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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上海新能源汽车研究生暑期学校学员赴上海大众参观学习 

为了让暑期学校学员更好地了解汽车制造过程，领略车辆工程魅力，7 月 1 日下午，研究生

处王成涛老师、汽车学院沈丽老师带领研究生暑期学校学员赴上海大众参观学习。 

在上海大众汽车三厂，讲解员首先向学员介绍了上海大众汽车的发展历程等基本情况，并组

织学员们观看了上海大众公司的宣传片，让同学们对上海大众有个初步的了解。随后在讲解员的

带领下，学员们乘坐大众汽车公司的游览车对大众汽车三厂进行了参观。学员们先后参观了上海

大众汽车公司的冲压车间、车身车间以及总装车间。在参观过程中讲解员不断向同学们介绍各个

车间具体的情况以及所用到的关键技术，让同学们知道汽车究竟是怎么一步步制造出来的。此行

让同学们不但对上海大众有了一种理性的认识，更被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员工精益求精的精神所折

服。学员们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在学业上也要精益求精。 

此次参观不仅开拓了同学们的视野，更真实的了解汽车的制造过程，而且激发了学员们努力

学习将来为我国的汽车行业做贡献的斗志！（文：王成涛） 

上海新能源汽车研究生暑期学校举行结业典礼 

7 月 4 日下午，我校在图文信息中心第三报告厅举办了研究生暑期学校结业典礼，结业典礼

由研究生部（处）长陈凌珊主持。 

典礼上，相关领导为暑期学校的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为获得“优秀交流论文奖”、“发动机

拆装竞赛奖”、“变速器拆装竞赛奖”、“优秀志愿者者”以及“优秀学员”的学员颁发了荣誉证书，为获

得“优秀组织者”的王成涛、沈丽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 

 



 

 

 

来自太原理工大学的研究生张莉娟代表学员发言，表达了对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和我校举办研

究生暑期学校的感谢，认为在我校学习期间“收获很大，感悟很多，不虚此行”，对自己和在场的研

究生们提出了要具有严谨的学习态度和认真的工作态度、要学好专业知识和英语，紧跟学术前沿

和时代发展、在日常学习和科研中要培养创新性思维的要求。 

 

研究生部（处）处长陈凌珊教授作了研究生暑期学校总结发言，对暑期学校的学术报告、前

沿讲座、实践竞赛、参观上海大众装配车间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实验室等活动进行了总结。在这里，

不仅有高校的专家学者，更有来自美国通用、上汽集团、上海众联等的行业领军人物，让学员们

同时领略理论前沿和实践前沿。她感谢学校领导的关心支持，向校办、宣传部、后勤中心、资保

处、信息办、图书馆、保卫处、汽车学院等帮助暑期学校成功举办的部门和老师表示感谢，鼓励

同学们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继续刻苦钻研，勇攀高峰。 

最后，汽车学院院长王岩松教授发言，指出研究生暑期学校为学员们开拓视野、启迪智慧提

供了一个高起点、深层次的专业平台。这是为培养和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而设立的，也是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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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学特色，并介绍了我校“学科链、专业连对接产业链”，暑期产学合作教育、卓越工程师计划，

及“三协同”等的办学特色，并介绍了我校的科研情况。他希望学员们以此为起点，传承学员间、学

校间的友谊，真正成长为社会需要的人才。（文：王成涛） 

我校在 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咨询会上开展宣传活动 

 

7 月 4 日，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现场咨询会在山西太原理工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科学

院、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华大学等近百所院校参加了本次活动。研究生招生现场

咨询会吸引了众多考生和家长前来咨询，场面异常热烈。 

在我校研究生处的组织协调下，由电子电气工程学院张莉萍副院长带队，机械、电气、管理、

轨道等学院派员参加了咨询会。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现场宣传吸引了众多考生的眼球，机械工程

学院的徐斌老师、电子电气工程学院的王娆芬老师、管理学院的王培君老师以及城市轨道交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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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刘景军老师分别与考生和家长进行了宣传和讲解，向考生详细介绍了我校招生信息和各项优

惠政策，使其对我校办学特色和招生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2016 年我校硕士研究生拟计划招生 850 人，本次我校组队参加 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现场

咨询会，对有序推进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提升我校知名度具有积极意义。

（文：刘景军 陈万辉） 

管理学院赴安徽建筑大学开展研究生招生宣传 

 

为扩大研究生招生生源，提高生源质量，管理学院积极组织老师赴知名本科高校开展招生宣

传。7月 2日，管理学院范君晖副书记、邓业建老师、罗娟老师、顾静老师赴安徽建筑大学开展研

究生招生宣传。 

7月 2日上午，管理学院一行首先来到安徽建筑大学法律与政治学院，法政学院丁仁船院长、

谢建书记对学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范君晖老师简要介绍了我校及管理学院的基本情况，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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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院研究生教育情况作了介绍，表示欢迎法政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本科

生报考学院研究生。丁仁船院长简要介绍了法政学院的基本情况，并欢迎学院前来招生宣传。 

座谈结束后，学院一行对法政学院准备考研的本科生进行现场招生宣讲。学院老师从我校及

管院办学特色、硕士点优势、研究生奖助体系等多方面进行了宣讲，并对学生关心的问题进行了

解答。 

下午，老师们一行来到安徽建筑大学管理学院，受到了管理学院段宗志院长、黄镭书记的热

情接待。双方沟通了各自情况之后，就研究生教育方面达成共识。对方表示将鼓励本科生报考我

院研究生。 

近年来，管理学院在研究招生工作中，创新思路，主动“走出去”，积极与知名本科高校相

关院系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不断扩大研究生招生生源，提高生源质量。（文：邓业建） 

我校与喀什大学签订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协议书 

为深入贯彻和落实教育援疆政策，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校在研究生教育领域的合作，探索研

究生教育的新机制和新模式。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原则，经双方协商，7月 9

日下午，我校与喀什大学签订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协议书。根据协议从 2015年秋开始在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030501）、思想政治教育（030505）两个二级学科开展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喀什大学现有 14个教学单位，48个本科专业（含 3个专业方向）；涵盖教育学、文学、历史

学、理学、法学、工学、管理学、经济学、艺术学九个学科门类。有中国语言文学 1个一级学科

硕士点，思想政治教育等 11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有教育硕士、工程硕士（生物工程领域）2个专

业硕士点。（文：陈凌珊） 

服装学院研究生党支部观看《筑梦中国》并召开研讨会 

7 月 13 日上午，服装学院党委组织研究生党支部观看《筑梦中国》纪录片，会后，所有党员



 

 

 

针对纪录片召开了研讨会。 

会议由研究生第三党支部书记邢亚均主持，讨论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问题：《筑梦中国》

突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问题；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以及中国梦的内涵问题；针对

纪录片里面的典型文物和典型历史照片等的讨论。 

党员们纷纷感慨，我们处在最好的国家、最好的时代，全球的眼光都在聚焦中国，全球的财

富都在向中国这块价值洼地涌入，我们唯有紧跟政策，努力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思想境界，抱

着国之所需我之所向的思想，把个人梦与国家梦统一，国家梦实现了，我们的梦也一定能实现。 

历史对我们如此厚爱，机遇对我们如此眷顾，感恩党和国家给我们的好政策，感恩恩师的引

领和无私奉献，感恩我们自己抓住了机遇，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中国梦，实现梦想的过程，就是

追梦的过程，就是梦想成真的过程，就是成功的过程，成功需要有梦想、有目标。要《百年追梦 》；

实现中国梦要走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我们要实现梦想就要定好位，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实

现中国梦要有《中国精神》，我们则要坚持巴氏理念，要凝聚思想、精神的力量;实现中国梦要《中

国力量》，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我们要排除万难，集中精神、精力、金钱，专注自己的事业，

最后才能《筑梦天下》、梦想成真!（文：服装学院） 

第七届校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总结会暨颁奖典礼顺利举行 

7月 20日下午，由研究生部（处）主办，校研究生会承办的第七届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总结

会暨颁奖典礼在图书馆第四报告厅顺利举行。研究生部（处）处长陈凌珊教授、副部（处）长徐

建华和王成涛老师出席了本次活动，会议由研究生会实践部部长邵锦钟主持。 

首先，研究生处处长陈凌珊教授发表讲话，对同学们积极参加竞赛的行为表示欣慰，对取得

佳绩的团队表示祝贺。陈处长回顾了我校历年在全国研究生数模竞赛中的获奖情况，研究生处认

 



 

 

 

真贯彻教育部和上海市教委的有关文件精神，每年积极组织研究生开展数模竞赛，希望大家能为

成就上海科创中心领头地位奉献才智。陈处长指出，该竞赛能够培养研究生团队的协作精神，提

升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的科研水平。最后，她鼓励同学们

拼搏努力，认真科研，预祝同学们在国赛中再创佳绩。 

随后，研究生处王成涛老师对校内参赛作品做了总结。王老师根据自身多年来负责数学建模

竞赛的经验，并综合了所有评审专家的意见，从总体与局部两个方面问题进行了总结。从总体上

来看，作品主要存在格式不规范，写作水平不高、创新性缺乏、内容不够丰富等突出问题。然后，

他又对参赛作品每个部分中存在的问题做了细致地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他期望同学们能吸

取经验，改进问题，以便在接下来的国赛中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接下来，各组一等奖获得队伍作了经验交流。A组一等奖获得者石龙同学讲述了团队解题思路

的三步骤，并分享了一些有效分析数据的经验；C组朱星宇同学建议选手们做好赛前准备工作；D

组桑杨和沈威廷同学提到注重分工合作，同时强调了论文写作的重要性。这些同学们的经验分享

使在场同学们受益匪浅。 

最后，研究生处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并合影留念。 

本次数学建模校内竞赛以 5月 12日发布竞赛通知拉开帷幕，通过研究生处和校研究生会的大

力宣传，共有 133 支队伍报名参赛。研究生处聘请了基础学院、管理学院等各学院 26 位老师担任

赛事评审专家，每份作品由 4~5位专家打分，经过为期两周的评审，共评审出一等奖 5组，二等

奖 10组，三等奖 37组。其中，有 30个团队获得学校资助参加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至此，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第七届数学建模校内赛圆满落幕，感谢同学们的积极参与。希望同学们不断努

力，不断进步，在 9月份的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中取得佳绩，再创辉煌！（文：侯兰兰 邵锦



 

 

 

钟 王成涛） 

我校召开 2015 级研究生新生入学协调会 

7月 21日上午，我校 2015级研究生新生入学协调会在行政楼 306会议室举行，程维明副校长

出席了会议，会议由研究生部（处）长陈凌珊主持。 

程维明副校长指出,研究生新生入学工作非常重要，是研究生认识学校的重要一环，体现了学

校的服务和管理水平。希望各有关部门通力协作，共同做好研究生新生报到、开学典礼和入学教

育的相关工作。 

会上,研究生处陈凌珊处长首先讲解了研究生新生入学日程安排，各有关部门、学院的相关任

务以及新生入学教育的内容。各部门、学院的负责人就相关事宜进行了交流和协调。（文：王成

涛） 

我校在第十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中获佳绩 

  8月 12日至 14日，“华为杯”第十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总决赛在杭州未来科技城的

利尔达物联网科技园盛大举行。我校首次组队参加，经过激烈角逐，电子电气工程学院的三支参

赛队伍取得了优异成绩：全国三等奖 (华东赛区一等奖)1项、华东赛区二等奖 2项。研究生处陈

凌珊处长、电气学院方志军院长、张莉萍副院长等带队参赛并观摩指导。 

 
  



 

 

 

 

 

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是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中国电子学会联合主办的研究生学科竞赛，也是教育部学位中心主办的“全国

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活动”主题赛事之一。该竞赛是面向全国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在读研究生的



 

 

 

一项团体性电子设计创意实践活动。目的在于推动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信息与电子类研究生培养

模式改革与创新，培养研究生实践创新意识与基本能力、团队协作的人文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

学风，促进研究生工程实践素质的培养，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在广大高校乃至社会上

具有广泛而良好的影响。（文：王成涛） 

部门 队名 作品名称 研究生 指导老师 获奖 

电子电气工

程学院 

工程大

电气一队 

便携式地铁车地

通信检测监测仪 

贾春迎 

李正明 

韩晨 

梁鉴如 

全国三等奖/华

东赛区一等奖 

电子电气工

程学院 

工程新

星 

智能涡流检测系

统 

刘志峰 

李萌 

刘金霖 

张莉萍 华东赛区二等奖 

电子电气工

程学院 

LCC-Flyi

ng 

上海地铁 2 号线

无线 AP 监测系统 

李欣磊 

曹振丰 

陈苏湘 

杨明来 华东赛区二等奖 

我校研究生作品获邀参展嘉定区科技博览会主题活动 

8月 15日，由嘉定区政府携手中国电子学会联合主办的“‘华为杯’第十届中国研究生电子

设计竞赛物联网专场”在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举行,该活动是嘉定区科技博览会的主题活动之一。在

精彩纷呈的项目路演环节中，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电子电气工程学院的“便携式地铁车地通信检测

监测仪”项目，吸引了在场投资人的兴趣，也得到了合理化的建议。 

本次主题活动共有浙江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东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重庆大学、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等全国 10支大赛获奖团队获邀进行现场路演，展示物联网领域的竞赛作品。大会还邀

请了 25位来自院所及投资机构的专家现场点评指导，吸引了 200 多位来自国家级科研院所、重点

科技企业的负责人现场交流，旨在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掘物联网和微技术领域的优

秀人才。 

本次活动搭建了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及第三方投资机构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

促进了各方的有效合作，展现了工程大学子的风采。（文：王成涛） 

第一届全国研究生移动终端应用设计创新大赛我校获三等奖 

 



 

 

 

 

 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和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共同主办，中国通信学会、移动智能终端技术创新与产业联盟和中国移动互联网

产业联盟联合协办，北京邮电大学承办，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冠名赞助的“麦芒杯”第一

届全国研究生移动终端应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开幕式于近日在北京邮电大学科学会堂盛大

开幕。 

在研究生处的精心协调组织、电气学院苏前敏老师的悉心指导下，由管理学院陈旭等 4位研

究生组成的团队杀入决赛，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我校研究生最终获得了全国三等奖。本次大赛

共有全国 59所高校的 150支队伍入围全国决赛。 

全国研究生移动终端应用设计创新大赛作为“全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活动”主题赛事之一，

紧密结合“互联网+”发展战略，围绕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以期通

过竞赛的方式，激发研究生创新的活力和创业的动力，推动移动互联网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搭建



 

 

 

相关领域产学研用结合平台。（文：王成涛） 

全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在汉开幕 

人民网武汉 8月 29 日电 能够自动送药的医护机器人，能够随意将音乐转为 3D格式的专业播

放软件„„第二届全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大赛在武汉大学开幕，来自全国 118 所高校（研

究所）的 141支队伍带着自己的创意作品来角逐最后的大奖，通过智慧来改变人们的生活。 

据了解，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 172 所高校（研究所）的 1461 支队伍 3500 名研究生报

名参赛，经过创意设计赛网络初评、视频分析技术挑战赛擂台比拼后只有 141 支队伍共计 484 名

研究生进入了决赛。 

大赛设置了“视频技术分析挑战赛”和“智慧城市创意设计赛”两个部分，结合“智慧城市”

的具体要求，激发研究生的创意和技术创新的热情，发挥研究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研究生的

才能能够得到相关领域的培养；另一方面，能够促进“智慧城市”的理念的传播和普及，为智慧

城市提供智力支持。 

“智慧城市”从哪里体现呢？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教授说：“用手机控

制家里的空调、电饭锅、洗衣机的运转是一种智慧家居。用全景激光与雷达的融合来现实室内室

外的三维场景，有利于公安侦查案件，是一种智慧安防。”“智慧城市”还有很多的体现，研究

生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创意作品。 

来自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研究生团队带来的作品是面向传染病房的自主式医护机器人，机器

人不足一米高，可以跟着动起来。机器人有寻径导航、身份鉴别、非接触式问诊、人-医药护理和

自动化消毒等五种功能。“只要病人床上特定的背心，医护机器人就能够很快的到达病人跟前了，

通过电脑程序来断定病人的病情，并且迅速给病人配好药，出病房时还能自己进行消毒。这样一



 

 

 

方面降低了传染病给护士造成的危险，另一方面也很好的防止了传染病的交叉传染。”来自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的研究生队伍的同学这样说道。 

“能够让音乐产生方位感，你可以听到河水是从脚下流过来的，而鸟叫声是从头顶上传过来

的，这就是 3D音频，能够重现音源的空间感。”来自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团队较少了他们的作品“乐

享 3D”。“乐享 3D”是首个面向 3D 音频的专业播放软件，可以把一段普通的音频根据自己的个

性制作成 3D效果的音频，有直线型、环绕型、立体型等多种模式可供选择。  （文：郭婷婷 饶亚

玲） 

原文链接 

人民网：http://hb.people.com.cn/n/2015/0829/c337099-26173035.html 

转载链接 

网易：http://news.163.com/15/0829/20/B279VMKS00014JB6.html 

中国日报网： 

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china/2015-08-29/content_14149409.htm

l 

中国江苏网：http://news.jschina.com.cn/system/2015/08/29/026117271.shtml 

中国青年网：http://news.youth.cn/gn/201508/t20150829_7062434.htm 

解放网：http://www.jfdaily.com/guonei/new/201508/t20150829_1785952.html 

http://hb.people.com.cn/n/2015/0829/c337099-26173035.html
http://news.163.com/15/0829/20/B279VMKS00014JB6.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china/2015-08-29/content_14149409.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china/2015-08-29/content_14149409.html
http://news.jschina.com.cn/system/2015/08/29/026117271.shtml
http://news.youth.cn/gn/201508/t20150829_7062434.htm
http://www.jfdaily.com/guonei/new/201508/t20150829_1785952.html


 

 

 

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50829/44546638_0.shtml 

海外网：http://city.haiwainet.cn/n/2015/0829/c456689-29113618.html 

管理学院研究生党支部与文翔名苑居委会党支部共同开展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歌咏会”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加强支部结对合作交流，8月 28日下午，管理学院研究生党

支部来到松江文翔名苑居委会，与文翔名苑居委会党支部共同开展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

歌咏会”。 

本次“歌咏会”以歌颂祖国，寄托哀思为宗旨，构建友爱和谐社区生活文化氛围为目标，丰

富党员交流平台，全面展示管理学院研究生以及文翔名苑党员的精神面貌。 

本次“歌咏会”共包含合唱和朗诵两个部分，在 2个小时的“歌咏会”过程中，参与的各位

党员同志们都在舞台上积极参与，表现十分精彩，我校管理学院研究生党支部的党员代表们也为

本次“歌咏会”献上了一首《八月桂花遍地开》，获得了在场的观众们的掌声和认可，充分体现

了“歌颂祖国，寄托哀思”的活动宗旨。 

通过本次“歌咏会”活动的开展，不仅促进了管理学院研究生党支部与文翔名苑居委会党支

部的共建交流，更体现了党员同志们团结、爱国、积极向上的和谐氛围，也激励着党员同志们勿

忘历史、锐意进取，为书写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文：黄景旺） 

全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新设计大赛我校获佳绩 

8月 28日-29日，第二届全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总决赛在武汉大学展

开激烈角逐。大赛共评出一等奖 6个，二等奖 12个。我校电子电气工程学院组织的三支参赛队伍

所提交的作品全部获得奖项，其中，“面向传染病房的自主式医护机器人”（指导老师黄勃、石

蕴玉）获得全国三等奖，由陈苏湘、雒静、胡鑫楠、焦源团队提交的“基于驾驶模式与眼动识别

的主动式行车安全实时分析平台”（指导老师刘翔、姚兴华）和由李萌、颜超超、黄祖良、费冬

http://news.ifeng.com/a/20150829/44546638_0.shtml
http://city.haiwainet.cn/n/2015/0829/c456689-29113618.html


 

 

 

冬、朱炜敏团队提交的“RTP 智慧‘拼’车位平台”（指导老师张娟、夏永祥）分别获得全国优

胜奖。我校还获得了优秀组织奖，总成绩在上海市的高校中名列第二。 

该赛事共吸引来自全国 172所高校（研究所）的近 780支队伍 3500名研究生报名参赛，经过

网络初评，118所高校（研究所）的 141支队伍共计 484名研究生进军总决赛。 

在校研究生处的关心下，在分管副院长张莉萍的带领下，电子电气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

业研究生张晨、于清平、王瑾（服装学院）和刘金霖，携参赛作品“面向传染病房的自主式医护

机器人”于 8月 28日上午参加了决赛答辩，并在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大厅进行了现场展示。在机

器人跟随、寻径导航、身份鉴别、非接触式远程问诊、自动化一体式消毒的展示过程中，吸引了

来自其他高校（研究所）的众多师生的目光，纷纷在现场与我院研究生及黄勃、石蕴玉、刘翔老

师讨论该机器人的主要功能和关键技术。此外，参赛师生在现场接受了武汉电视台、武汉教育电

视台、湖北卫视等多家媒体的访问；其中，武汉电视台在比赛当晚的报道中，播出了对医护机器

人的专访。 

 

据悉，“全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是全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活动之五大

主题赛事之一，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联合中国智慧城

市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数字音视频编解码(AVS)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共同主办，本届大赛由



 

 

 

武汉市人民政府、武汉大学和武大吉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办。比赛面向全国高校在校研究生，

旨在围绕“智慧城市”的技术创新和创意，激发研究生创新热情，发挥研究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促进相关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促进“智慧城市”理念向全社会的传播与普及，为“智慧城市”

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文：石蕴玉） 

研究生处积极组织开展招生宣传活动 

为了广泛宣传我校 2016年研究生招生政策，吸引更多优秀考生报考我校，研究生处组织材料、

汽车、艺术等学院，参加了 9月 6日在沈阳工业大学举办的全国研究生招生现场咨询会。参加本

次咨询活动的还包括中国科学院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近百所院校，吸引

了众多考生前来咨询。 

 

咨询会上，汽车工程学院的吴训成副院长、材料工程学院的董万鹏老师、艺术设计学院的程

昭老师、研究生处的陈万辉老师，积极与考生沟通交流，向考生介绍我校研究生教育概况、招生

政策、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详细解答各类疑问。通过深入交流，部分考生对我校产生了强烈的



 

 

 

报考意愿。 

前期，研究生处还组织各学院赴武汉、西安、太原等地进行招生宣传活动，努力争取更多优

质生源，不断扩大我校在考生中的影响力，提高我校的社会美誉度，积极推动了研究生招生工作。

（文：陈万辉） 

2015 级硕士研究生新生报到入学 

9月 13日，2015级硕士研究生新生报到入学，校长夏建国、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裴小倩、

副校长姚秀平亲临报到现场，对相关处室和研究生培养学院现场办公的老师们进行了慰问，详细

询问了此次研究生报到的情况、研究生新生的食宿、各研究生培养学院的入学教育安排、导师见

面会、课程安排等事宜。此外，副校长姚秀平还在研究生处处长陈凌珊、副处长徐建华、王锦成

等的陪同下，前往四期、六期研究生宿舍看望新生，询问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鼓励研究生

在人生新的起点上积极投入到学习和科研中去，充分利用学校良好的资源和平台，不断发展和完

善自己。 

当天下午，研究生处会同组织部、学生处、保卫处、国际交流处、团委及各研究生培养学院

的老师在体育馆二楼训练馆中迎接 2015级研究生新生。各部门积极配合，一丝不苟地为研究生新

生办理各项入学手续，并耐心地回答研究生新生的各种咨询问题。研究生处还通过研究生会组织

了研究生志愿者，开展了为期两天的从地铁站到寝室的贴心服务。为了切实做好迎新工作，此前，

研究生处召集校办、组织部、国际交流处、学生处、资产处、图书馆、科研处、团委、保卫处、

后勤、体育部、各研究生培养学院召开了协调会，并与各学院研究生辅导员和研究生秘书积极落

实各项工作。（文：王成涛） 

 



 

 

 

材料工程学院研究生迎新工作圆满完成 

9月 13日，材料工程学院迎来了一批青春激昂的莘莘学子，他们带着对研究生生活的憧憬，

加入了材料工程学院这个大家庭。 

为做好迎新工作，学院组织研究生党员、积极分子和学院研究生会同学组成志愿者队伍，帮

助新生们顺利入住宿舍。志愿者们满腔热情，为了让新生尽快的熟悉新的环境，更快的融入学校

的生活，志愿者们向新生们详细解说了校园卡使用事项，报道流程以及生活注意点，为他们将来

的生活提出了自己切身的建议。来来回回的接送工作也并没有使志愿者们懈怠于自己的工作，他

们热心的欢迎每一位新生的到来，帮家长学生们搬运行李，让新生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温暖。 

在师生共同努力下，此次迎新工作圆满结束。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新生们定会在科研的道

路上绽放自己的光彩，让材料工程学院呈现出新的风貌。（文：张晓琳） 

我校举行 2015 级硕士研究生开学典礼 

9月 14日下午，我校在志宏堂隆重举行 2015级硕士研究生开学典礼。校长夏建国、校党委

副书记夏斯云、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裴小倩、副校长姚秀平出席了开学典礼。各研究生培养学

院党政领导、研究生部（处）等处室负责人、研究生导师代表、研究生辅导员、研究生秘书和全

体 2015级近 600名研究生新生参加典礼，开学典礼由副校长姚秀平主持。 

校长夏建国以《爱校荣校，励志成才》为题为 2015级研究生开讲了入学教育第一课。夏校

长对学校的办学历史、办学特色和定位目标进行了深入解读，图文并茂地展示了工程大傲人的过

去、蓬勃的现在和美好的未来。夏校长指出，我校研究生教育在过去的十年中获得了飞速发展，

在招生规模、学位点建设、教育质量、办学特色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研究生培养和本科

生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研究生和本科生具有较大差别，应注重研究新问题、创造新方法、

 



 

 

 

发掘新知识。夏校长以《大学》中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标准，要求研究生新

生抓住机会、努力拼搏、敢于担当、追求卓越，成长为高素质人才。最后，夏校长承诺将带领全

体教职工为研究生的成长成才全力以赴。两个小时的畅谈，夏校长话语铿锵有力又不失幽默，为

全体研究生新生上了生动而又丰富的一课。 

              

 



 

 

 

会上，姚秀平副校长鼓励研究生们持之以恒地探索未知，磨练自身的学术品性，不断扩宽自

己的人生境界。研究生老生代表梁孝忠同学、新生代表钱园园同学、导师代表孙智华教授先后作

了交流发言。梁孝忠同学谈了自己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科研及生活体会，以及自己如何收获满满，

给学弟学妹们一些有益的建议。钱园园同学表达了自己的决心，畅想了研究生的学习生活，做出

了美好的规划；孙智华教授寄语同学们在今后的科研道路上，要努力拓宽学术视野，坚定学术追

求，去除功利、远离浮躁，坚定发展信念，不断取得进步。 （文：王成涛） 

各有关职能部门为 2015 级研究生新生作入学教育 

为了让研究生尽快熟悉学校的情况，适应并融入学校的学习、科研和生活，9月 15 日上午，

我校在图文信息中心志宏堂举行了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专题报告会，会议由研究生王成涛老师主

持。研究生处邀请了组织部、学生处、国际交流处、门诊部、科研处、团委、图书馆、保卫处等

相关部门的领导为研究生新生作了精彩的报告。 

首先，研究生处陈凌珊处长以《以质量保障机制提升研究生教育》为题，为研究生新生介绍

了我校研究生教育历程和我国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指导思想，并重点介绍了我校的研究生教育举

措，尤其是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投入力度和条件保障等内容。并寄语研究生夯实基础、提高能力，

用勤奋智慧创造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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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熊伟老师以《党旗作引领  梦启工程大》为题，用我校 3位研究生党员的鲜活事例告

诉同学们信仰就在身边，教育同学坚定理想信念，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努力做到一个党员一面

旗帜，向周围传递正能量。 

国际交流处吴燕婷老师为研究生介绍了我校学生的国际交流情况、国际交流项目，并重点对

研究生的交流项目、要求和资助情况作了介绍，鼓励研究生参与国际交流项目。 

门诊部主任张怡娟为研究生介绍了健康卫生基本常识、上海市大学生医保政策，并详细介绍

了看病和报销的基本流程和要求。 

团委副书记范榕为研究生介绍了团委的主要职能，并重点对研究生会、研究生活动、竞赛等

方面进行了介绍，希望研究生踊跃参与各项活动。 

 

学生处严运楼副处长为研究生介绍了学生事务、就业指导服务、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希望研究生尽快融入工程大，投身科研创新活动，学会做人，做德才兼备的人。 

保卫处倪智勇处长从校园安全形势、校园案件发生环境分析、可行的防范要点、法律的遵循

等四个方面为研究生介绍了安全保卫工作，希望研究生做好人身和财产安全工作。 

图书馆张欣副馆长为研究生新生介绍了我校图书馆的概况，图书资源的分类与规模、数据资

源的分类与使用等情况，并欢迎研究生多到图书馆，充分利用学校的图书资源和数据资源。 

http://202.121.126.214/control/FCKeditor/editor/dialog/showOriginalImg.html?img=/picture/article/593/eb/5c/f2350c044f5f90537a3991f41117/75951318-f2fa-4c93-a350-d1ea0f4fa214_d.jpg
http://202.121.126.214/control/FCKeditor/editor/dialog/showOriginalImg.html?img=/picture/article/593/eb/5c/f2350c044f5f90537a3991f41117/75951318-f2fa-4c93-a350-d1ea0f4fa214_d.jpg


 

 

 

科研处刘志欣副处长为研究生介绍了我校重点学科建设和科研总体情况、学术论文分类及研

究生论文发表要求、通过科研训练提升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希望研究生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成

为我校科研的生力军。 

入学教育除以上专题报告外，研究生处还组织各学院辅导员带队参观了我校汽车工程实验

室、轨道交通实验室等特色实验室，并组织各学院安排专业特色入学教育。 

研究生新生们表示，入学教育让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就了解和掌握了学校各方面的信息，对他

们尽快融入学校的生活、参与学习与科研帮助很大。（文：王成涛） 

材料工程学院举办 2015 级研究生入学教育 

9月 15日下午，材料工程学院在行政楼 1612会议室召开了 2015 级硕士研究生入学教育。

学院党委副书记段海霞、副院长林文松、副院长李军出席了会议，会议由研究生辅导员宋潇芃

老师主持。 

首先学院副院长林文松老师致欢迎词，代表全院师生向材料学院级新生表示诚挚的欢迎。

林老师主要从导师选择、学业要求、学术诚信三个方面为新生做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并就安全

问题做出了要求。学院副院长李军老师就实验室使用要求等问题向大家作了相关介绍，简要讲

解了关于实验室的注意事项以及设备的预约使用、实验器材的安全使用等。最后，学院副书记

段海霞老师讲话，对新入学的研究生提出几点希望：希望同学们能够修身立德，学会做人做事；

学会与同学们和谐相处；严格遵守校规校纪，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 

 

 



 

 

 

 

在入学教育之后，学院组织新生们参观了学院实验室，以便新生们对学院的实验环境有个

初步的感性认识。入学教育使新生能更快了解学院情况，适应研究生生活。研究生新生们的到

来给学院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在科研的道路上定会绽放自己的光彩，

让材料工程学院呈现出新的风貌。(文：陈凯) 

汽车工程学院召开 2015 级研究生入学教育会议 

9月 15日，汽车工程学院在图书馆第二报告厅举办“2015级研究生入学教育会”。学院

副院长吴训成、党委副书记马建立以及导师代表吴长水、杨国平等出席了会议。全体 2015级

汽车工程学院 76名新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党委副书记马建立主持。 

副院长吴训成以“工程大，大成功”开始，对学院的历史做了深入的解读，并指出在国家

未来的研究生培养中，专硕的比例会逐年上升，在企业中参与研究与技术开发的工程硕士能发



 

 

 

挥更大的作用。会上，吴训成副院长分别对车辆工程与交通运输工程专业做了全面的介绍。最

后，他对学院每位导师及该导师的研究方向进行了详细介绍，并一一将与会的导师代表向研究

生新生引见，同学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随后，学院党委副书记马建立以“赢”字向新生应当具备的几点心态与思想。“亡”即应

具备危机意识，时刻都要居安思危。“口”即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人与人之间良好的沟通是

合作的基础。“月”即要具备时间观念，合理分配时间。“贝”具备正常的金钱观，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凡”拥有一颗平常心，不难过分的眼高手低。最后会议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结

束。 

 

通过本次的入学教育大会，15级新生认识到了作为一名合格硕士研究生所必备的学术素质

和道德修养，了解了专业背景和社会发展形势，为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文：沈丽） 



 

 

 

中韩学院召开 2015 级研究生入学教育会 

9月 15日下午，中韩多媒体设计学院 2015 级研究生入学教育在艺术楼多媒体会议室拉开

序幕。中韩多媒体设计学院院长、研究生导师唐幼纯教授，中韩多媒体设计学院韩方院长、研

究生导师金钟琪教授，研究生导师章颖芳副教授，吴志恩老师，副院长张瑜老师，学院教学工

作负责人咸妍老师，研究生秘书宁书家等老师，学办、院办相关负责人，学院的研究生企业导

师、上海张江超艺多媒体系统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俞立昂和中韩多媒体设计学院 2015级全体研

究生新生共同出席会议。会议由研究生导师樊荣老师主持。 

会议伊始，首先由院长唐幼纯教授和金钟琪教授向同学们致简短的欢迎辞。唐教授和金教

授寄语同学们在研究生学习生涯中发扬独立和兼容并蓄的学术精神，成为数字媒体领域的高精

尖人才。随后，为了让同学们尽快熟悉研究生的培养政策、规章制度、培养条件及学习要求，

研究生导师章颖芳副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学院的组织机构和学院的研究生教学团队，学院的教学

工作负责人咸妍老师则向大家详细介绍了学院的教学理念和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各项管理制度

与要求。 

13：30开始，研究生企业导师俞立昂用题为“跨界融合数字媒体新思维”的精彩讲座，通

过生动的案例引出对当前数字媒体产业的跨界融合趋势分析，为中韩多媒体设计学院的第一届

研究生们开启了专业教育的第一堂课，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通过本次入学教育，同学们纷纷表示对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

解，对今后的研究生学习生涯充满了憧憬。（文：樊荣） 

 



 

 

 

材料工程学院召开研究生新生班会及新老研究生交流会 

为了帮助研究生新生更快地了解学校学院情况，适应研究生生活，9月 17日晚，材料工

程学院在教学楼 E303举办了研究生新生班会及新老研究生交流会，会议由学院研究生辅导员

宋潇芃老师主持。 

会议伊始，辅导员宋老师给研究生新生讲解了学校的相关规章制度，督促新生要做好科

研，提高学术水平；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提高求职竞争力；同学之间要多交流增进友

谊，守望相助；着重强调了要提高安全意识，提醒同学们保持身心健康，希望大家能够志存

高远，脚踏实地，珍惜读研的时光，度过一个充实的研究生生活。 

 
 

 

 
  

 

随后的研究生新老生交流会中，学院研究生会组织研二部分同学代表为新生们介绍了学院各

导师的基本情况，使新生对学院导师有了较全面的了解，为新生选导师提供了参考。老生还与新



 

 

 

生分享了自己读研以来的感触，对新生的学习科研、生活以及实践等各方面提出了建议，这一环

节新老生积极互动，新生们踊跃提问，学长学姐们对新生的提问做出了耐心详细的解答。之后学

院研究生会进行了招新，新生们积极报名，为学院研会增加了新的血液。 

此次研究生班会及新老生交流会，不仅让新生们了解学校、学院有关政策，重视安全问题，

也拉近了新老生之间的友谊，帮助新生更好地融入研究生生活，明确奋斗目标，为新生今后的发

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文：张晓琳） 

艺术设计学院举行 2015 级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 

9月 15日下午，艺术设计学院 2015 级研究生新生在艺术楼 A510进行了新生入学教育，学

院党总支书记许传宏、副院长李光安、副书记李云先以及各位研究生导师出席了会议，艺术设计

学院 2015级 35名研究生参加了此次活动，整个入学教育活动由副院长刘珂艳主持。 

 



 

 

 

首先刘珂艳副院长、李光安副院长和李云先副书记分别介绍了研究生学习的相关内容做了详

细介绍，并要求研究生新生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充分利用学校的学习资源，努力的在学术道路上

写出自己新的篇章。同时也激励学生在研究生期间要不断地探索创新，不断完善自己的同事磨砺

自己的意志，刻苦学习，钻研学术，随着成长不断扩展自己人生的宽度，成为高素质人才。 

新生代表陆纯纯同学在活动中进行了发言，她本科四年在工程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就读，

对学校、学院和老师都有了深厚的感情，她表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她会更加的努力，让研究生

成为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 

会上，书记许传宏老师对新生们进行了致词，他表示，这是我们学院第一次招收研究生，

全院的老师都很重视大家。艺术学院不仅是大家的学校，更是大家的家，来到了艺术学院，就像

回家一样温馨。学院的老师们会给大家创造最有利的学习条件，让大家能学习、生活两不误，在

研究生期间能有一个阶段性的成长。（文：孙昕萍） 

我校 138 支参赛队备战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9月 19日上午,上海市教委副主任陆靖、校党委书记李江、副校长姚秀平，在党办主任王陈、

研究生处处长陈凌珊等老师的陪同下前往竞赛场地实训中心 2号楼，看望了正在紧张参加第十二

届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的研究生和答疑老师，并为辛苦奋战的师生们带去了咖啡、茶叶、牛

奶、点心等慰问品。 

在竞赛现场，市教委副主任陆靖、校党委书记李江、副校长姚秀平询问了今年赛题的基本情

况，各组所选的题目和竞赛的进度，详细了解了各个参赛组中同学们的专业背景，鼓励各个参赛

小组通力协作，继续努力与坚持，争取在此次的建模竞赛中再创佳绩。参赛研究生对校领导和研

究生处的关怀非常感动，表示将全力以赴，争取佳绩。此外，校领导还对基础教学学院、管理学



 

 

 

院、电气学院、机械学院、汽车学院等各学院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为了做好本次竞赛，研究生部（处）于 5月份启动相关工作，经过前期宣传、专题报告、校

内模拟竞赛、报名动员等环节，我校最终有效报名参赛队 138支。由于往年在全国研究生数模大

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我校在该领域的全国影响力越来越大，吸引了来自中国科技大学、同济大

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武汉纺

织大学等众多高校的优秀博士生、硕士生来我校组队，并以我校研究生为队长参赛。（文：王成

涛） 

“中国社会保障前沿问题”高峰论坛暨第六届研究生 

学术论坛在我校隆重举行 

9月 19日，由上海市学位委员会主办，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中心承

办的“中国社会保障前沿问题”高峰论坛暨第六届研究生学术论坛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松江校区

隆重举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陆靖副主任、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张岚副局长等领导莅临

会场，祝贺论坛召开。校党委书记李江教授，副校长姚秀平教授、史健勇教授等出席论坛。 

本次论坛是在成功举办前五届研究生学术论坛的基础上，首次增设高峰论坛。论坛邀请了国

内众多社会保障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和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如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

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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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带头人汪泓教授，上海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研究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徐

志毅教授，原上海电机学院党委书记郝建平研究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原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

院长左学金研究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复旦大学彭希哲教授，上海理工大学副校

长吴忠教授，原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鲍淡如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院长俞卫教授，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米红教授，复旦大学潘肖珏教授等，

专家们围绕“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统筹发展”主题，就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发展前景、老龄化

应对策略、医疗改革与医患关系、基本公共服务配置、社保基金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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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者和研究生的广泛关注。本次论坛共收到来自清华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辽宁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华东理工大

学等近 50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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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了 70篇论

文获奖。其中，一等奖 3名，二等奖 8名，三等奖 10名，优秀奖 49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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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其他领域等十余个分论坛，围绕进一步

完善中国社会保障体制建设进行深入研讨。论坛受到了中国社会保障科学研究网、上海电视台、



 

 

 

上海教育电视台、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媒体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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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社会保障研究生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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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丽娜） 
 

 

  

【学术论坛】 

上海新能源汽车研究生暑期学校举办学员学术交流会 

      

7 月 3 日上午，暑期学校学员学术交流会在图书馆第四报告厅举行,讲座由研究生处处长

陈凌珊教授主持。 

暑期学校开学以来，在各个教授学术报告会上，学员都会针对相应的问题进行学术交流。

此次举办的学术交流会，是学员们之间的相互交流讨论。首先由北京理工大学蒋永琛同学作

题为《基于改进粒子群优化算法的增程式电动客车能量管理策略优化》的报告，她讲解了目

前她研究课题的部分内容，举出相应的实验实例，学员们对她提出的几点作了相应的提问。

接着后面的同学作了自己研究部分的报告，广东工业大学徐少平同学作题为《混合动力汽车



 

 

 

的发展及工作原理》的报告，同学对他报告控制策略问题进行激烈讨论。南昌大学何剑平同

学做题为《电动汽车电压采集模块的 EMC 整改》，重点讲解了采集模块原理，EMC 分析，

静放电实验以及整改方案的设计。整个学术讨论会有序进行。 

这次交流会给学员们提供了交流目前进行的研究领域一次很好的机会，形成了良好的学

术氛围。 （文：徐子善 王成涛） 

我校承办的 2015 上海纺织服装创意创新研究生学术论坛 

暨第九届纺织服装创新国际论坛开幕 

 

7 月 10 日，由上海市学位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办，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服装学院、

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与中国纺织工程学会服装服饰专业委员会承办的“2015上海纺织服装

创意创新研究生学术论坛暨第九届纺织服装创新国际论坛”隆重开幕。 

http://202.121.126.214/_ueditor/dialogs/showOriginalImg.html?img=/picture/article/593/53/1c/b6b3bd744ae188281c66a3c59152/c02bda6d-7844-40b1-895c-d6d94b3188a5_d.jpg
http://202.121.126.214/_ueditor/dialogs/showOriginalImg.html?img=/picture/article/593/53/1c/b6b3bd744ae188281c66a3c59152/c02bda6d-7844-40b1-895c-d6d94b3188a5_d.jpg


 

 

 

在“2015上海纺织服装创意创新研究生学术论坛暨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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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以及第二天的上海服装创意产业发展考察

及研讨。 

本次论坛邀请了韩国蔚山大学、法国巴黎国际服装学院、荷兰 WeLL Design 设计公司、

宾夕法尼亚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市服装研究所、中国纺织工程学会服装服饰专业委员会、

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上海三枪集团、浙江恒龙服饰公司等

国内外专家围绕“上海纺织服装创意产业改革与发展”展开专题报告研讨。 

 

论坛上各位嘉宾所作的报告精彩纷呈，围绕纺织服装领域学术前沿，中国著名服装设计

师一慧做《中国民族图案纹样艺术及其在服装上的装饰应用》专题报告；东华大学纺织学院

院长陈南梁教授做《国内外产业用纺织品的发展状况及趋势》专题报告；法国巴黎国际服装

学院学术总监 Jean-Baptiste Andreani 做《Fashion design and life style》专题报告；德国贺

http://202.121.126.214/_ueditor/dialogs/showOriginalImg.html?img=/picture/article/593/53/1c/b6b3bd744ae188281c66a3c59152/8812ee0a-6f97-406b-958a-6ca4fa43306b_d.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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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教授做《The Real Value of Design》专题报告；奥地利马德教授做《Beyond the Envelope》

专题报告；韩国蔚山大学李淑恩教做《The fashion design of senior generation in homo 

hundred era》专题报告。 

 

本次研究生学术论坛设立分论坛以及上海纺织服装创意产业学术交流活动。来自东华大

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北京服装学院、西安工程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四川美术学院、青

岛大学及我校等全国 26 所高高校的研究生参与了分论坛研讨。 

论坛是在上海国际时装文化节固定活动项目，由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服装学院创办的“纺织

服装科技与艺术创新”国际论坛（已举办八届）基础上举办。本次论坛于 2015 年 1 月先后通

过各种方式公开征稿，截止征文结束共收到来自东华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北京服装学

院、西安工程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四川美术学院、太原理工大学、河北科技大学、南通大

学、湖南师范大学、绍兴文理学院、盐城工学院、德州学院、嘉兴学院、盐城工学院、辽东

学院、安徽农业大学、福建省纤维检验局等全国 20 多所高校研究生的学术论文近 12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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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选取了部分优秀论文以英文版合集公开出版，将与国内外学者、研究生交流，以推进上

海国际时尚之都及上海纺织服装时尚创意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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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友谊，拓宽学术思路与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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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田丙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