机电工程学院举办交叉学科建设研讨会

2013 年 3 月 18 日上午袁宁波格林美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我校

教育基金会捐赠暨"新能源汽车塑化制造研究中心"成立签约仪式在我

校举行遥慈溪市政府副市长胡建国尧宁波格林美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虞华春等一行 8 人专程来访遥 校长谭天伟袁副校长王峰出席签约

仪式遥 校教育基金会尧科技处尧机电工程学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高
分子材料先进制造科研创新团队"师生代表等参加仪式遥 签约仪式由副

校长王峰主持遥

虞华春董事长代表宁波格林美孚公司致辞遥 他指出袁格林美孚公司

是新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袁此前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通信行业袁包括网

络通讯尧光纤等综合配线产品遥 本次捐资北京化工大学建立科研平台袁
是格林美孚公司谋求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举措袁 得到了慈溪市地方

政府的大力支持遥公司将以高分子材料先进制造技术为依托袁以新能源

汽车塑化制造为切入点袁开拓重点领域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袁加快科

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遥 他希望通过此举能够和北京化工大学建立起

长期紧密的联系袁实现多学科深度交叉和产学研紧密合作袁共同打造出

中国新能源汽车塑化时代遥
杨卫民教授致辞遥 他简要介绍了成立"新能源汽车塑化制造研究中

心"的相关情况遥 他指出袁汽车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袁也是机械产

业的龙头遥新能源汽车是国家的重大需求袁同时也是实现从化工到新材

料再到先进制造的一条龙发展的代表遥本次校企合作成立研究中心袁将
为新能源汽车塑化制造创造良好开端袁 也将打造高端人才培养以及创

新尧创造和创业的全新平台遥
胡建国副市长致辞遥 他表示袁慈溪是一个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袁企业

活力很强袁发展迅速遥他相信此次格林美孚为北京化工大学捐资建立研

究中心袁不仅能够加快实现高效科研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转化袁也将带动

企业壮大并推动慈溪市经济高速发展袁 同时希望今后能够进一步加强

慈溪市与北京化工大学的全面深入合作袁实现双方的共赢遥
谭天伟校长致辞遥 他指出袁北京化工大学是行业性尧特色性非常鲜

明的学校袁在高分子材料先进制造领域拥有坚实的研究基础遥 他强调袁
科技创新是实现百年"中国梦"的驱动力袁与高校研究院协同合作发展

正是带动企业成为

技术创新主体最迅

速和有效的方式遥 慈

溪市政府的大力支

持袁体现了当地政府

对于我校的认可袁以
及对科研创新和行

业发展的重视遥 他相

信袁" 新能源汽车塑

化制造研究中心"的
成立一定能够给格林美孚做出应有的贡献袁推动慈溪市经济发展遥他希

望袁今后双方密切联系袁巩固已有的合作成果袁进一步加强合作遥
随后袁 我校教育基金会何雨骏秘书长与虞华春总裁分别代表双方

单位签署了" 宁波格林美孚公司向北京化工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资金

协议书"遥 科技处杨小平处长与虞华春总裁分别代表双方单位签署了"
关于联合成立新能源汽车塑化制造研究中心和设立格林美孚冠名教授

的协议"遥
谭天伟校长与胡建国副市长共同为新成立的" 新能源汽车塑化制

造研究中心"揭牌遥 根据协议袁格林美孚公司与我校联合成立"新能源

车塑化制造研究中心"袁 格林美孚公司向我校教育基金会捐赠资金袁用
于支持该平台在我校所在地的建设和运行袁 双方依托该研究中心开展

相关具体项目的研究和开发遥

签约仪式前袁胡建国副市长尧虞华春总裁等与会嘉宾参观了我校机

电工程学院杨卫民教授研究团队的实验室袁并对正在开展的 3D 打印尧
熔体微分静电纺丝尧新能源汽车塑化制造等项目给予高度评价遥

1 会议名称院 第 25 届全国水动力学研讨会暨第 12 届全国水动力学学术会

议

时间院 2013-09-20 至 2013-09-25
地点院 浙江省 舟山市

主办单位院 叶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曳编委会 中国力学学会 中国造船工程

学会 浙江海洋学院

2. 会议名称院2013 年全国失效分析学术会议

时间院2013-09-21
地点院辽宁省 大连市

主办单位院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化检验分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失效分

析分会

3. 会议名称院2013 年金属加工与铸造会议 2013
时间院2013-09-22
地点院美国

主办单位院The Minerals, Metals & Materials Society (TMS)
4. 会议名称院 第五届先进设计与制造国际会议

时间院2013-09-25
地点院西班牙

主办单位院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袁哈尔滨工程大学

5. 会议名称院2013 年第三届全国地方机械工程学会学术年会

时间院2013-10-21
地点院海南省 海口市

主办单位院全国各省区市机械工程学会

6. 会议名称院2013 国际动力工程会议

时间院2013-10-23
地点院湖北省 武汉市

主办单位院中国动力工程学会

7. 会议名称院先进材料工艺工程学会(SAMPE)中国 2013 年大型学术会议

时间院2013-10-29
地点院上海市 浦东新区

主办单位院SAMPE 北京分会尧SAMPE 上海分会尧 中国航空学会材料工

程分会尧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尧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先进复合材料重点

实验室尧结构性碳纤维复合材料国家工程实验室

8. 会议名称院2013 年第 13 届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际会议

时间院2013-11-20
地点院广东省 广州市

主办单位院中国计算机学会

9. 会议名称院 2013 机械尧材料工程国际学术会议

时间院 2013-11-23
地点院湖北省 十堰市

主办单位院湖北机械工程学会袁武汉大学袁武汉理工大学袁湖北工业大

学袁英国蒂赛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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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关键时期袁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尧建设创新

型国家的攻坚阶段遥在这一时期袁世界科技

呈现新趋势袁 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新要

求袁 我国科技发展仍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

机遇期遥 "十二五"科技发展的总体目标是院
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袁 科技竞争力和国

际影响力显著增强袁 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

术取得重大突破袁 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提供有力支撑遥基本建成功能明确尧结构

合理尧 良性互动尧 运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

系袁 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由目前第

21 位上升至前 18 位袁 科技进步贡献率力

争达到 55%袁 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实质性

进展遥

重点攻克数控系统尧 功能部件的核心关键

技术袁 增强我国高档数控机床和基础制造

装备的自主创新能力袁 实现主机与数控系

统尧功能部件协同发展袁重型尧超重型装备

与精细装备统筹部署袁打造完整产业链遥国

产高档数控系统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8%~
10%遥 研制 40 种重大尧精密尧成套装备袁数
控机床主机可靠性提高 60%以上袁 基本满

足航天尧船舶尧汽车尧发电设备制造等四个

领域的重大需求遥

以寻找大油气田尧提高采收率尧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油田技术服务和非常规天然气

战略性产业为主攻方向袁 加强油气资源勘

探开发地质理论研究袁 攻克非常规天然气

高效增产等 13 项重大技术袁研制深水油田

工程支持船等 11 项重大设备袁建成 8 项示

范工程袁 使老油田水驱采收率提高 3%~
5%袁海上稠油油田聚驱采收率提高 5%袁勘
探开发整体技术水平达到或接近国际大石

油公司的水平遥

突破先进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技术袁 完善

标准体系袁搭建技术平台袁提升核电产业国

际竞争力遥依托装机容量为 1000 兆瓦的先

进非能动核电技术渊AP1000冤核电站建设

项目袁 全面掌握 AP1000 核电关键设计技

术和关键设备材料制造技术袁 自主完成内

陆厂址标准设计遥 完成中国的装机容量为

1400 兆 瓦 的 先 进 非 能 动 核 电 技 术

渊CAP1400冤 标准体系设计并建设示范电

站袁2015 年底具备倒送电和主控室部分投

运条件遥 完成高温气冷堆关键技术研究袁
2013 年前后示范电站建成并试运行遥 加强

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安全技术支撑和核电

站乏燃料后处理科研攻关袁保障核电安全遥

从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的政策中可

以看出袁我们机械行

业袁无论在制造业的

发展尧资源开采袁还
是动力工程及工程

热物理领域以及故

障诊断与处理方面袁
都对国家的科技发

展与进步有着极为

重要的意义遥

大力发展高效节能尧先进环保和循环应用

等关键技术尧装备及系统遥 实施半导体照

明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尧"蓝天"工程尧废物

资源化等科技产业化工程遥 加强技术的集

成和推广应用袁快速提高我国节能环保领

域整体技术能力及产业竞争力遥
节能环保产业技术包括半导体照明尧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尧"蓝天"工程尧废物资源

化等遥

重点发展大型先进运输装备及系统尧海洋

工程装备尧高端智能制造与基础制造装备

等遥 实施高速列车尧绿色制造尧智能制造尧
服务机器人尧高端海洋工程装备尧科学仪器

设备等科技产业化工程遥 研发高速列车谱

系化和智能化尧绿色产品设计尧机器人模块

化单元产品等重大关键技术袁提升我国制

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遥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技术包括高速列

车尧绿色制造尧智能制造尧服务机器人尧高端

海洋工程装备和科学仪器设备等遥

积极发展风电尧太阳能光伏尧太阳能热利

用尧新一代生物质能源尧海洋能尧地热能尧氢

能尧新一代核能尧智能电网和储能系统等关

键技术尧装备及系统遥 实施风力发电尧高效

太阳能尧生物质能源尧智能电网等科技产业

化工程遥 建立健全新能源技术创新体系袁
加强促进新能源应用的先进适用技术和模

式的研发袁有效衔接新能源的生产尧运输与

消费袁促进产业持续尧快速发展遥
新能源产业技术包括风力发电尧高效

太阳能尧生物质能源和智能电网等遥

大力发展新型功能与智能材料尧先进

结构与复合材料尧纳米材料尧新型电子功能

材料尧高温合金材料等关键基础材料遥 实

施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尧先进稀土材料

等科技产业化工程遥 掌握新材料的设计尧
制备加工尧高效利用尧安全服役尧低成本循

环再利用等关键技术袁提高关键材料的供

给能力袁抢占新材料应用技术和高端制造

制高点遥
新材料产业技术包括高性能纤维及复

合材料和先进稀土材料遥

全面实施"纯电驱动"技术转型战略遥
实施新能源汽车科技产业化工程遥 坚持"
三纵三横"的研发布局袁建立"三纵三链"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遥 全面掌握核心技

术袁加快整车系统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规

模示范袁形成整车及零部件工业体系袁建设

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尧产业标准体系和检

验检测系统袁使我国跻身新能源汽车产业

先进国家行列遥
从这一部分可以看出袁机械行业是国

家战略新兴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渊
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瞄准世

界科学前沿袁进一步完善学科布局袁大力推

动学科交叉和融合遥 积极营造有利于自由

探索的学术环境袁引导兴趣驱动的科学研

究聚焦于国家战略需求遥 加强在若干科学

前沿和事关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方向的战略

部署袁突破一批关键科学问题袁取得一批重

大原始创新成果袁显著增强我国在世界科

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袁为科技长远发

展奠定重要基础遥

重视基础研究基本理论和学科建设袁
结合当前我国学科发展态势袁全面协调基

础学科发展遥 继续保持数学尧材料科学尧工
程科学等学科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袁重点

支持代数数论与代数几何尧材料科学基础

理论尧深部资源绿色开发和绿色冶金理论

与技术的研究遥 加大对空间科学尧动植物

分类学尧流行病学尧工程海洋学等弱势学科

的扶持遥 加强基础学科之间尧基础学科与

应用学科尧科学与技术尧自然科学与人文社

会科学的交叉融合袁支持医学尧纳米尧生物

信息学等综合交叉学科的发展袁积极扶持

新兴学科袁推动学科整体水平的提高遥

继续深化基础科学前沿领域研究袁包
括生命过程的定量研究与系统整合尧凝聚

态物质与新效应尧物质深层次结构和宇宙

大尺度物理学规律尧核心数学及其在交叉

领域的应用尧地球系统过程与资源环境和

灾害效应尧新物质创造与转化的化学过程尧
脑科学与认知科学尧科学实验与观测方法尧
技术和设备创新等重点研究方向袁加强在

合成生物学尧暗物质等新研究方向的部署遥

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袁重点部署农业生

物遗传改良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基础研

究尧能源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尧信
息科学技术基础尧地球和环境系统关键过

程和规律尧人类健康与疾病的基础研究尧基
础材料改性优化和新材料设计探索及服役

失效机理尧制造与工程的科学基础尧多学科

综合交叉的基础研究尧空间科学和航空航

天重大科学问题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大科学问题研究遥

加强顶层设计袁完善管理机制袁推动蛋

白质研究尧量子调控研究尧纳米研究尧发育

与生殖研究尧全球变化研究和干细胞研究

六个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的实施袁力争在未

来五年内取得重大突破遥 以参加国际热核

聚变实验堆渊ITER冤装置建设为契机袁启动

实施核聚变能研究专项遥 根据国际科学发

展前沿和我国科学发展实际需要袁力争启

动相关研究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研究专项遥

加强对三极渊南极尧北极尧青藏高原冤尧
三深渊深海尧深地尧深空冤尧极端环境以及西

部干旱地区等重点区域的生态尧资源尧环境

等科学考察调查袁积极开展对我国周边及

典型区域的综合科学考察遥 支持对动物

志尧植物志尧孢子志和地理志等重要科技文

献尧志书尧典籍和图件的编研遥 加强对相关

科学数据的采集和保护袁进一步完善不同

领域和行业的科学数据库建设袁扩大数据

汇交试点袁促进科学数据共享袁提高服务能

力和水平袁为深入开展相关领域的科学研

究和政府决策提供科学支撑遥

前沿技术是高技术领域中具有前瞻

性尧先导性和探索性的重大技术袁是未来高

技术更新换代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基

础遥 加大对代表世界高技术发展方向尧对
国家未来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引领

作用的前沿技术的前瞻部署和研发力度袁
积极抢占前沿技术发展的制高点遥 对有利

于重点产业技术更新换代尧实现跨越发展

的前沿技术袁要集中力量予以攻克袁力争形

成一批重大产品和技术系统遥 前沿技术研

究中与机械相关的重要技术有院
1

抢占微电子/光电子/磁电子材料与器

件尧新型功能与智能材料尧高性能结构材

料尧先进复合材料尧纳米材料和器件尧超导

材料尧高效能源材料尧生态环境材料尧低碳

排放材料等前沿制高点遥 开展材料设计制

备加工与评价尧材料高效利用尧材料服役行

为和工程化等关键技术的研发遥 攻克稀缺

材料替代与高效利用尧生物医用新材料及

表面改性尧高性能光电子材料与器件集成尧
先进晶体与全固态激光材料尧国家重大工

程用关键材料等核心关键技术遥

围绕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袁在微纳制

造技术尧重大装备技术尧智能机器人技术尧
系统控制技术尧制造服务技术等五个方向

进行前沿及核心技术攻关遥 重点研发面向

制造业的核心软件尧精密工作母机设计制

造基础技术尧面向全生命周期的复杂装备

监测与服务支持系统尧现代制造物联网服

务平台尧控制系统的安全防范与安全系统尧
工程机械装备尧矿山机械装备尧人工器官制

造尧基于微纳制造的绿色印刷技术与装备

和远洋渔业装备等遥

重点探索面向第四代核能尧氢能与燃

料电池尧海洋能尧地热能尧二氧化碳捕集尧利
用与封存等方向的前沿技术遥 围绕节能减

排尧能源材料和装备尧生物质能尧储能等战

略必争领域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袁突
破核心关键技术遥 针对可再生能源尧节能

技术等重大战略技术方向进行重点部署袁
开发一批重大战略产品和技术系统遥

综上所述袁从科技部的国家科技"十二

五"规划中可以看出袁机械行业作为国家的

重要基础行业袁无论在急需发展的重大领

域还是需要前瞻的新兴领域都占据了国家

计划的相当大的部分袁这也足见机械行业

对于国家发展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遥

指标 2010 年 2015 年

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渊%冤 1.75 2.2

每万名就业人员的研发人力投入渊人年冤 33 43

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世界排名渊位次冤 8 5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渊件冤 1.7 3.3

研发人员的发明专利申请量渊件/百人年冤 10 12

全国技术市场合同交易总额(亿元) 3906 8000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渊%冤 13 18

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渊%冤 3.27 5

科技前沿 5
从国家 "十二五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政策看机械行业发展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作为首

都科技发展总体部署的重要方面袁
重视基础研究对于首都经济繁荣尧
城市安全尧人口健康尧生态环境和

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支撑作用袁力求

从北京市的优势和特点出发袁围绕

首都科技尧经济尧城市发展的难点

与热点问题尧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和

中长期需求袁在有长远发展和重要

应用前景的若干学科和领域形成

特色和优势遥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自

然科学和与自然科学相交叉的学

科领域的基础研究尧应用基础研究

及其相关的环境条件促进活动袁设
立研究项目基金尧对外合作交流基

金尧专著出版基金尧联合基金和人

才基金等遥
研究项目基金包括重点项目尧

面上项目尧预探索项目等遥
重点项目研究期限一般为 4

年袁支持科学技术人员围绕北京市

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关键科学

技术问题袁开展深入尧系统的研究遥
主要资助院
1尧具有重要科学意义袁有望取得重

要突破袁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项目曰
2尧 针对已有较好研究基础的研究

方向或学科生长点袁 开展深入尧系
统的创新性研究袁 促进学科发展袁
推动相关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

项目曰
3尧 围绕本市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

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袁有望形成较

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项目遥
面上项目研究期限一般为 3

年袁主要资助科学技术人员在项目

指南范围内自主选题袁开展创新性

的科学技术研究遥 2013-2015 年度

面上项目指南在关注科学前沿尧基
础科学问题的同时袁 加强对能源尧
环境尧生物医药尧新一代信息技术尧
高端装备制造尧公共安全尧交通尧国
家现代农业城建设尧科技文化融合

发展等符合北京未来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需求的领域或方向的引

导遥

1尧 面向新能源装备的复杂机电系

统设计与制造技术研究

本方向重点支持面向核能尧风
能尧太阳能尧氢能尧深海能等典型新

能源装备的复杂机电系统袁多学科

交叉尧融合的系统性集成设计理论

与制造技术研究曰典型新能源装备

的功能生成尧多过程耦合尧动态性

能演变的内在机理与动态可靠性

设计理论研究遥
2尧 仿生与极端服役机器人设计理

论与关键技术研究

本方向重点支持能够突破典

型仿生机器人与极端服役机器人

系统拓扑综合与尺度综合的新机

构尧新理论尧新方法及其实现技术

研究遥
3尧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

关键加工理论与技术研究

本方向重点支持面向高速尧高
效尧精密尧复合高档数控机床与基

础制造装备的新加工理论尧加工方

法及其关键技术研究曰以实现复杂

曲面多轴复合加工以及高速尧高效

复合加工为目标的加工理论与技

术研究曰以实现高速尧高效尧精密尧
洁净尧微细切削磨削加工以及纳米

精度与近零损伤加工为目标的加

工理论与技术研究袁为"精机工程"
实施做好基础技术支撑遥

1尧 提高太阳能转换和利用过程综

合能效的基础研究

本方向重点支持以提高太阳

能综合应用能效为目标的创新性

理论尧技术和应用方式研究曰太阳

能在转换尧传输尧蓄存尧应用过程中

的综合能效评价方法研究曰太阳能

与其它能源系统集成应用技术的

基础研究遥

机械工程学科是研究机械系

统和产品的性能尧设计及制造的理

论尧方法和技术的科学袁它包括机

械学和制造科学两大领域袁涉及机

构学尧传动学尧动力学尧强度学尧摩

擦学尧产品设计尧成形与加工制造

等遥 随着新技术发展及学科交叉袁
出现了仿生机械学尧 纳米摩擦学尧
生物摩擦学尧微纳制造尧仿生及生

物制造尧微电子制造尧制造信息学尧
制造管理学等新的科学遥

1尧绿色设计与再制造技术

2尧数字化设计与数字制造技术

本方向重点支持可靠性设计尧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尧 动态综合补

偿尧质量检测等相关共性技术研究

3尧复杂机电系统可靠性设计尧安全

监测与评估技术研究

4尧 真实机构与仿生机器人设计理

论与实现技术研究

5尧 机械系统与制造过程中的先进

检测与精密测量技术研究

6尧微机电系统与微纳米加工技术

7尧高性能零件/构件精确成形与精

密制造技术

8尧 先进材料成型与车辆轻量化关

键技术研究

工程热物理与能源工程主要

研究能量转换尧传递与利用过程的

基本规律以及能源的高效尧清洁与

合理利用等相关的理论和技术问

题袁在能源尧交通运输尧机械尧化工尧
冶金尧轻工尧建筑尧材料尧环境控制尧
医药卫生尧航空航天以及生命科学

等部门和领域都有广泛应用袁对国

民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遥 本学科鼓

励工程热物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

研究遥
1尧 常规能源利用过程中的节能减

排理论与技术

2尧 分布式能源系统先进理论与关

键技术

3尧工业余热尧余压利用的新技术与

新方法

4尧 工业节能减排的新理论与新方

法

5尧新型建筑节能与供能尧建筑热工

性能测试理论与方法

6尧 面向建筑节能的可再生能源利

用技术

7尧 面向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的新

型蓄能理论与方法

8尧 提高风能综合利用能效的机理

与方法

9尧 高效低污染燃烧中的关键科学

问题

10尧面向节能减排的微纳尺度燃烧

与传热理论

11尧车辆动力系统节能与污染物减

排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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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排名

上海交通大学 1
华中科技大学 2
西安交通大学 3

清华大学 4
哈尔滨工业大学 5
北京理工大学 6

重庆大学 7
大连理工大学 8

湖南大学 9
吉林大学 10

一尧美国智能维护系统(IMS)中心

历史

智能维护系统由李杰教授首

先提出袁 是旨在保证设备系统"近
零故障"(Near-ZeroBreakdown)的
理念袁 推动预测性诊断维护及健

康管理技术应用于工业生产中遥
在此理念倡导下袁2001 年美国威

斯康星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在美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袁 联合

工业界成立了" 智能维护系统渊
Intelligent Maintenance Systems
IMS冤中心遥

目前袁 智能维护中心的研究

团队已经发展到由 4 所大学(美国

辛辛那提大学尧密歇根大学尧密苏

里科技大学尧德州大学)联合组成曰
其成员企业涵盖 15 个国家 75 个

企业袁其中大多为世界知名企业曰
智能维护中心技术成果的应用领

域也由机械设备系统尧 制造生产

线等扩展到风力发电系统尧 与电

动汽车领域袁 其智能电池系统已

在上海国际汽车城作示范遥 在

2011 年袁 还通过美国国家仪器向

全球发布了其 Watchdog Agent 工

具包软件产品遥 已取得多项重要

发明专利袁 涉及机加工尧 风力发

电尧工业制造尧电动汽车电池等应

用领域遥 近年来袁由李杰教授主创

的"主控式创新 (Dominant Inno鄄
vation)"理论等进一步为产业界指

出了价值创新的发展方向遥

二尧 智能维护中心技术

智能维护系统的核心技术是

对设备和产品的性能衰退过程的

预测和评估 对设备或产品进行预

测维护袁 提前预测其性能衰退状

态遥 与故障早期诊断不同的是袁智
能维护侧重于对设备或产品未来

性能衰退状态的全程预测袁 而不

是某个时刻的性能状态诊断遥 其

次袁在分析历史数据的同时袁智能

维护引入了与同类设备进行比较

(Peer-to-Peer)及时地调整相应信

息传输频度和数量作按需分析袁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简单的数据采

样信号传输与分析袁 更提高了预

测和决策准确度遥

三尧成就与影响力

据统计袁 智能维护技术每年

可带动 2.5%-5%的工业运转能力

增长袁 可减少事故故障率 75%袁降
低设备维护费用 25%~50%遥 这意

味着院 在价值 2 亿美元的设备上

应用智能维护技术袁 每年就可以

创造 500 万美元的价值遥 美国智

能维护中心为现代工业从传统维

护方法转变到预测及预防性维护

开发了众多工具包和相关技术袁
已成功应用于汽车引擎尧 焊接机

器人尧空调压缩机尧机床加工尧风

力发电机尧电动汽车等系统遥 正是

智能维护对世界经济的巨大推动

作用袁2002 年袁智能维护技术被美

国叶财富曳杂志列为当今制造业最

热门的技术之一遥 经过 10 年发

展袁 在全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工业

界/院校联合实验室 2012 年的评

估中袁智能维护中心以其 1:270 的

投入/产出比袁位列第一遥由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产业创新与合作专

家通过对会员公司进行匿名访谈

及详细评估汇总后的结果表明院智
能维护系统中心的总投入现值为

310 万美元袁而其收益现值已达到

惊人的 8.467 亿美元遥
自 2005 年以来袁IMS 的毕业

学生中有 80豫进入会员公司工作

袁20% 进 入 大 学 袁 如 GE,Bosch,
Boeing, GM, Toyota, Siemens,
Eaton, Parker Hannifin, 上海交通

大学 (Shanghai Jiao Tong Univ.),
哈尔滨工业大学 (Harbin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清 华 大 学 (Ts鄄
inghua Univ.)等袁为会员企业培养

了人才遥 此外袁凭借智能维护中心

所开发的技术袁其研究人员在美国

NASA 每年举办的世界设备预测

性 诊 断 及 健 康 维 护 PHM Data
Challenge 竞赛中连续取得冠军遥

MIT 于 1951 年在麻省的列克辛顿(Lexington)创
建了林肯实验室遥 其前身是研制出雷达的辐射实验

室遥 该实验室是联邦政府投资的研究中心袁其基本使

命是把高科技应用到国家安全的危急问题上遥 它很

快在防空系统的高级电子学研究中赢得了声誉袁其
研究范围又迅速扩展到空间监控尧导弹防御尧战场监

控尧 空中交通管制等领域袁 是美国大学第一个大规

模尧跨学科尧多功能的技术研究开发实验室遥
1957 年该实验室建成全固态尧可编程数字计算机

控制的雷达系统(Millstone Hill radar)袁实现了对空间

目标的实时跟踪袁既能跟踪苏联卫星的活动袁也能监

控卡那维拉尔角的火箭发射遥 后来袁这发展成弹道导

弹战略防御系统袁 其中关键性的技术是数字信号处

理和模式识别遥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袁林肯实验室

开发了卫星通信系统袁 导致 8 颗实验通信卫星的发

射遥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袁实验室开始研究民航交

通管制袁强调雷达监控袁进行恶劣气象的检测袁开发

了航空器的自动化控制装置遥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袁实
验室为克服大气紊流的影响袁 开发了大功率激光雷

达系统遥 20 世纪 90 年代袁 为 NASA 等开发了传感

器遥 现在袁 林肯实验室则在开发陆地图像处理设

备遥
为了支持庞大的创新研究袁林肯实验室一直保持

了在基础研究上的领先地位袁例如表面物理尧固态物

理以及有关材料的优势遥 它完成了开发半导体激光

器的早期研究袁设计了红外激光雷达袁并开发了高精

度卫星定位与跟踪系统遥
林肯实验室在计算机图形学尧数字信号处理理论

以及设计与建造高速数字信号处理计算机等方面做

出很大的贡献遥 信号处理毕竟是实验室许多项目的

核心技术袁包括高吞吐率的通用信号处理器遥 它在语

音编码与识别方面也有许多出色工作袁 为自动翻译

开拓了道路遥
林肯实验室现有雇员 2432 人袁 它在 2003 财政

年度的经费是 5.226 亿美元袁 其中 91.6%即 4.787 亿

美元来自美国国防部袁这就不难理解 MIT 林肯实验

室事实上是美国军事电子系统的大本营遥

2013 年 1 月 18 日袁 在 2013
年国家科学大会上袁 由中国兵器

工业集团武重集团公司主持实施

的 CKX5680 型数控七轴五联动

螺旋桨加工用重型车铣复合机床

荣获 2012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二等奖遥 此项目机床的研制成

功并投入使用打破了国外技术封

锁和限制袁 使我国成为第三个能

制造此类装备的国家袁 完成了螺

旋桨加工由过去手工打磨到现在

精密机床加工的质的飞跃袁 大大

提高了产品的精度和生产效率袁
标志着我国能够生产大型船用的

静音螺旋浆了遥
此项目是由国家科技部下

达袁属于国家"863 计划"遥 其装备

的研制具有超前性和行业攻关技

术水平袁 综合实力标志着国家水

平遥 研制的 CKX5680 型车铣复合

加工机床以其替代进口和打破西

方技术封锁为项目的重要特点遥
该项目装备主要用于大型高端舰

船推进器的关键部件--大型螺旋

桨的高精尧高效加工遥 机床最大加

工直径达 8.5 米袁 最大承重 160
吨袁定位精度达 0.025 毫米袁这些

参数与国外同类设备比相同袁甚

至 有 超 越 ( 当 时 仅 有 德 国

COBURG 和日本东芝能够生产

该类设备)遥 螺旋桨作为大型高端

舰船推进器的关键部件袁 制造精

度直接影响舰船的平稳性尧 噪声

等机械性能遥
2002 年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尧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段正澄的组织

和指导下袁武重集团袁华中科技大

学尧 镇江中船瓦锡兰螺旋桨有限

公司成立了以中国兵器首席专

家尧 武重集团总工程师为首的项

目组袁采用产尧学尧研尧用的模式袁
在国家"863 计划"的支持下袁历时

10 年间袁 从无到有地研发出我国

首台大型高性能螺旋桨加工用数

控重型七轴五联动车铣复合机

床袁 实现了螺旋桨一次装夹全工

序加工完成袁效率提高 3 倍以上袁
完全达到了项目计划的设计目

标遥
该机床装备正式投入运行之

后袁 已加工出多种规格的螺旋桨

产品袁 凡加工出的螺旋桨产品经

用户检测可达特高级(S 级)精度遥
部分螺旋桨产品已出口袁 用于意

大利等国家的高档豪华邮轮上遥
据初步统计袁 此项目已新增

产值 6.81 亿遥 该项目获授权发明

专利 1 项袁 实用新型专利 4 项袁公
开发明专利 2 项曰 研发团队发表

论文 15 篇遥 此项目研发成果的创

新技术和功能部件袁 已成功应用

到多台其它类别数控重型机床装

备上袁 对提高我国高端舰船和发

电装备制造能力以及国防安全做

出了重要贡献遥

6

七轴五联动重型车铣复合机床荣获
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近日袁中国工程院尧科学院公布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袁工程院 560 人科学院 391 人遥 其中淤女性共 57 位袁
占 6%于最年轻的 37 岁袁王俊曰最年长的 77 岁袁徐芑南盂工程院增选院士平均 55.8 岁袁科学院 53.7 岁榆8 名工

程院增补院士为企业高管虞49 岁的水利部副部长李国英是名单中唯一官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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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

专业在全国高

校中具有 "博

士一级" 授权

的 单 位 共 44
个, 具有"博士

点" 授权的单

位共 39 个袁排

名如左表遥
排名第一

的上海交通大

学 1913 年 设

立了机械科袁
是上海交通大

学历史最悠久的院系之一遥
交大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通过国际化合作办学尧

师资队伍建设和高水平的学科建设袁把学院发展成为

师资水平高尧办学实力强尧管理效益好袁科学研究水

平尧 学生培养质量和产学研综合能力处于国内领先袁
整体办学实力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现代化尧国际化

的新型学院遥 与美国密西根大学开展科研合作袁与美

国普渡大学尧 香港大学开展 2垣2 本科生培养合作袁与
辛辛那提大学开展 2+3 本科双学位合作袁与美国普渡

大学尧 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展 3+1+1 本硕联合培养项

目袁 与挪威科技大学新签署硕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协

议遥建立了上海交大原国外高校原跨国企业三方合作的

国际学生工程合作项目模式袁以提高学生的工程设计

经验尧跨文化合作能力和国际视野遥 形成国际化的师

资队伍和考核聘用体系尧 国际前沿水平的科研基地尧
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能力尧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和评估

体系以及国际化的管理体系遥
在 2011 年完成国际化评估工作袁 学院被认为在

过去 5 年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袁整体实力接近世界前

50 名袁部分研究领域已经跻身世界一流遥 目前学院已

被列入国家 17 所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学院之一袁 并围

绕野建立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为根本任务的

世界一流学院冶的目标袁从人才培养尧师资队伍尧科学

研究和体制机制几个方面逐步实施一系列改革遥 根据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的 2012 年一

级学科评估排名结果袁 学院机械工程学科排名第一袁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排名第三袁核科学与技术

排名第五遥

1援 三个系及一个二级学院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系下设 9 个研究所遥 本系设有野机
械工程冶一级学科博士点尧硕士点袁主要研究方向有先

进制造工艺及装备尧机器人及自动化技术尧数字化制

造及制造业信息化尧振动冲击噪声尧薄壁件精密成形

与大飞机装配尧知识工程尧生机电系统与生物制造尧精
密及特种加工与测试尧智能物流系统尧机构学与系统

动力学等遥

动力与能源工程系下设 6 个研究所遥 拥有野动力机械

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冶袁野燃煤污染物减排国家工

程实验室渊上海冤冶尧野太阳能发电及制冷教育部工程

中心冶及多个校企联合实验室和研发中心遥 主要研究

方向有院高效洁净能源转换与供能尧热力系统计算机

仿真与优化尧燃烧与环境技术尧煤的多相流燃烧热物

理尧制冷与低温工程尧太阳能利用与建筑节能尧微动力

系统传热传质尧燃料电池尧先进热交换理论与技术尧汽
车动力总成与控制等遥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生产系统工程尧质量与可靠性尧物
流与供应链管理尧服务工程以及产品工程袁并在半导

体制造系统建模与生产控制尧制造管理尧服务型制

造尧集装箱港口运作优化及医院管理等方面形成学科

特色遥

野核科学与工程学院冶 现为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下属

二级学院遥 主要研究方向有院核能安全及严重事故研

究尧多相流动及沸腾传热理论与实验及流场测

试技术研究尧两相自然循环与流动不稳定性及非能动

技术研究尧核燃料循环与材料尧核电厂水化学尧核
辐射探测技术尧辐射应用技术研究尧核电厂控制及故

障诊断技术研究等遥 2010 年学院新增核科学与技

术一级学科授权博士点与核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授

权硕士点遥
2援 八个国家及省部级重点渊工程冤实验室和工程中心

机械系统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汽车电子控制

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燃煤污染物减排国家工程实验

室渊上海冤;舰船振动与噪声控制国家级重点学科实验

室;动力机械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太阳能发电及

制冷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上海市复杂薄板结构数字

化制造重点实验室; 上海市网络制造与企业信息化重

点实验室

3援 五大学科交叉平台

袁 致力于能源利用和新能源开发研究曰
袁袁 整合和优化车辆工程相关学科和研

究团队袁瞄准国际汽车科技前沿袁已经成为具有上海

交大特色的汽车学科研发大平台曰
研究内容包括核电泵阀尧辐射测量与防

护尧放射性废物管理尧水下检修装备尧核电站全数字化

仪控尧巨型重载核电设备制造装备尧核反应堆安全分

析尧严重事故管理尧概率安全评价尧核反应堆热工水力

等曰

1尧在研的重要科研项目

2012 年学院共获得自然基金项目 74 项遥 截止到

2012 年 12 月在研的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260 项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院林忠钦 复杂装

备的数字化设计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院吴慧

英 基于无源和有源方式的集成微纳系统高效热质传

递理论与技术袁彭志科 复杂机电系统非线性动力学频

域辨识方法曰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院李淑慧 塑性加

工工艺尧模具与装备袁王丽伟 吸附式制冷与热功转换

技术遥 国家野973冶计划项目院首席科学家 朱向阳 人体

运动功能重建的生机电一体化科学基础袁首席科学家

高峰核电站紧急救灾机器人的基础科学问题遥 国家

野863冶项目院高峰 高性能四足仿生机器人机构驱动与

控制关键技术研究袁杨建国 面向中小企业的云制造服

务平台研发及应用袁黄震 国 VI 标准电控二甲醚车用

发动机的研究袁金先龙 大型工程设备结构力学并行计

算软件及应用袁章俊良 低铂高性能车用燃料电池电堆

技术袁金惠良 智能农业装备目标识别尧定位与控制技

术遥
2尧2012 年标志性项目及成果简介

奖励完成人院 王彤尧谷传纲尧蒋建辉尧费春印尧杨波

等遥 奖励完成单位院 1.上海交通大学 2. 锦州新锦化机

械有限公司 3. 江苏灵谷化工有限公司遥在先进尿素生

产工艺与装置的大型化发展过程中袁CO2 离心压缩机

组面临着大流量尧高压比尧宽工况范围尧尽可能大的喘

振裕度和低故障率等的要求与挑战遥 同时为了解决进

口进组普遍存在的故障率高尧连续运行时间短尧容易

喘振等问题袁本项目以我国当前最大容量合成氨尿素

装置的中 CO2 离心压缩机研制为依托袁实现了 40 万

吨合成氨 75 万吨尿素装置中的首台套 CO2 离心压

缩机的国产化突破袁开发了多项创新技术袁可以使设

计的机组不经过性能试验袁一次试运投产成功遥 在转

速为额定转速的 97豫时袁日产量达到 2180 吨尿素袁比
原规划的日产量 2000 吨增加约 9 豫袁说明该

机组具有能良好的变工况运行性能遥
3尧2012 年科研经费

2012 年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到校科研经费总

计 38,195.58 万元袁扣管经费 32,094.64 万元遥 其

中纵向经费 21,811.25 万元袁 横向经费 16,384.33 万

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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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 渊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袁MIT冤是美国一所综合性私

立大学袁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袁查尔斯

河渊Charles River冤将其与波士顿的后湾区

渊Back Bay冤隔开遥 麻省理工学院无论是在

美国还是全世界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袁
培养了众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士袁
是全球高科技和高等研究的先驱领导大

学遥 MIT 的自然及工程科学在世界上享有

极佳的声誉袁其管理学尧经济学尧哲学尧政治

学尧语言学也同样优秀遥
至 2009 年袁 先后有 78 位诺贝尔奖得

主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或工作遥 经过麻

省理工学院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袁
时至今日袁但凡有人提起"世界理工大学之

最"袁人人皆推麻省理工学院遥 麻省之名蜚

声海外袁 成为世界各地莘莘学子心向神往

的科学圣殿遥 麻省理工学院的自然及工程

科学在世界上享有极佳的盛誉袁其管理学尧
经济学尧哲学尧政治学尧语言学也同样优秀遥
另外袁 麻省理工研发高科技武器和美国最

高机密的林肯实验室尧 领先世界一流的计

算机科学及人工智能实验室尧 世界尖端的

媒体实验室尧 和培养了许多全球顶尖首席

执行官袁 斯隆管理学院也都是麻省理工赫

赫有名的宝贵资产遥
现任校长为拉斐尔窑莱夫 渊L. Rafael

Reif冤袁于 2012 年就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遥
是知名的电气工程师遥

当今世界袁MIT 无疑是工程型大学的

翘楚遥 以下部分将通过其机械工程专业课

主要研究领域动态及知名教授进行重点说

明介绍遥

力学院造型袁实验和计算 Mechanics: Mod鄄
eling, Experimentation, and Computation
(MMEC)
任务 院造型袁实验和计算领域旨在通过研

究与教学带来合理的工程创新遥 推进与拓

展科学工具和物理模型袁 进行热力现象的

预测与机理探究遥
研究方向院 流体动力学 Fluid Dy鄄
namics 曰 材料力学 Mechanics of
Materials 曰曰 传递现象 Transport
Phenomena曰曰计算力学 Compu鄄
tational Mechanics 曰 非线性动力

学 Nonlinear Dynamics 曰 声学 A鄄
coustics遥

任务院 设计袁 制造与产品开发领

域袁 旨在培养新一代多技能创新

者袁使其具有全面的企业家能力尧
创造力尧设计能力尧原型制造力尧加工能力袁
以及设计尧 制造和产品开发过程中所需创

新前沿技术与流程的体系遥
研究方向院创造与创新 Creativity and Inno鄄
vation曰产品开发流程 Processes for Product
Development曰 设计计 算 Computation in
Design 曰环保设计及制造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曰 精确

设计 Precision Design曰制造过程尧设备和系

统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Equipment, and
Systems

任务院 控制仪器与机器人方向旨在提升识

别基础原理及方法学的研究与教学袁 从而

构件具有智能展示尧靶向动作及开发监测尧
操作及控制系统的智能仪器功能的系统遥
研究方向院 新型机电及传感技术 Novel
Actuator and Sensor Technology曰复杂系统

控制 Control of Complex Systems曰曰仿生机

器人与仿生仪器 Biorobotics and Bioinstru鄄
mentation曰精密仪器 Precision Instrumenta鄄
tion曰自动化机器人运载装置曰Autonomous
Robotic Vehicles 光学 Optics遥

任务院 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致力于能源的

有效转化技术和有效利用问题袁 旨在解决

在能源需求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的背

景下袁 对安全尧 可持续能源供应的强烈需

求遥
研究方向院离岸风能 Offshore Wind Energy
曰节能科技 Energy Conservation曰发动机尧
运载工具的燃烧和控制 Engines, Trans鄄
portation, Combustion and Control曰传递现

象 及 水 脱 盐 Transport Phenomena and
Water Desalination曰
能源储存与燃料电池 Energy Storage and
Fuel Cells曰 碳收集及氢研究 Carbon Cap鄄
ture and Hydrogen Research曰太阳能与光电

池 Solar Energy and Photovoltaics遥

任务院 海洋科技与工程旨在使用研究与教

学成果来更好的了解尧 保护与利用占地图

表面超过 70%的海洋资源遥 这是一项具有

挑战性的任务袁包含院在常压表面尧深海极

端压力及有限的环境下袁 保持高数据通信

及成像的操作能力曰
在观察具有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情况下袁
探究海洋动力学与运动过程曰 识别美国海

军与全球贸易平稳尧 高效地横

跨大洋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遥
研究方向院
海洋声学尧分析感知仪器尧深海

机器人及海洋预测 Acoustics,
Instrumentation, Sensing, Ma鄄
rine Robotics and Ocean Pre鄄
dictions 曰 流体动力学 Hydro鄄
dynamics 曰 结构力学与动力学

Structural Mechanics & Dynam鄄
ics曰海 军 建 设 及 工 程 的 设 计

Design, Naval Construction &
Engineering遥

任务院 生物工程方向致力于运用生物知识

与能力袁 更好的分析从分子到有机体的生

物学系统遥在朝这些目标进步的同时袁将工

程理论应用于提升我们对整体生物学或生

理学的认识袁开发新型诊疗技术与设备袁从
而更好的为人来健康与社会作出贡献遥
研究方向院复杂生物信息 Bioinformatics曰生
物仪器 Bioinstrumentation曰生物材料 Bio-
Materials曰 生物力学 Bio-Mechanics曰 纳米

生物学 Nano-Biology曰 组织工程 Tissue
Engineering曰

任务 : 微纳工程致力于创造基于微纳尺度

的新型工程理论和产品遥重点工作包含院确
定和解决微纳技术领域的重大挑战曰 向其

他团队提供设计制造可使用微纳工具曰传
授微纳科学与技术遥
研究方向院 微纳结构在能源与动力科技的

应 用 Nano/Micro Enabled Energy and
Power Technology曰 纳米级生物工艺学

Nanobiotechnology曰 微 纳 设 计 与 制 造

Nano/Micro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曰微

纳米级力学与材料 Micro/Nanoscale Me鄄
chanics and Materials曰 微纳光子学 Micro/
Nanophotonics曰 微 纳 尺 度 传 输 Micro/
Nanoscale Transport

Argon 教授是 机械

工 程 Quentin Berg
名誉教授遥 Argon 教

授荣获多项奖励与

荣誉袁 他担任 Na鄄
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会 员

渊1989冤袁 荣 获 the
Charles Russ

Richards award 渊1976冤尧the Nadai Medal
渊1998冤尧 瑞士 渊苏黎世冤 联邦理工学院

Staudinger Durrer Medal渊1999冤等遥 2004 年

被美国普渡大学评为杰出机械工程师袁
2005 年评为普渡大学名誉教授遥

Argon 教授擅长于晶体塑性结构研

究尧非晶硅塑性性能尧聚合物塑性阻力和韧

性力学性能尧陶瓷晶体蠕变阻力尧特硬纳米

级陶瓷聚合物涂层遥

Bathe 教授是

MIT 机械工程专

业教授袁 计算力

学专家遥
他的研究方

向主要有固体 尧
结构尧流体尧流固

耦合尧机电尧物理

以及多尺度计算

的 计 算 力 学 程

序遥
Bathe 教授在结构尧传热尧场问题尧CFD

和流固耦合方面的有限元分析的基础研究

贡献巨大遥特别是以下特殊贡献院精确壳体

有限元分析的发展渊MTC 壳单元冤曰大变形

固体的算法 渊特别是 Total 和 Updated La鄄
grangian 算法冤曰 结构与流体的线性与非线

性动力学响应的解决技术曰 有限元基础理

论贡献遥

众所周知袁德国是科学精英的

殿堂遥 在德国袁有 80 所著名大学袁
涵盖了所有科学领域曰80 所马克

思窑普朗克研究院袁 注重自然科学

基础研究与人文社科研究曰57 所弗

劳恩霍夫研究院渊工程技术冤袁主要

承接社会技术-自然科学研究项

目曰15 所赫姆赫兹研究院袁 重点承

接自然科学尧工程技术和生物医学

领域的长期国家级研究项目遥 因

此袁到德国深造学习袁将拥有无与

伦比的学术氛围遥 而洪堡基金就使

个人到德国做学术研究成为可能

并提供了巨大的支持遥
亚历山大 . 冯 . 洪堡基金会

渊Alexander -von -Humboldt -
Stiftung冤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促

进国际研究合作而设立的非赢利

基金会袁是为了纪念德国伟大的自

然科学家和科学考察旅行家亚历

山大.冯.洪堡渊Alexander von Hum鄄
bolt, 1769-1859冤于 1860 年而建立

的遥 洪堡基金会理事会是由它的主

席尧各大学术组织的主席尧联邦各

州文教部长主席和三位联邦部长

组成遥 其基金的 90豫来源于德国联

邦政府袁5豫来源于地方财政袁 余下

的 5豫来源于私人捐助袁 每年共计

约 1 亿欧元遥
洪堡基金会惟一的选拔标准

是出类拔萃的科学才能遥 资助对象

并非研究项目袁而是个人袁没有国

家和专业限额袁申请人自由选择德

方接待教授遥
洪堡基金会择优支持国外青

年科学家来德国从事合作研究袁奖
励由德国知名科学家提名的尧国际

承认的优秀外国科学家尧以及外国

科学家和德国科学家在国际合作

方面的杰出贡献者袁资助德国优秀

年轻研究人员到国外洪堡资助者

所在的国外研究机构从事研究遥 所

有这些受洪堡资助过的或正在受

资助的学者形成一个庞大的" 洪堡

大家族"袁而且一旦加入就成为终身

洪堡家族成员遥
与我国派留学生到外国学习只

给较低的袁只适合发展中国家学者

生存所需要生活费的做法不同袁洪
堡奖学金使外国学者在生活条件

上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袁他们为外国

学者提供每月 2100原3000 欧元渊根
据年龄和资历的不同冤 的生活费袁
使其享有与德国同等学者有相近

的收入并且免交所得税遥 因此袁保
证了外国学者在德国集中精力从

事科学研究工作袁多出成果遥 不仅

如此袁除了给予外国学者生活费资

助之外袁洪堡奖学金获得者还享有

各种补贴袁如旅行费尧家属学习德

语补助费尧 参加学术会议补助费尧
医疗保险费尧家庭补贴等遥 不仅使

外国学者感到德国人对他们生活

的关心袁也使他们对德国留下一个

美好的印象袁并将这种良好的影响

带回到自己的祖国袁传播给其他的

同事和周围的人袁由此提高了洪堡

基金会乃至德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遥
当这些外国学者离开德国后袁洪堡

基金会又通过各种聚集活动和合

作研究袁保持与其家族成员的联系

和交流袁形成世界各地的洪堡家族

网络遥 值得洪堡基金会感到骄傲的

是袁 在洪堡家族成员中已有 35 位

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遥

洪堡基金会每年资助主要包

括渊少量针对某些具体国家的奖学

金未列冤院
渊1冤 外国学者奖学金 (research fel鄄
lowship)院 资助约 500 名 40 岁以下

的德国之外的高水平青年学者来

德国从事半年至一年的科学研究

渊可以申请加延一年冤袁一般需有博

士学位遥
渊2冤 外国科学家科研奖金(research
award)院 向 150 名左右的国际公认

的著名科学家提供科研奖金遥
渊3冤 佛欧多尔窑吕南科研奖金科研

奖金院资助 150 名具有博士学位的

38 岁以下的德国青年科学家到国

外进行研究遥
渊4冤马克思窑普朗克科研奖金院资助

12 名德国与外国科学家的合作项

目遥
目前中国学者主要申请第渊1冤

类袁洪堡基金会每年向大约 500 名

具有博士学位袁 年龄不超过 40 岁

的成绩优秀的外国学者提供奖学

金袁使其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半年至

1 年袁可申请加延 1 年)在德国进行

科学研究工作遥 每年大约有来自全

世界的 2000 名申请者遥中央选拔委

员会由 60 名各学科的德国科学家

组成袁在德意志研究联合会主席的

主持下负责对申请者进行选拔遥 选

拔的唯一标准是学术水平袁不分国

别袁没有专业限制遥
洪堡学者专业分布逐年变化袁

但每年变化不大遥 就全世界洪堡学

者袁60%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袁30%从

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袁10%从事工

程科学研究曰中国洪堡学者集中在

自然科学领域袁约占 80豫袁工科约占

15豫袁文科约占 5豫遥

申请者可以随时向洪堡基金

会递交申请材料遥 选拔委员会每年

召开 3 次会议渊3 月尧6 月和 11 月冤遥
全部申请材料最迟应在上述时间

的前 5 个月交到基金会秘书处遥 如

所寄材料不全袁则需要更长的处理

时间遥 所以袁建议申请者一定要向

洪堡基金会索要最新的说明书遥
洪堡评审委员会的最主要的

评审标准是申请者的研究方案

渊proposal冤和个人已发表的论文遥研

究方案要突出个人的前期积累工

作袁论文强调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

的英文论文遥 对博士论文的工作特

别重视袁要求在个人发表的论文目

录上标出与博士论文相关的论文袁
申请表中还有特别一栏询问博士

论文的发表或出版情况遥
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

申请者以及医生至少要非常熟练

地掌握英文曰从事人文科学的申请

者不仅需要熟练的英文袁且需要具

备很好的德语遥
对任何国家尧任何专业没有名

额分配袁只根据申请者的学术水平

而定袁因此最终每年全世界获得洪

堡奖学金的人数也变化不定袁一般

多在 400原500 名之间遥

渊1冤博士学位证明袁如果是非

德文英文的袁需要翻译成德文或英

文曰渊2冤博士论文袁如果是非德文或

英文的袁 需要翻译成德文或英文袁
但不必全文翻译袁最低 10 页以上遥
渊如果博士论文有英文发表的论

文袁可以不需要此项冤曰渊3冤护照尺

寸的照片 2 张曰渊4冤申请表 3 份曰渊5冤
研究方案渊proposal冤3 份袁基金会有

具体要求 渊建议一般为 5 至 10
页冤曰渊6冤发表论文尧著作的目录袁强
调英文的论文和著作曰渊7冤3原4 篇个

人代表作的复印件袁如果是非德文

或英文的袁 需要作较详细的翻译袁
不能仅仅是英文提要曰渊8冤 德国大

学或研究机构教授的邀请信遥

渊1冤 按学者的年龄和学术水平袁洪
堡奖学金数额平均每月在 2100 至

3000 欧元之间(免税)曰渊2冤奖学金一

般先授予半年至一年遥 如能有效地

结束正在进行的研究计划袁可以申

请延期袁 继续其它相关课题的研

究袁但最多不超过 24 个月曰渊3冤根据

需要袁基金会支持每年可以有 6 个

月的时间在德国之外的其他欧洲

国家的学术机构作学术调研袁基金

会提供额外补助曰渊4冤 鼓励和资助

洪堡学者及家属全脱产参加 2原4
个月的德语培训袁基金会承担德语

学习的费用渊包括学费尧住宿费尧早
餐费冤曰渊5冤提供家属补助院生活补

助 260 欧元/月袁保险补助 50 欧元/
月曰小孩补助 50 欧元/月/人曰渊6冤邀
请所有的洪堡学者及家属到波恩

参加年会遥 从 1954 年起袁德国总理

在他的官邸举行宴会袁招待所有的

洪堡学者曰渊7冤 每年为洪堡学者及

家属举行一次为期 2 周的了解德

国的学术旅游袁使学者有机会与德

国不同行业界接触交流曰渊8冤 邀请

所有新来的洪堡学者参加引见会袁
为洪堡学者提供熟悉环境和相互

交流的机会曰渊9冤 基金会在全国 50

所大学建立了 67 座洪堡客房和国

际学术聚会中心(IBZ)袁为洪堡学者

的起居生活提供方便曰渊10冤资助往

返机票曰渊11冤资助参加在欧洲召开

的国际会议遥

洪堡基金会之所以取得今天

的成功袁无论从管理模式还是理念

上都有很多我们值得借鉴的地方遥
洪堡基金会的重点资助对象是国

外有潜力的年轻学者袁关注的焦点

不是成名人物袁而是有希望称为学

术领袖的年轻学者袁目的是让他们

在成长过程中形成对德国的美好

印象袁以便他们在将来的工作中多

考虑到德国遥
洪堡基金会对学者的考核机

制方面也非常值得借鉴袁尤其是他

们给予学者充分的信任与学术自

由袁使得学者在德国安心按自己的

研究思路去完成自己的研究计划遥
基金会对洪堡学者的人性化管理

也令人印象深刻袁管理上的细节规

定给学者带来了很大方便遥
同时袁基金会主要是由德国外

交部和国家教育科研部提供经费

支持袁 其各项政策由理事会决定袁
在理事会 8 名成员中袁一半是政府

官员袁另一半是国家几个关键学术

机构的主席袁因此基金会在制定政

策过程中袁既会考虑到国家的政治

目标袁也会与其它学术机构相互协

调补充袁以免造成资源浪费遥 基于

以上几点袁洪堡基金会在全世界范

围内都声名远播袁成为各国学者向

往的殿堂遥

国际工程型大学的翘楚-麻省理工学院

机电简报 CMEE Bulletin 第一期



想到国外留学的大部分大学

生尤其是想到国外攻读硕博士学

位的会首选争取得到国家留学基

金委的资助遥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

员会是直属于教育部的非盈利性

事业法人单位遥 国家留学基金主要

来源于国家留学基金计划的财政

专款遥 基金委同时也接受境内外友

好人士尧企业尧社会团体及其它组

织的捐赠尧资助遥
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学费

的对象是"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

派研究生项目" 赴国外攻读博士学

位或硕博连读的留学人员遥 联合培

养博士的留学人员袁不在资助范围

内遥 另外资助学费的留学人员总额

不超过"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

研究生项目"选派计划的 5%遥 学费

的资助标准为院每名留学人员每学

年最高不超过 3 万美元曰如特殊选

派需要资助标准高于 3 万美元的

须报教育部审批遥 学费资助期限院
不超过留学人员的奖学金资助期

限曰如确须延长资助期限的须报教

育部审批遥

选派专业院申请人从事有关加拿大

的研究袁侧重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

科袁如商学尧经济学尧法律尧国际关

系尧历史尧政治尧社会学尧地理尧艺

术尧 英语或法语文学尧 语言学尧教
育尧传播政策尧媒体研究尧规划尧科

学政策尧社会管理尧环境研究尧建筑

及其它相关领域遥
选派类别院访问学者

留学期限院4-12 个月

国家留学基金委将选派 40 名

研究学者参加" 中美富布赖特研究

学 者 项 目 " 渊Visiting Research
Scholars Program袁VRS冤袁 于 2014-
2015 学年度赴美研修袁项目经费由

中美双方共同负担遥 请各相关单位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及人员培养计

划择优推荐至多 4 名候选人遥
被推荐人选符合以下条件院渊1冤热

爱社会主义祖国袁具有良好的思想

和业务素质并在学习尧工作中表现

突出袁具有学成回国为祖国建设事

业服务的责任心和责任感曰渊2冤应

是各项目院校具有一定发展潜力

的优秀教学/科研人员遥 暂不受理

正在境外学习或工作的人员的申

请曰渊3冤 应在过去四年内没有在美

留学的经历遥 曾享受国家留学基金

资助出国留学的人员袁回国后至少

工作五年以上方可申请曰渊4冤 具有

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曰渊5冤
身心健康曰渊6冤 研究学者候选人年

龄原则上在 35原50 岁之间渊于 1963
年 8 月 1 日后尧1978 年 8 月 1 日前

出生冤袁 具有副教授 渊含副教授冤以
上高级专业职务袁 并能够从 2013
年 9 月开始脱离原单位 10 个月参

加该项目遥 候选人应具有博士学位

或十年以上教学经验袁有较强的独

立研究能力和较高的英语水平袁赴
美后能独立从事研究工作遥 研究学

者在美享受十个月的奖学金袁留美

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曰渊7冤 需有与

美国问题研究相关的教学经验和

专业背景遥 优先考虑能明确表明其

研究课题袁确有到美国进行研究的

必要及非常愿意通过参加本项目

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的申

请人遥

根据中国教育部与加拿大魁

北克省政府签署的关于高等教育

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袁加拿大魁北克

省政府每年向我国提供减免外国

学生高额学费的奖学金遥
野免高奖"资助中国学生赴加拿

大魁北克省政府认可的高等院校

攻读学位袁包括 15 所法语院校及 3
所英语院校遥 享受"免高奖"的学生

将获准减免魁北克省向国际学生

收取的国际学生高额学费袁需负担

的学费数额与加拿大魁北克省本

省学生交纳学费数额相等

选派专业院无具体专业限制遥
选派类别院本科生尧硕士研究生尧博
士研究生遥

留学期限院 攻读学士学位为

36-48 个月曰攻读硕士学位为 24 个

月曰攻读博士学位为 36 个月遥

中德双方将联合资助对同一

课题开展研究的合作课题组人员

的交流互访袁以鼓励并促进中德两

国高校和科研机构间建立长期互

利的合作关系遥 该项目执行期为两

年袁即通过评审的课题组袁其成员

将分年度赴德研修袁 每年一次袁共
两次遥 执行期第二年可申请延长一

年袁每个课题组资助总长不超过三

年遥 每个课题组须包括 1 名课题负

责人及 3-4 名课题参与人遥 课题组

负责人留学身份为高级研究学者袁
每年赴德研修一次袁 每次 1 个月曰
课题组参与人留学身份为访问学

者袁每年赴德研修一次袁每次 3 个

月遥 国家留学基金提供中方录取人

员在外期间的奖学金生活费及一

次性往返国际旅费遥

麻省理 工学 院 渊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冤是美国一所

综合性私立大学袁有"世界理工大学

之最"的美名袁是当今世界上最富盛

名的理工科大学遥
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

会渊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冤与麻

省理工学院签署的合作备忘录袁双
方将共同资助我国优秀人员赴麻

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遥
协议名额院5 人/年

选派类别及留学期限院硕士研

究生院留学期限为 24 个月渊国家留

学基金资助期限为 12 个月冤
重点资助学科尧专业领域院叶国

家 中 长 期 人 才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渊2010-2020 年冤曳 确定的经济重点

领域尧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曰叶国家中

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

渊2006-2020 年冤曳确定的重点领域尧
重大专项尧前沿技术尧基础研究曰人
文与社会科学领域遥

资助内容院国家留学基金为奖

学金获得者提供第一年的学费尧奖
学金生活费渊2,400 美元/月袁含学生

健康保险费冤尧 一次往返国际旅费

和其他费用渊如注册相关费用冤曰一
年后袁MIT 将为每位奖学金获得者

提供足够的经费支持以保证其继

续完成攻读硕士学习遥 MIT 提供的

经费资助形式包括助教金尧助研金

和学术奖金遥
申请条件院1援 申请人应符合申

请人应符合叶2013 年国家留学基金

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拔简章曳规定

的申请人基本条件袁申请时年龄不

超过 30 岁 渊以申请截止时间为

准冤袁应具有学士学位袁或为优秀应

届本科毕业生;2援 申请人必须达到

麻省理工学院在学术和英语水平

方面的选拔标准袁并获得麻省理工

学院的正式录取通知书遥

出国留学不仅可以用自己申

请国家留学基金的方式袁国内外很

多高校都有联合培养的出国项目袁
为广大的本科生以及研究生提供

继续出国学习深造的机会袁各学校

的项目和要求各不相同袁这里不予

具体说明遥
异域国度袁 留学生活多姿多

彩遥 选择你感兴趣的以及适合你的

专业尤为重要遥 留学不仅是为了学

习并获得学位袁更是生命中难得的

一次历练遥 不同的文化袁先进的科

技技术袁 无不会丰富您的留学生

涯袁开阔你的视野袁更能助你的研

究和学习更上一层楼遥

出国留学知多少 -2013国家留学基金委最新动态

北化国际系列论坛

国际化建设是推进现代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

设的关键因素之一袁是提高师资队伍国际化水平和创

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和保障袁同时也是扩大学校

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重要工作遥面对学校对国际前沿引

领和创新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袁 北京化工大学将在

55 年周年校庆之际袁 为了进一步加强教育国际合作

与坚持教育创新袁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化的个

人素质袁将于小学期及校庆期间在北京化工大学举办

首届野北化国际论坛冶遥北化国际论坛的目标是建立一

个国际平台袁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化建设尧教育合

作尧教师培训尧以及创新型大学生的人才培养遥
本届北化论坛由国际前沿论坛及特色主题分论

坛组成袁同期围绕论坛主题组织小学期课程与学生讲

座遥
北化论坛诚挚邀请海内外专家参与这次盛会袁同

时也欢迎校内外的学者尧学生报名听取讲座遥
机电工程学院特色主题分论坛题为野先进制造与

智能控制冶遥 该主题是以促进制造技术向智能化尧集成

化尧 微型化和环境影响零负担方向发展遥 会议定位

2013 年 9 月 16 日至 19 日渊其中院9 月 16 日为学校主

论坛时间曰9 月 17 日-19 日为分论坛时间冤遥四天会议

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动全世界学术界与企业界专家学

者间的相互交流袁研讨目前先进制造与智能控制领域

的新发展趋势遥

1尧高端机械装备智能控制与故障诊断曰
Intelligent Control and Fault Diagnosis for High-end

Machinery & Equipment

2尧先进聚合物加工成型曰
Advanced Manufacture of Polymer Material

3尧微纳制造曰
Micro-Nano Manufacture

4尧机器人控制与软体机器人曰
Robot Control and Soft-bodied Robot

5尧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与计算机辅助工程曰
CIMS and CAE

6尧工程力学与热能工程遥
Engineering Mechanics and Thermal Engineering

高金吉 院士尧教授 Jinji Gao Academician, Prof.
王奎升 教授 Kuisheng Wang Prof.
吴大鸣 教授 Daming Wu Prof.
何亚东 教授 Yadong He Prof.
杨卫民 教授 Weimin Yang Prof.
张 冰 副研究员 Bing Zhang Assoc. Prof.
于洪杰 副研究员 Hongjie Yu Assoc. Prof.
王维民 副研究员 Weimin Wang Assoc. Prof.
刘 勇 副研究员 Yong Liu Assoc. Prof.
任 峰 讲师 Feng Ren Lecturer

陈予恕 天津大学 院士尧教授

Yuru Chen Tianjin University Academician, Prof.
王玉明 清华大学 院士尧教授

Yuming Wang Tsinghua University Academician,
Prof.
高金吉 北京化工大学 院士尧教授

Jinji Gao BUCT Academician, Prof.
Houston Wood 美国佛吉利亚大学 教授

Houston Wood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ofessor
褚福磊 清华大学 教授

Fulei Chu Tsinghua University Prof.
杨卫民 北京化工大学 教授

Weimin Yang BUCT Prof

9 月 16 日院 参与学校主论坛活动曰
9 月 17 日院 上午院分论坛开幕曰3 场报告

下午院3-4 场报告

9 月 18 日院 上午院3-4 场报告

下午院3-4 场报告 或 参观交流

9 月 19 日院 上午院3-4 场报告

下午院参观交流

英国 University of Bradford
副校长曰 聚合物工业研究中心

主任袁我校名誉教授遥 Coates 教

授领导一个世界级的高分子工

程研究实验室遥 其中包括精密

项目袁纳米复合材料袁固相取向

处理遥 实验室有与超过 70 家公

司联系合作遥

美 国 University of Virginia
机械和航空航天工程教授遥 研究

领域院动态旋转流动 Dynamics of
rotating flows曰 心 脏 泵 Heart
pumps曰离心机 Centrifuges曰涡轮

机械 Turbo-machinery曰核不扩散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遥

渊1冤 野latest advanced technology of polymer processing-
聚合物加工技术最新进展冶尧7/07-7/13尧32 学时 2.0
学分尧Dr. Xu Jingyi曰

渊2冤 野纳米印刷技术渊Nanoimprinting冤冶尧7/07-7/12尧16

学时 1.0 学分尧Prof. Paolo Lugli渊慕尼黑工业大学纳米

所所长冤曰

渊3冤 野反应加工技术渊Reactive extrusion冤冶尧7/01-7/15尧
16 学时 1.0 学分尧Dr.Young Ming-Wan尧Dr.Zhu lin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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