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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进取  铸造辉煌
北京理工大学国际、港澳台交流工作纵览

前  言
Preface

  七十年风风雨雨，七十年辉煌历程，北京理工大学迎来 70 周年华诞。七十年来，北

京理工大学的国际、港澳台交流与合作秉承“海纳百川 求真务实”的精神，在学校发展

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五十年代引进苏联专家，八十年代与美、德、日、

俄等国著名高校和知名企业的合作与交流到进入 21 世纪后积极开拓海外平台、建设全球

性国际合作网络，在学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发展、科学研究和机制体制改革等

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进入 21 世纪，我校的外事工作以“服务于学校中心工作，努力提升学校的国际知名

度、影响力和竞争力”为指导思想，积极推动与海外一流院校、学术机构和企业的实质

性交流与合作，在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国际交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在区域

合作、平台建设、智力引进、学生交流、科研合作以及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我校的国际影响力逐年提升，在 2010 年英国《泰晤士报》与 QS 公司联合公布的亚洲大

学 200 强排名榜中，我校名列第 132 位，比 2009 年其首次公布的排名提升 14 位，在进

入该榜单的中国大学中排名第 17 位，比 2009 年提升 3位。



全球性合作网络

  至 2010 年年底，我校已与 43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所高等院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初步搭建

起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全球性网络。

  同时，合作院校的层次明显提高，合作交流的实质内容明显增加。与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亚

琛工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瑞士苏黎世联邦工业学院、美国匹兹堡

大学等一批世界一流院校建立起全面校际合作关系，并搭建起多个稳定的海外交流与合作平台，积

极开展学生交流、合作办学和教师培训等工作，逐步实现了与国外大学的成组性、区域性合作。

中国—西班牙大学联盟成立 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大学联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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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充分利用国际交

流与合作资源，作为中方

发起单位，分别于 2009 年

和 2010 年牵头成立了“中

国—西班牙大学联盟”和

“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

大学联盟”，旨在搭建中

国和西班牙、俄罗斯、白

俄罗斯著名高校间的交流

合作平台，整合合作资源，

提高交流效益，为双方加

智力引进

  我校引智工作成果显著，近五年来共从校外获得各类引智工作经费 2200 多万元，引进海外资

金 1500 多万元，先后聘请 1998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沃尔特 •科恩教授、2002 年正确生活方式奖

(亦称诺贝尔环境奖 ) 获得者马丁 •格林教授、199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 •莫里斯爵士

和 1986 年图灵奖获得者约翰 •郝普克若夫教授为我校名誉教授并来校讲座。2001 年至今共授予海

外知名专家、学者顾问教授、兼职教授等名誉学衔 102人，并建立起两个“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

计划”基地（“111计划”基地），在学校的学科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俄高等工程教育发展趋势双边研讨会

中欧高等教育论坛 中芬高等教育论坛

入的高校在教师培训、学生交流、科研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带来机遇与便利。我校还先后举办了

“中俄高等工程教育发展趋势双边研讨会”、“中西大学校长论坛”、“中欧高等教育论坛”和“中

芬高等教育论坛”，发挥区域性合作的优势，为中外院校的成组性合作搭建了平台。



学生交流

我校近几年本科生出国人数

  我校自 2006 年起积极推进学生“国

际化”项目的建立和实施，目前已与包

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

圣迭戈分校、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亚

琛工业大学、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澳大

利亚国立大学、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等海

外近 40所著名院校签订了校际学生交流

合作协议，本科生和研究生海外学习人

数逐年增加。我校每年接收来自西班牙、

“正确生活方式奖”获得者马丁·格林教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爵士 图灵奖获得者约翰·郝普克若夫教授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沃尔特·科恩教授

德国、韩国等国的交换学生和境外学生来访几百人次，有力地推进了学生国际交流和校园国际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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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爱立信合作十周年庆典

微软首席技术官 Craig Mundie 在我校演讲

科研合作

  目前，我校已与微软、英特尔、爱立信、索尼、

东芝半导体、戴姆勒、桑坦德银行、EDS、SMC、

NEC 等 100多家世界知名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在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学院、

重点实验室和教授间的国际科研合作不断深化与扩

大，先后成立了多个国际及港澳台联合研究中心和

实验室，通过国际合作产生的科研成果、论文著作

逐年增加，大大提升了我校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我校学生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参加暑期学校项目 德国理工大学9校联盟 (TU9) 学生团在长城好汉碑前合影



第 36 届国际空间大会 2006 IEEE/RSJ 智能机器人与系统国际会议

美国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 Don Q.Washington 先生出席“美国文
化月”开幕式并致辞

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 Iain Watt 先生在“澳大利亚大学月”
活动中演讲

国际学术会议

文化建设

  2001 年以来，我校已举办国际学术会议 80 余场次，其中包括第“36 届国际空间大会”和

“2006 IEEE/RSJ 智能机器人与系统国际会议”等高水平序列性国际学术会议。

  为推动国际交流，我校先后参与了中俄文化年、中意文化年，并在校内举办各国文化月、文

化周等系列活动。 2008年以来，学校推出“走向世界”主题系列活动，先后举办了 “美国文化月”、

“澳大利亚大学月”、“德国文化周”、“日本文化节”、“西班牙日”、“德国高等教育日”和“外

国驻华教育参赞讲座系列”等活动，为学生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营造多彩的校园国际化氛围。

2009 年，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新建了我校第一所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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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5 月和 10 月，我校党委书记郭大成和校长胡海岩先后率代表团访问台湾高校。截至

2010 年年底，我校与台湾大学、新竹清华大学、成功大学、高雄中山大学、台湾科技大学、台北

郭大成书记与台湾大学李嗣涔校长亲切交谈 胡海岩校长与新竹清华大学陈力俊校长签署两校合作协议

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见证两校签署合作协议

我校与香港理工大学成立“城市与公共安全联合研究中心” 我校与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光机电工程联合研究中心”

港澳台交流

  2005 年 9 月，在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和我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的见证下，我

校与香港理工大学正式签订了校际合作协议。

在过去的几年中，两校携手并进，共同发展，

在人员交流、联合培养、学术交流、科研合作

方面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此外，我校与

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

港城市大学、香港教育学院等院校在人员交流、

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方面都开展了实质性合作。

  进入 21世纪，我校港澳台交流与合作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留学生教育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校留学生规模从 1995 年 24 人发展到 2010 年的 560 人，其中学历生由

1997 年的 3人发展到 2010 年的 374 人，学历生人数占长期留学生人数的 70% 以上，实现了以学历

生教育为主体的结构调整。留学生教育开展以来，曾经有英国、法国、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

泰国、德国、蒙古、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巴基斯坦、卢旺达、越南、沙特等 50个

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来我校学习各类专业培训课程及中国文化课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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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留学生长期生总数

历年留学生学位生人数

科技大学、云林科技大学、朝阳科技大学、淡江大学 9 所台湾高校签订了学术交流协议，并与其

中 7 所高校签订了学生交流协议，使我校在台湾地区的半年期交换生名额达到 70 名。在学校的

大力支持与推动下，双方在学院间交流与合作、学术交流、学生交流等领域积极开展实质性的合作。

留
学
生
学
位
生
人
数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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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以来，学校积极承担了多个国家公派奖学金留学生项目、政府间合作培养留学生项目、

央企委托培养留学生项目、校际合作及交流生项目等。截至 2010 年年底，我校共有 153 名学历留

学生毕业。

我校与卢旺达政府合作“本科生培养项目”
图为卢旺达留学生参加卢旺达驻华使馆独立日及解放日庆祝活动

在我校学习的韩国留学生参加毕业典礼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合唱团来我校演出荷兰莱顿大学学生访问团与我校师生合影

历年学位生毕业人数统计

学
位
生
毕
业
人
数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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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Summary

  2010 年在校党委和行政的正确领导下，国际交流合作处坚持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地构建学

校国际合作与交流新体系和新机制，在合作交流、引智项目、出国事务、学生交换、国际会议、合

作办学、港澳台事务和部门建设等几大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学校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和管理水平等的提高，在引领学校走向国际化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10 年我校国际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在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期刊》(THES) 与英国高等

教育调查公司 QS 联合发布的亚洲大学排名 200 强（QS Asian University Rankings 2010）排行

榜中，我校位居第 132 位，比 2009 年其首次公布的排名提升 14 位。在入榜的中国大学中，我校

排名第 17 位，比 2009 年提升 3位。

  在全球性国际交流合作网络和平台建设方面，2010 年我校在多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加

强选择的前提下，2010 年通过高层出访和交流，我校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荷兰莱顿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新签校际合作协议 26 份，使我校境外协议院校达 150 所，涉及 43

个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完善了我校的全球性国际交流合作网络：通过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大

学联盟的建立，巩固和加强了我校在俄罗斯地区的合作平台，进一步提升了我校在对俄合作中的

优势地位；通过与弗吉尼亚大学、滑铁卢大学、拉瓦尔大学、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密苏里科

技大学、密西西比州立大学、伊利诺理工大学等美加大学的校际协议，有力推进了我校北美交流

合作平台的建设工作，为我校的科技合作与学生交流起到了良好的支撑作用；同时，通过与澳大

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战略伙伴协议、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 BIT-Compus 协议、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

育合作协议等的签订，巩固和发展了我校在这些地区的合作。

  在港澳台合作交流方面，2010年我校通过学校高层对我国台湾地区高校的访问，与台湾大学、

成功大学、新竹清华大学、高雄中山大学和淡江大学等 9 所顶级和优秀大学建立了正式的校级合

作关系，建立了我校在台湾地区的合作交流网络及平台。通过协议，我校共获得台湾地区半年期

交换生名额 70 个。

  2010 年时逢我校 70 周年校庆，在学校以及国际交流合作处的全面筹划和组织下，外宾接待

工作有条不紊，外事活动亮点层出，共邀请了来自世界 13 个国家和地区 34 所高校和单位的 7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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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其中有 35 位正副校长）出席了我校校庆活动。校庆期间不仅组织了外宾欢迎晚宴、我校

与海外五校合作协议的正式签署仪式、中欧高等教育论坛和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大学联盟分

论坛等高层次活动，以及中国—西班牙大学联盟工作回顾会，而且在各学院和职能部门的配合和

组织下，与来访的院校进行座谈交流、举办学术报告等活动，签署了多份院级或项目协议，取得

了丰硕的交流成果。

  在引智工作方面，2010年，学校获得校外资助经费600余万元，比2009年增加 22%。2010年，

我校累计执行短期外国文教专家重点项目38项，普通项目50项（含追加项目），“111基地”建设

项目 2项，先后聘请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的 175名专家来校访问讲学和开

展合作科研。2010年我校共聘请长期外籍专家25人，其中全职教师23人，“千人计划”专家2人。

  在高端引智项目方面，我校在做好两个“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基地（“111 计划基

地”）建设的同时，在全国首家开展“111 基地”校内中期自我评估，全国首家设立和启动了“校

内 111 引智基地”（“北京理工大学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建设项目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

计划’专家引智专项”及其培育项目，为学科国际化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积极推进科技交流与合作，2010年新成立4个联合学术机构。全年共举办国际学术会议15场，

其中主办或联合主办 11场，承办 1场，协办 3场，涉及管理、材料、自动化、机械与车辆、光电、

生命科学、安全技术和高等教育等学科领域。我校还积极主办和承办了“中欧高等教育论坛”、“中

芬高等教育论坛”等高层次论坛。

  在交流接待方面，2010年，国际交流合作处共接待国（境）外来访团组208个，共计1034人次。

其中，大学校长团组 71 个 , 政府团组 20 个，组织 /协会团组 7个，企业团组 8个，短期学生团

组 8个，接待层次进一步提高。

  在派出事务方面，2010 年，我校共派出 329 个出国及赴港澳台团组，共计 597 人次。派出总

人数比2009年上升36%，教职工派出人数上升29%，学生派出人数上升124%。在派出的597人次中，

我校教职工为 503 人次，本科生、硕士生及博士生共计 53 个团组，94 人次。公派长期出国人员

50 人；公派长期回国人员 3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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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来访

国际交流（一）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010年，国际交流合作处共接待国（境）外来访团组208个，共计1034人次。其中，

大学校长团组 71 个 , 分别来自英国牛津大学、阿伯丁大学、中央兰开夏大学；美国密

苏里科技大学、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普渡大学、加州圣荷州立大学、史蒂文斯理工

学院、伊利诺理工大学、堪萨斯州立大学；加拿大约克大学、蒙特埃里森大学；德国

柏林工业大学、慕尼黑大学；法国图尔大学；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悉尼科技大学；

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都柏林大学；俄罗斯鲍曼国立技术大学、萨玛拉国立宇航大学、

门捷列夫化工大学、乌拉尔联邦大学、圣彼得堡电力技术大学、莫斯科动力学院；白

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日本福井工业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韩国建国大学；我国台

湾科技大学、台北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来访的政府团组 20 个，

组织 / 协会团组 7 个，企业团组 8 个，短期学生团组 8 个。



  9 月 24 日，党委书记郭大成

在我校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亲切会

见了来我校参加校庆 70 周年活动

和“中欧高等教育论坛”的萨马

拉 国 立 宇 航 大 学（Samara State 

Aerospace University）校长 Evgeniy 

Shakhmatov 和 副 校 长 Vladimir 

Bogatyrev。双方对两校长期以来的

友好合作进行了回顾，并对两校今后

进一步的合作交流等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王庆林、宇

航学院院长胡更开、化工与环境学院

党委书记黄晓鹏、管理与经济学院院

长魏一鸣等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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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4 日下午，英国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校长Andrew Hamilton教授一行五人访问我校。

胡海岩校长在我校国际教育交流大厦会见了代表团一

行。会见中，胡海岩对 Hamilton 校长一行来访表示热

烈欢迎，并全面介绍了我校情况。胡海岩指出，我校

十分重视与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希望今后与牛津大学加深交流，增进了解，开启强强

联合、共同发展的进程。Hamilton校长对首次访问我校、

会见胡校长并受到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向我校介绍

了牛津大学的发展情况以及组织结构。Hamilton 校长

还与胡校长就我校军工与民用专业相结合的办学特色

以及多校区的管理与建设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

表示，牛津大学与我校在生物、化工等领域都有很强的实力，希望今后可以同我校在这些领域开展

交流与合作。Hamilton 校长邀请胡校长在合适的时间访问牛津大学，参观相关学院，以增进彼此了

解，促进交流合作。

郭大成书记与 Shakhmatov 校长亲切会谈

Hamilton 校长与胡海岩校长互换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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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5 日下午 3 点，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

（Missour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校长 John F. Carney III 教授一行三人访问我校。

胡海岩校长会见了代表团。胡海岩首先代表学校对

Carney 校长的来访表示欢迎，并就我校历史沿革、

发展建设情况、学科优势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情况

进行了介绍。胡海岩认为我校与密苏里科技大学在

学科设置方面类似，今后可以在工程学科方面开展

更加广泛的合作。Carney 校长表示非常感谢胡海岩

的会见，随后介绍了密苏里科技大学在学校发展、

  10 月 15 日，中芬高等教育论坛期间，芬

兰 奥 卢 大 学（University of Oulu, Finland） 校

长 Lauri Lajunen 先生、瓦萨大学（University of 

Vaasa）校长 Matti Jakobsson 先生、赫尔辛基

大学（University of Helsinki）副校长 Ulla-Maija 

Forsberg 女士、埃博学术大学（Abo Akademi 

University） 副 校 长 Malin Brannback 女 士、 拉

普 兰 塔 理 工 大 学（Lappeenrant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校长 Ilkka Poyhonen 先生、汉肯商

学院（Hanken School of Economics）校长特别顾问女士等一行访问了我校与瑞典爱立信公司数字

通信技术研究中心、智能机器人实验室、机械学院激光微纳米加工实验室、氢气发动机实验室。当日，

胡海岩校长与来访的奥卢大学校长 Lauri Lajunen 共同签署了两校合作协议。

办学理念、学校特色、专业设置等方面的情况，强调了工程教育在学校的地位。

  12 月 13 日下午，美国内布拉斯加—林

肯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校

长 Havey Perlman 一行四人访问我校。胡海

岩校长在国交第五会议室会见了代表团并签

署合作协议备忘录。胡海岩校长代表学校对

首次访问我校的 Havey Perlman 校长表示欢

迎，向代表团介绍了我校历史发展、专业设置、

科研成果以及国际交流等情况，并表示很高

兴看到两校由教师之间的科研合作发展到签

胡海岩校长在“中芬高等教育论坛”上致辞

胡海岩校长与 Carney 校长签署两校合作协议书

胡海岩校长与 Perlman 校长签署两校合作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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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合作协议备忘录以拓展全方位的交流合作。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 Havey Perlman 校长非常高兴

可以访问北京理工大学，并签署合作协议备忘录。他说，两校之间有长期合作的教授可以进行富有

成果的科研合作，这对进一步开展学生、教师交流工作十分有帮助，在双方的努力下，合作会更上

一层楼。

  应人文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

邀请，美国薛顿贺尔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教育与人类服务学

院 Joseph Stetar 终身教授访问我校。

5月 25 日下午，杨宾副校长在二号楼

133会议室会见了 Stetar 教授，并向他

再次访问我校为我校师生进行学术讲

座表示欢迎与感谢。Stetar 教授从教育

融资专家角度指出：北京理工大学在美

国建立基金会具有极大的潜在可能性。

他详细地介绍了在美国申请建立大学

基金会的程序，并探讨了申请美国基

金会的方法步骤。杨宾副校长表示，北京理工大学在国内的教育基金会刚刚建立，可以利用国内基

金会的资源支持美国基金会的建立，并请教授帮助我校实现在美国创建基金会的目标。

  3 月 14 日，澳大利亚悉尼科

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国际事务常务副校长

William Purcell 教授率代表团访问

我校。党委副书记侯光明在北京理

工大学国际教育与交流中心会见了

代表团。侯书记对代表团的来访表

示热烈欢迎，他说很高兴 William 

Purcell 教授的此次访问促成了

两校之间的正式合作。William 

Purcell 教授对侯书记的热情接待

表示衷心感谢。在会谈中，双方都

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两校在教师

交流、学生交流以及科研合作等方面尽快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

杨宾副校长与 Stetar 教授互换纪念品

侯光明副书记与 Purcell 常务副校长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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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平副校长与富盛伸夫副校长互换纪念品

杨蜀康书记与 Giacommetti 副校长一行合影留念

赵长禄副校长与印度安纳代表团合影留念

  3 月 24 日，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副校长富盛伸

夫率团访问了我校，我校副校长赵平会见了来访

客人。东京外国语大学是日本位居前列、国际知

名高校，在世界多种语言，尤其是亚洲及非洲的

语言及综合文化研究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始

终处于前沿。富盛伸夫副校长此次来访，主要是

交流高等教育管理机制的改革情况，在交叉学科

发展、特色人才培养、学生及教师的互派交流等

方面进行了探讨。通过会谈，双方有了初步了解，

为进一步的实质性交流和合作奠定了基础。

  3 月 9 日上午，印度安

纳 大 学（Anna University, 

Chennai） 校 长 P. Mannar 

Jawahar一行六人访问我校。

赵长禄副校长在二号楼一层

会议室会见了安纳大学代表

团。会谈中双方就教师互访、

科研合作及学生交流等问题

  3 月 15 日，法国图尔弗朗索瓦 • 拉伯

雷 大 学（Université Francois Rabelais）

副校长 Arnaud Giacommetti 来我校访问，

随行的有法中经济文化协会芳思女士和王

雯女士。我校纪委书记杨蜀康在二号楼

133 会议室会见了来宾。杨书记对 Arnaud 

Giacommetti 副校长的来访表示热烈的欢

迎，并介绍了我校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合

作方面的情况。Arnaud Giacommetti 副校

长对杨书记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全面

介绍了法国图尔弗朗索瓦 • 拉伯雷大学的

情况。在会谈中，双方讨论了我校相关工科学院与法国图尔弗朗索瓦 • 拉伯雷大学工程师学院自

2008 年以来开展合作的情况，并探讨了双方进一步合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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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讨论，并特别就学生就业、职业规划、职业教育等议题展开了研讨。双方同意应加强两校相

关专业的教师合作与学生交流，表达了开展校际合作的愿望。

  3 月 11 日上午，澳大利

亚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常务

副校长 William Purcell 和中国

事务主任 Leo Mian Liu 访问

我校。赵长禄副校长代表学

校与对方签署了《北京理工大

学与悉尼科技大学谅解备忘

录》和《北京理工大学与悉尼

科技大学学生交换协议》。签

字仪式结束后，双方就两校战

略合作计划（Key Technology 

Partnership）、在工程和 IT 领域的科研合作、在软件工程领域开展联合培养和联合培养博士生项

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和交流，决定在年内启动一至两个项目；推进和加强两校教授之间的沟通

和交流；鼓励双方教师主办、承办或联合主办、承办国际学术会议；加强沟通，建立联席会议机制，

跟踪合作进展。为推进和加强两校教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悉尼科技大学在年内将接受我校三位教

授到该校访问讲学和从事研究工作。

  5 月 18 日，美国北卡罗来纳

州立大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副校长李百炼一行访

问我校，赵长禄副校长会见了代

表团。会谈中，双方就本科生交流、

博士生公派项目、师资建设和国

际教育合作等方面开展实质性的

合作进行了讨论，初步确定了今

后的合作方向。双方均表示将与

对方院校的合作作为今后国际交

流与合作的重点，全面推进。

赵长禄副校长与悉尼科技大学代表团合影留念

赵长禄副校长与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代表团亲切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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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7日上午，美国普渡大学

盖莱默校区（Purdue University 

Calumet）代表团一行两人访

问我校，赵长禄副校长会见了

Howard S. Cohen 校长和机械工

程系主任周谦教授。赵长禄副校

长向 Cohen 校长表达了诚挚的欢

迎，他说，为了顺应高等教育国

际化的趋势，培养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人才，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

  7 月 5 日上午，

美国堪萨斯州立大

学（Kansas State 

University） 教 务 长

兼高级副校长 April 

Mason 教授一行七人

访问我校。赵长禄副

校长会见了代表团。

赵校长对代表团首次

多元化的需求，我校自 2006 年和普渡大学合作开展“本科生到美国普渡大学盖莱默校区访学”计

划以来，目前四批学生参加本项目，效果良好，希望继续推广落实该项目，促进两校的交流合作。

Cohen 校长简要介绍了该校近期发展情况，表扬了我校学生在普渡学习期间展现出的认真钻研和多

才多艺的品质。双方对两校合作几年来取得的实质性成果均表示满意。

访问我校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我校的历史发展、院系设置、优势专业、科研项目、国际合作等情况。

Mason 教务长对赵校长在百忙之中会见代表团表示感谢，她说堪萨斯州立大学与我校的学生规模相

当，部分专业设置类似，希望与我校通过教师、学生交流开启相互合作。我校国际交流合作处王庆

林处长、设计艺术学院杨建民副院长和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助理颜志军也表达了与堪萨斯州立大学

相关学院的合作交流意向。我校与堪萨斯州立大学均重视培养学生的海外教育经历，双方就今后深

入开展合作交流做深入探讨。

  12 月 14 日上午，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副校长李百炼、北

赵长禄副校长与普渡大学盖莱默校区代表团合影留念

赵长禄副校长与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代表团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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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全球研究院院长

Peter Coclanis 一行三人访问我校，并为我

校本科生和硕士生进行了学生交换项目的

讲座。赵长禄副校长在二号楼 133 室会见

了代表团。赵长禄副校长向来访代表团表

示欢迎，并介绍了我校历史发展、专业设置、

科研成果以及国际交流等情况。双方就本

科学生、研究生交流项目、干部培训项目、

继续教育项目等进行了热烈讨论。

  12 月 2 日下午，德国驻华使馆科技

参赞 Matthias Hack 先生和科技助理张柏

玉女士访问我校。孙逢春副校长在二号楼

233会议室会见了 Hack 参赞一行。孙逢春

副校长首先对 Hack 参赞一行表示欢迎，

并介绍了我校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发展

情况和科研成果。Hack 参赞说，中德两国

部分高校和企业联合成立了中德电动车合

作中心，北京理工大学也是该组织的成员

之一，因此他希望借此次访问详细了解我校电动车实验室的科研进展情况。随后，双方就我校电动

车专业研究重点、行业未来潜力以及主要挑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为落实 2010年学校工作要点，促进学校国

际化校园文化建设，推动澳大利亚平台建设，

配合学校70周年系列活动，澳大利亚纽卡斯尔

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教工合唱团受邀

将于 2010年 7月 6日来校访问演出。5月 24日

上午，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常务副校长 Kevin 

McConkey 教授一行三人专程就合唱团来访事宜

访问我校。赵显利副校长亲切会见代表团。Kevin 

McConkey 副校长特别感谢我校对合唱团来访所

提供的支持和帮助，简要介绍了纽卡斯尔大学的

赵长禄副校长与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代表团亲切会谈

孙逢春副校长与德国驻华使馆代表团合影留念

赵显利副校长与 McConkey 常务副校长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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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 日上午，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国际事务

常务副校长 William Purcell 教授和科研事务常

务副校长 Attila Brungs 教授率代表团一行十人

访问我校。赵显利副校长会见代表团并签署了

《北京理工大学与悉尼科技大学战略科技合作

协议》。赵显利副校长代表学校对国际事务常

务副校长 William Purcell 教授和科研事务常务

副校长 Attila Brungs 教授及全体代表团成员的

来访表示欢迎，简要回顾了自去年 11月访问悉

尼科技大学以来两校所取得的合作进展。悉尼

  10 月 29 日上午，美国伊利诺理工大

学（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副校长

Darsh T. Wasan 教授和该校中国代表处的首

席代表瞿华女士访问我校。李和章副校长会

见代表团并签署《北京理工大学与伊利诺理

工大学学术合作协议》。李和章副校长代表

学校对副校长Wasan教授的来访表示欢迎，

简要回顾了近年来两校开展的友好合作，感

谢 Wasan 教授为学生作了精彩的专业学术

国际合作战略思路，北京理工大学是该校在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学校非常重视与

北京理工大学的合作，也表示愿意就师资外语培训项目进行深入和细致的探讨。会谈中，赵显利

副校长回顾了 2009 年 10 月访问纽卡斯尔大学期间留下的美好印象，希望两校能进一步拓展合作

领域、加强合作，表示学校团委和国际交流合作处将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科技大学国际事务常务副校长 William Purcell 教授非常高兴能再次来北京理工大学访问，尤其是率

领由行政和资深教授组成的重要代表团访问我校，并签署两校战略科技合作协议。该协议是悉尼科

技大学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学建设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将在亚洲、欧洲、北美洲等地区选择 15个

战略合作伙伴院校，我校是亚太地区的四所院校之一。

报告，表示将积极支持两校开展本科生或研究生层面的学术或学生交流等全方位合作。Wasan 教授

感谢李和章副校长的会见和讲座安排，对我校教师和学生在报告过程中的表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表示将积极推动和促进两校在教学、科研等领域的深层次合作。

赵显利副校长与 Brungs 常务副校长合影留念

李和章副校长与 Wasan 副校长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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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出访

国际交流（二）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010 年，我校积极贯彻落实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对外开放的国际化战略，巩固

和开拓区域性合作，加强与一流大学的实质性交流与合作，取得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

交流成果。

胡海岩校长访问美国和墨西哥高校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校北美国际交流平台的建设，加强我校与北美高校的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

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胡海岩校长于 2010 年 5月 23日至 6月 2日率我校代表团赴美国弗吉尼亚大

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墨西哥坎昆技术

大学（Cancun Technical University）和瓜达拉哈拉自治大学（Universidad de Guadalajara）进行了

为期 10天的访问。代表团此次出访收获颇丰，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墨西哥瓜达拉哈拉自治大学

签署了校际合作协议，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就建立学院级联合实验室事宜达成了合作协议，在访

问期间，胡校长还代表学校参加了西班牙桑坦德国际银行有限公司在墨西哥举办的第二届全球校长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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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访问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5 月 24 日，胡海岩校长率我校代表团访问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代表团受到弗吉尼亚大学的热

烈欢迎，弗吉尼亚大学校方对代表团的访问非常重视，精心安排行程和活动，各学院院长均出面

接待代表团成员，以座谈交流和走访的形式向代表团介绍和展示了弗吉尼亚大学的教育体系和教

学模式，双方就两校教育合作、互派学生到对方学校进修课程、短期访问和参加活动等事项进行

了深入的探讨。访问期间，代表团成员还与留学生和海外华人教授一起座谈，了解国内实验教学

与弗吉尼亚大学的差异，探讨改进实验教学的途径与方法。

我校访问团与弗吉尼亚大学校方会谈

2. 访问佐治亚理工学院

  5 月 25 ～ 27 日，胡海岩校长率我校代表团访

问了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5 月 25 日，美国佐治

亚理工学院校长 Peterson、负责科研的常务副校

长 Steve Cross、负责科研和创新的副教务长 Mark 

Allen 和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校长 Steven McLaughlin

热情接待了我校代表团一行。胡校长和 Peterson 校

长就两校今后发展合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就

建立学院级联合实验室达成了合作协议。两校的合

作关系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 胡海岩校长与佐治亚理工学院校长 Peterson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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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访问团与坎昆技术大学人员合影

4. 访问墨西哥坎昆技术大学

  5 月 28 日，胡校长率我校代表团访问了墨西哥

坎昆技术大学。坎昆技术大学提供工商管理、旅游、

机械、信息系统、计算机方面的课程。在坎昆技术

大学，双方校级领导就双方学校现状、合作交流领

域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双方均表示将保持联系，继

续探讨合作与交流的机会，将在合适的时机开展学

生交流。

5.访问墨西哥瓜达拉哈拉自治大学

  5 月 28 日，胡校长率我校代表团访问了墨

西哥瓜达拉哈拉自治大学。瓜达拉哈拉自治大学

是墨西哥一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历史悠久，学

科种类全面，拥有较强的工学院和商学院。此次

访问两校签订了校际合作备忘录。胡校长还会见

了校长 Lic. Antonio Leaño Reyes 及多位副校长

和职能部门领导，共同探讨了未来合作意向。
胡海岩校长与瓜达拉哈拉自治大学校长签订合作协议

3. 参加墨西哥全球大学校长论坛

胡海岩校长在墨西哥全球大学校长大会上发言

  5 月 31 日～ 6 月 1 日，胡海岩校长代表我校出席

了在墨西哥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举行的全球大学校

长论坛。 会议为期两天，来自美国、加拿大、俄罗斯、

中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巴西、阿根廷、

墨西哥、南非等世界各地的 1000 余所大学的校长、

副校长出席了本次大会。本次大会由西班牙桑坦德国

际银行公司发起并资助。大会围绕“大学的国际化与

国际合作的开展”、“国际化形势下的教育与科研”、

“大学的变革”、“高等教育在社会中发挥的融合与

凝聚作用”、“知识创新和转化”等十一个主题开展了讨论与交流。我校作为中国首家加入桑坦

德“UNIVERSIA”大学组织的高校，近三年与桑坦德银行和西班牙各高校密切合作，发起了中西

大学联盟，推进了大量实质性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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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访问意大利那不勒斯帕斯诺普大学

2. 访问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

  6 月 7 日，代表团访问了米兰理工大

学。米兰理工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Dino 

Mandrioli 教授、自动控制专业海外交流事

务主管 Riccardo Scattolini 教授、中意校

园协调人 Luca Ferrarini 教授、国际项目协

调人 Delia Olivetto 女士和国际交流与对外 

关系部Montserrat Poch女士参加了会谈。

杨宾副校长访问意大利和芬兰高校

  为了落实我校2009—2011年国际交流合作规划，巩固和推进意大利和北欧地区区域平台建设，

深化与欧洲高校的科研合作和学生交流，杨宾副校长率我校代表团于 2010 年 6月 1日至 6月 9日

访问了意大利那不勒斯帕斯诺普大学（Parthenope University of Naples）、米兰理工大学（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Milan）和芬兰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

  访问期间，杨宾副校长代表学校与意大利那不勒斯帕斯诺普大学签署了校际合作协议，与芬兰

阿尔托大学科技学院续签了合作协议，首次访问了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会见了中国驻芬兰教育领

事宗钢校友，重点对意大利和芬兰大学的留学生政策、工学学生培养、基金会管理、校园安保、后

勤管理以及校友会问题进行了交流，与对应高校的自动化学科负责人建立了联系。

杨宾副校长与意大利那不勒斯帕斯诺普大学常务副校长签署校际合作协议

双方会谈代表合影

  6 月 3 日，代表团访问意大利那不

勒斯帕斯诺普大学。常务副校长 Claudio 

Quintano 教授亲切会见了代表团，并与

我校签署了校际合作谅解备忘录，希望

能够进一步扩大双方的合作领域，探讨

本科 2+2 等合作模式，深化科研合作和

学生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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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会见中国驻芬兰教育领事宗钢校友

杨宾副校长与中国驻芬兰使馆教育领事宗钢校友合影

3. 访问芬兰阿尔托大学科技学院

杨宾副校长与 Matti Pursula 院长续签两校合作协议

  6 月 9日，代表团访问了阿尔托大学科

技学院。杨宾副校长与学院执行院长 Matti 

Pursula 教授亲切会面。Matti Pursula 教授

详细介绍了依据 2009 年 8月 1日生效的芬

兰《大学法》于 2010 年 1月由芬兰赫尔辛

基艺术设计学院、赫尔辛基经济学院和赫尔

辛基理工大学合并而成的阿尔托大学的使

命、远景、组织结构和价值观，重点介绍了

科技学院的发展历史、排名情况和今后五

年的发展战略框架，以及学院的学科和研

究中心情况。学院留学生事务主管 Margita 

  6 月 8日，杨宾副校长和代表团全体成

员会见了中国驻芬兰使馆教育组一等秘书、

我校校友宗钢。双方就芬兰的高等教育等

情况、北京理工大学校友会和基金会发展

情况进行了深入会谈。

  会谈期间，杨宾副校长介绍了此次代

表团出访的任务和访问芬兰高校的计划，

讲述了近年来我校海外校友发展和学校基

金会建设的有关情况。宗钢校友向杨宾副

校长介绍了中国驻芬兰教育组以及中国学

者在芬兰学习和工作的总体情况、芬兰高

等教育政策，表示非常愿意支持母校与芬兰乃至北欧地区高校开展校际合作。

Slätis 女士详细介绍了学院留学生的总体情况和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分析了今后几年学校在留学生

方面的举措。杨宾副校长介绍了我校近年来发展的总体情况，希望两校进一步加强自动化学科乃至

更多学科在教师和学生方面的深入交流。会谈结束后，杨宾副校长与 Matti Pursula 执行院长续签了

两校合作谅解备忘录。



30 / 31

1. 访问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西班牙优秀高校奖获得者

2. 访问西班牙瓦伦西亚理工大学——创新与创业的典范

侯光明副书记访问西班牙和意大利高校

  2010 年 3 月 17 ～ 26 日，侯光明副书记应邀访问了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Madrid）、瓦伦西亚理工大学（Universidad Politecnica de Valencia）、巴塞罗那大

学（Universitat de Barcelona）以及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Politecnico di Torino）。

  此次侯光明副书记出访，通过对南欧四所著名高校的访问，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我校同西班牙、

意大利理工高校的合作交流；我校首次访问西班牙顶尖高校马德里自治大学和巴塞罗那大学，拓展

了我校西班牙国际合作平台，有力地完善了我校外事区域性合作平台与网络。同时，此行也为我校

管理与经济学科的国际交流开辟了新的渠道，为专业层面深化实质性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次

访问有利于推动我校的国际交流合作，是实施我校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一步。

  3 月 18 日，侯光明副书记率团访问了

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与该校外事副校

长 Asunción Martínez 教授等进行会晤，参

观了经济与商学院，并与该院外事副院长

Martha Saboyá 教授进行会谈。马德里自

治大学建立于 1968 年，是西班牙顶尖综合

性大学，在世界各地享有盛誉，与我校于

2009 年 6月签署《中国—西班牙大学联盟

框架协议》，建立了合作关系。此次是我

校代表团首次访问该校。

  3 月 22 日，我校侯光明副书记一

行五人访问西班牙瓦伦西亚理工大学，

与外事副校长 Juan Miguel Martínez 

Rubio 教授等进行了会谈，参观了该

校校园、理工创新中心（Polytechnic 

City of Innovation）、IDEAS 创业中心

（The IDEAS Institute）、电视台以及

企业行政与管理学院。瓦伦西亚理工大

学是西班牙一所著名的理工大学，2006

年 5 月与我校签订校际合作协议。它与

我校代表团与马德里自治大学人员合影

侯光明副书记与 Martínez Rubio 副校长亲切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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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和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一起组成西班牙理工大学联盟。这三所西班牙理工大

学均与我校保持着十分友好和密切的合作关系。

3. 访问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承载历史传承教育

4. 访问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汽车城的高等教育

  3 月 23 日，侯光明副书记率团访问西班

牙巴塞罗那大学，与该校国际事务主管 Anna 

Cuatrecasas 女士、经济与商学院外事副院长

Cristina Poblet Farres 教授以及分管博士事务

副院长Jesus Marin Solano教授进行了会谈，

参观了该校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历史大楼、图

书馆，并访问了法学院。巴塞罗那大学国际

事务主管 Anna Cuatrecasas 女士携工作人员

在该校十九世纪建成的历史大楼会议室热情

  在结束西班牙三校的访问后， 3 月

25 日，侯光明副书记率团前往意大利访

问了都灵理工大学。我校同都灵理工大学

于 2007 年 6 月签署校际合作协议，之后

双方开展了教师交流、科研合作、学生

CSC 等项目。此次访问都灵理工大学是

为继续深化两校关系，并为管理与经济学

科开展合作打下基础。该校国际关系主管

Elisa Armando 博士以及项目官员 Virginia 

Valesio 女士在主楼会议室接待了侯光明

接待了我校代表团，对首次访问巴塞罗那大学的我校代表团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学校历史与发展现

状。随后代表团成员与 Cristina Poblet Farres 教授以及 Jesus Marin Solano 教授进行会谈，共同探

讨了经济学科合作事宜、学生教师交流、科研合作、师资培训等问题。

副书记一行，双方回顾了友好交往历史，并介绍了发展规划。随后，该校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Claudio Demartini 教授以及生产系统与企业经济系主任 Fiorenzo Franceschini 教授分别向代表团介

绍了各自学院的情况，并探讨了合作方式等。我校管理与经济学院书记李金林教授还向 Demartini

教授发出邀请，欢迎他和有关专家来京参加“2010 年风险与可靠性管理国际会议”。

我校代表团与巴塞罗那大学人员会谈

我校代表团与都灵理工大学人员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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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平副校长访问美国和加拿大高校

  为了进一步推进与美国一流合作院校的交流与合作，与加拿大一流院校建立校际合作关系，促

进开展人才培养、教师交流、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实质性合作，深入学习美加一流院校的

管理机制和运行体制，并通过部门和学院间的交流会谈寻找建立实质性合作的切入点，积极推动对

口部门和学院间的交流与合作，我校赵平副校长率领由我校发展规划处、图书馆、学生工作处、国

际交流合作处和理学院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于 2010 年 10月 22～ 29日先后访问了加拿大滑铁卢大

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拉瓦尔大学（University of Laval）、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 访问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此次访问加拿大两所院校主要以建

立校际合作关系，开拓实质性交流与合

作为目的。在滑铁卢大学，赵平副校长

与代校长 Feridun Hamdullahpur 教授签

署了两校合作谅解备忘录，根据备忘录，

两校将在学生交流、教师交流和科学研

究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

  访问期间，代表团分别与国际交流

与合作的副校长 Leo Rothenburg 教授、

理学院院长 Dr. Terry B. McMahon 教授 赵平副校长与 Hamdullahpur 代校长签署两校谅解备忘录

代表团成员与 Leo Rothenburg 副校长等合影

和物理系系主任陈征宇教授以及国际项

目负责人林寿发教授进行了会谈，并

参观了滑铁卢大学图书馆、理学院和

Co-op（“本科生带薪实习项目”）中

心。此次访问使两校建立了正式的校际

合作关系，并且进一步推动了两校理学

院开展的“2+2”本科生项目顺利进行。

访问中，双方初步探讨了两校建立学生

交换项目以及开展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

项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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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滑铁卢大学图书馆                   访问滑铁卢大学理学院                  访问滑铁卢大学 Co-op 中心

2. 访问加拿大拉瓦尔大学

3. 访问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在拉瓦尔大学，赵平副校长代表学校与

教学和国际活动副校长 Nicole Lacasse 女士

签订了校际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就如何开展

学生交流和学术交流等与 Lacasse 副校长、

国际事务处处长 Richard Poulin 教授以及中

国项目负责人 John Zee（徐洪教授）进行了

交谈。访问期间，代表团访问了科学与工程

学院，听取了该学院副院长 Andre Darvean

和 Nadir Belkhiter 的详细介绍，并参观了图

书馆、学生事务处以及科学与工程学院土木

工程与水工程实验室等。

  对美国两所高校的访问以加强两校及人员关系，推动学院和部门间的实质性交流与合作为

赵平副校长与 Nicole Lacasse 副校长签订校际合作谅解备忘录并交
换纪念品

     访问拉瓦尔大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参观拉瓦尔大学图书馆                 访问拉瓦尔大学学生事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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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访问美国匹兹堡大学

  在匹兹堡大学，代表团受到信息科学学院

的热情接待。2005 年经我校计算机学院与匹

兹堡大学信息科学学院合作，两校签订了合作

备忘录。此次访问主要对两校合作进行了回顾，

并为拓展两校的交流与合作，明年续签备忘录

进行了会谈。院长Ronald Larson主持了会谈，

Martin Weiss 副院长、图书馆与信息科学专

业主任 Mary Kay Biagini，信息科学本科专业

负责人 Bob Perkoski，通讯和网络专业主任

David Tipper、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主任 Paul 

Munro 和信息科学学院教授 Daqing He 参加

了会谈，匹兹堡大学孔子学院副院长 Michele 

Heryford 也在会上作了介绍。

目的。代表团先后三次前往佐治亚理工学院，

分别访问了图书馆、纳米技术研究中心，会见

了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并访问了学生事务办公

室，先后与主管副校长 Ronald Schafer，学

生事务处处长 John M. Stein 以及学生成功中

心（Success Center）的项目主管进行了座谈。

赵平副校长向 Ronald Schafer 副校长赠送纪念品

    访问佐治亚理工学院图书馆                 与学生事务处处长座谈               访问佐治亚理工学院学生成功中心

赵平副校长与 Ronald Larson 院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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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代表团与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人员合影

李和章副校长与 Herz 副校长签署两校合作协议

李和章副校长访问德国和瑞士高校

  2010年 3月 20～ 29日，北京理工大学代表团在李和章副校长的带领下分别访问了德国卡尔斯鲁

厄理工大学（KIT）、拜罗伊特大学（University of Bayreuth）、瑞士苏黎世联邦高等工业学院（ETH 

Zurich）、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Geneva Schoo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四

所大学。我校代表团分别与四所大学校长、副校长及学院代表进行了多场会谈，与德国拜罗伊特大学、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签署合作协议。访问期间，我校代表团还会见了中国驻苏黎世兼驻列支敦

士登公国总领事梁建全，并同我校在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的留学生座谈交流，取得了丰硕的访问成果。

1. 访问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

2. 访问德国拜罗伊特大学

  3 月 22 日，李和章副校长率领我校

代表团访问了坐落在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

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会见了该校副校长

Norbert Henze 教授、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

Achim Niessen 先生、机械工程学院副院

长 Wanner 教授和 Proppe 教授、产品工程

研究所工程教育主任 Burkardt 教授、卡尔

斯鲁厄理工大学中国事务联络人 Egle 教授

及经济学院国际事务负责人等。卡尔斯鲁

  拜罗伊特大学分管外事的副校长 Herz 教

授、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 Heinemann 博士以及

Reinhard Meckl 教授参加会面。拜罗伊特大学

副校长详细介绍了拜罗伊特大学的科研、教学、

优势学科和学生的情况。他说，该校有7%的外

国留学生，希望能提高留学生的比例。随后，

双方详细讨论了建立联合学院、授予双学位、

学生交换和访学等事宜。在会谈中，双方对于

成立联合学院的事宜充分交换了意见，签署了

关于设立联合学院意图的备忘录。

厄理工大学副校长 Norbert Henze 教授热情接待了我校代表团一行。他向李和章副校长详细介绍

了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和卡尔斯鲁厄研究中心在 2006 年合并后入选德国第一批精英大学的情况。

李和章副校长询问了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的经费筹集渠道以及学生管理工作，并邀请卡尔斯鲁厄

理工大学参加我校的 70 周年校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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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访问瑞士苏黎世联邦高等工业学院

5. 访问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

4. 会见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梁建全

  3 月 25 日，李和章副校长率我校代表团访问

了瑞士苏黎世联邦高等工业学院，同该校外事副

校长施密特教授、国际教育处处长哈格斯托姆教

授等就开展学生合作项目交换了意见。苏黎世联

邦高等工业学院是以显著的研究成果著称的理科

性质的科技大学，学院曾经有 21 名教授及校友获

诺贝尔奖。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一直位居欧洲名

牌大学之列。在科研和教学领域，学校在瑞士乃

至全球均处于领先地位。该校接近 60％的教授来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是一所专门培养外交人才

的精英型大学，校址紧临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和其他

国际组织。该校的校长 Murphy 博士、副校长 Shahenaz 

Barragan 女士、办公室主任 Jon-Hans Coetzer 先生及其

助手共 4 人参加了会面。双方介绍学校基本情况后，讨论

了学生交换、我校学生到对方学校学习的问题，并对学生

学习的课程、学分计算方法、学费、生活费等相关事宜进

行了沟通。对方表示，目前已有学生希望到我校学习。最后，

双方签订了校际合作协议和学生交换协议。

  3 月 25 日，李和章副校长携代表团全体成员在

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会见了梁建全总领事并进行

了深入会谈。李和章副校长向梁建全总领事报告了

代表团出访的任务和访问瑞士苏黎世联邦高等工业

学院的情况，并着重介绍了我校正在开展的学生海

外交流项目。梁建全总领事向李和章副校长介绍了

中国驻苏黎世总领馆的工作情况、瑞士的社会政治

环境，以及中国留学生的情况。梁建全总领事说，

北京理工大学代表团是他就任总领事后接待的第一

自于全球各地，有多名教授来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是创造性人才学习和工作的首选之地。

个教育代表团，领事馆愿意为我校与瑞士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提供支持与帮助。

我校代表团与苏黎世联邦高等工业学院领导会谈

李和章副校长与梁建全总领事亲切会谈

李和章副校长与 Murphy 校长签署两校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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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庆专辑
70th Anniversary

  我校七十周年华诞期间，在学校以及国际交流合作处的全面筹划和组织下，我校

共邀请了来自世界 13 个国家和地区 34 所高校和单位的 71 位外宾参加校庆庆祝活动，

其中包括 35 位正副校长，以及 6 个国家驻华使馆教育处的代表。不仅成功主办了“中

欧高等教育论坛”和“中芬高等教育论坛”，而且作为中方发起单位，成立了由中国、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20 所知名理工科大学加盟的“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大学联盟”，

有力地提升了我校的国内外知名度和影响力。校庆期间，我校还与海外五校正式签署

合作协议，举办了中国—西班牙大学联盟工作回顾会；而且在各学院和职能部门的配

合和组织下，与来访的院校进行座谈交流、举办学术报告等活动，签署了多份院级或

项目协议，取得了丰硕的交流成果。

参加我校七十周年校庆的国外及港澳台嘉宾名录（见下表）

国家/地区 单位 姓名 职务

西班牙

马德里理工大学
Jose Paez 副校长

Angel Alvarez 副校长

瓦伦西亚理工大学

Juan Miguel Martinez Rubio 分管国际交流合作副校长

Luís Manuel Sánchez Ruiz 美国亚洲项目主管

Ricardo Server Izquierdo 经济与社科系主任

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
Pedro Díez 国际事务副校长

Elisa Sayrol 电讯工程学院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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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地区 单位 姓名 职务

俄罗斯
白俄罗斯

伊尔库兹克国立大学
Alexander Smirnov 校长

Alexander Arguchintsev 科研副校长

萨马拉国立宇航大学
Evgeniy Shakhmatov 校长

Vladimir Bogatyrev 副校长

圣彼得堡电力技术大学

Vladimir Kutuzov 校长

Robert Bykov 荣誉教授

Liudmila Manilo 荣誉教授

门捷列夫化工大学

Yury Kapustin 副校长

Galina Kapustina 副校长夫人

Valery Sinditskiy 教授

Vladmir Grunskiy 教授

莫斯科动力学院

Vyacheslav Grechikhin 学术副校长

Nikita Skibitskiy 科研副校长

Elena Miklashevskaya 代理副校长

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

Boris Khroustalev 校长

Yuri Aliakseyeu 副校长，科技园总经理

Alexander Kalinichenko 科研副校长

乌拉尔联邦大学

Victor Koksharov 校长

Maxim Khomyakov 国际事务副校长

Alexander Sobolev 教育事务副校长

鲍曼莫斯科技术大学
Anatoly Aleksandrov 校长

Sergey Korshunov 副校长

俄罗斯科学院普通物理研究所 Mikhail Ya. Schelev 光电子部主任

德国
柏林工业大学

Steinbach 校长

Evelina Skurski 外事处副处长

德国杜赛尔多夫资信咨询有限公司 Detlef Frormann 总裁

英国 阿伯丁大学 Dominic F. J. Houlihan  副校长

瑞典 林雪平大学 Ulf Nilsson 理工学院 副校长

美国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Dudley J. Doane 国际项目、暑期项目、特殊项目主管

佐治亚理工学院 Juan Rogers 副教授

伊利诺理工大学 Russell Betts 文理学院院长

北卡州立大学 Li Bailian 副教务长

史蒂文斯理工学院 Edwina Fleming 招生办高级主任

普渡大学盖莱默校区
Ralph Rogers 副校长

Qian Zhou 教授

马凯大学 Jamshid Hosseini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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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地区 单位 姓名 职务

加拿大 加拿大萨斯卡其温大学
Penny Skilnik 研究生院行政管理与奖学金办公室主任

Lawrence Martz 校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

澳大利亚

悉尼科技大学

Peter Booth 高级副校长

Alice Booth 高级副校长夫人

Leo Mian Liu 国际事务主管

纽卡索尔大学
Nicholas Saunders 校长

Jenny Brockelsby 教授

中国香港
香港理工大学

唐伟章 校长

卫炳江 副校长

滕锦光 建设与地政学院院长

林兆玉 中国内地事务处高级主任

倪一清 土木工程与结构工程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郑振耀 副校长

日本

东京工科大学

Shigeru Chiba 校长

Tetsuya Hiraishi 国际交流中心总经理

Ikeda Youshimi 国际交流中心助理

千叶工业大学

Shingo Karube 学务部国际交流课主任

Setokuma Osamu 常务理事

Maru Kazuto 大学事务局次长

东京工业大学 Okura Ichiro 执行副校长

福井工业大学
Kanai Gakuen 金井学园总务部长

Yuichi Horita 大学事务局学务课长

尼日利亚 拉格斯大学

Adetokunbo B. Sofoluwe 校长

Olufunmilayo O. Olagbaiye 校长夫人

Duro Oni 文学院院长

Longe Harrison Oloruntade Dele 学生工作处主任

中国台湾地区 台湾中原大学 胡为善 副校长

法国 亚眠高等电子工程师学院 Cecile Wu 国际处处长



40 / 41

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大学联盟成立大会

欢庆篇

合作篇

  七十载延安精神薪火相传，七十载与祖国共奋进弦歌不辍。2010 年 9 月 26 日，北京理工大

学迎来建校七十周年华诞，万余名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社会各界宾朋汇聚在北理工校园，隆

重庆祝北京理工大学建校 70 周年华诞。

  北京理工大学与俄罗斯高校的合

作源远流长，在五六十年代与大批俄

罗斯一流高校建立起合作关系。近几

年随着学校国际化区域合作战略的逐

步推进，搭建起俄罗斯及白俄罗斯地

区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为了利用平

台优势，我校与俄罗斯鲍曼莫斯科国

立技术大学、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

共同发起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大

学联盟成立讨论会，探讨三国高校合

欢迎晚宴 庆祝大会

作交流的新模式。9月 26日，“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大学联盟”成立会议在北京理工大学国际

教育交流中心隆重举行。会上，来自中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20所高校的校领导共同签署了《中国—

俄罗斯—白俄罗斯大学联盟框架协议》，标志着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大学联盟的正式成立。

  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大学联盟旨在建立中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著名高校间的交流合作

平台，整合合作资源，提高交流效益，为双方加入的高校在教师培训、学生交流、科研合作、人

才培养等方面带来机遇与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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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海外高校合作协议签字仪式

中国—西班牙大学联盟代表合影留念

中国—西班牙大学联盟工作回顾晚宴

  9 月 25 日下午，我校与海外五

所高校签署了合作协议。与英国阿伯

丁大学、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澳

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签署了合作备忘

录，与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签署了

工作项目协议，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

就电动车研究签署了科研教育合作协

议。五份合作协议的签署，进一步巩

固了我校在俄罗斯地区、澳大利亚、

德国以及欧洲的国际合作平台。

  9 月 27 日，中国—西班牙大学

联盟（以下简称“中西大学联盟”）

工作回顾晚宴在友谊宾馆万兴居举

行。来京参加我校 70 周年校庆的三

所西班牙理工大学的 5 位副校长和联

盟在京全部 7 所院校的代表出席宴

会。受我校副校长、北京高校引智研

究会理事长赵长禄委托，北京交通大

学副校长陈峰教授主持了回顾晚宴。

  在晚宴上，中西大学联盟各校代

表对中西大学联盟成立一年来的工

作情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同时对今

后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研讨。中西大学

联盟各成员代表对联盟成立一年来

的工作情况表示满意，希望联盟各成

员今后进一步加强协调，开展更加广

泛和实质的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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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嘉宾致辞

中欧高等教育论坛现场

学术篇

  9 月 26 日，在庆祝北京理工大学建校 70 周年华

诞之际，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德国、英国、西

班牙和瑞典欧洲六国 14 所大学与中国 14 所大学的

39 位正副校长以及 40 多位国际教育交流工作者齐聚

北京理工大学，共同探讨中欧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合

作。此次论坛由北京理工大学主办，主题为“中欧

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

  9 月 25 日上午，来访的香港理工大学卫炳江副

校长在图书馆报告厅为我校师生作了题为“光纤科

技——改变人类生活的动力”的专题学术报告。卫校

长在报告中介绍了光纤的研究工作，特别是香港理工

大学在光纤通讯和传感上的研究和应用。此外，卫校

长还介绍了香港理工大学与我校合作与交流及联合培

养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情况。

  此次论坛吸引了来自中欧双方 28 所大学的代表

参会。来自欧洲的大学有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瓦

伦西亚理工大学、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俄罗斯伊尔

库兹克国立大学、萨马拉国立航空航天大学、圣彼得

堡电力技术大学、门捷列夫化工大学、莫斯科动力学

院、乌拉尔联邦大学、鲍曼莫斯科国立技术大学，白

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英国阿伯

丁大学和瑞典林雪平大学。国内参会的高校有哈尔滨

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

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

京交通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化

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和厦门大学。

  此次“中欧高等教育论坛”，以我校七十周年校庆为契机，广纳中欧友好合作院校，既加深

了友谊，也展示了北理工的实力，为学校国际化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香港理工大学卫炳江副校长在我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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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港大学生足球友谊比赛

  9 月 26 日，参加校庆的国外高校的二十多位教

授和学者参加了我校研究生院和国际交流合作处共同

组织的“中外博士生导师座谈会”，与我校的教授和

研究生教学管理者围绕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若干议题进

行了交流。孙逢春副校长出席了此次座谈会并就博士

生培养同与会的教授们进行了交流。

  9 月 27 日上午，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外事副

校长李百炼在理工国际教育交流大厦为我校师生做了

两场讲座，分别是“大学国际化”和“科技论文写作

与发表”。

文体篇

  9 月 25 日 14 时，为庆祝我校 70 周年

校庆而举办的北京理工大学与香港理工大

学足球比赛拉开序幕。比赛开幕式上，国

务院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交流司教科文处游

远处长、香港理工大学卫炳江副校长、我

校赵长禄副校长、李和章副校长、港澳台

办王庆林主任、体育部书记韩棋出席，两

校校长互赠签名足球、友谊杯，游远处长

为比赛开球。

中外博士生导师座谈会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副校长李百炼在我校演讲



  经过角逐，双方均在上

半场各攻入一球，握手言

和。精彩比赛赢得观众热烈

的掌声，两校运动员为我校

70 周年校庆献上了精彩的一

页，共同见证了北京理工大

学 70 年来取得的光辉历程

和辉煌成就，见证北京理工

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互惠互

进、共同发展的友好合作。

通过交流，两校将在合作办

学、相互学习、激情进取中

  9 月 25 日晚，来自海外合作院校的嘉宾们与北理工师生、校友共聚一堂，参加我校七十周

年校庆晚会。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副校长 Angel Alvarez 亲临晚会现场，为我校校庆献上歌

曲“By the Light of a Cigarette”。我校留学生也用他们自己特有的文化为母校献上生日的祝福。

取得重要的发展，齐展宏图，同谱华章，为祖国科教兴国造就英才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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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港大学生足球友谊比赛队员合影留念

我校七十年校庆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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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协议名称 签订时间

  1 北京理工大学与埃及姆努菲亚大学谅解备忘录 2010 年 1 月

  2 北京理工大学与瑞士日内瓦外交学院谅解备忘录 2010 年 3 月

  3 北京理工大学与巴基斯坦国家工程与科技委员会谅解备忘录 2010 年 3 月

  4 北京理工大学与德国拜罗伊特大学谅解备忘录 2010 年 3 月

  5 北京理工大学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谅解备忘录 2010 年 3 月

  6 北京理工大学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自治大学谅解备忘录 2010 年 5 月

  7 北京理工大学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校际合作协议 2010 年 6 月

  8 北京理工大学与芬兰阿尔托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谅解备忘录 2010 年 6 月

  9 北京理工大学与意大利那不勒斯帕斯诺普大学谅解备忘录 2010 年 6 月

  10 北京理工大学与（我国）台湾科技大学学术交流合作协议书 2010 年 6 月

  11 北京理工大学与韩国又松大学校际友好关系协议书 2010 年 7 月

  12 北京理工大学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谅解备忘录 2010 年 9 月

  13 北京理工大学与日本立命馆大学合作协议书 2010 年 9 月

2010 年我校新签校际合作协议列表

新签协议
New Agreements

  2010年，我校新签校际合作协议26份，新签校级项目协议19份，新签联盟协议1份。

  



续表

序号   协议名称 签订时间

  14 北京理工大学与英国阿伯丁大学谅解备忘录 2010 年 9 月

  15 北京理工大学与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谅解备忘录 2010 年 9 月

  16 北京理工大学与芬兰奥卢大学谅解备忘录 2010 年 10 月

  17 北京理工大学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谅解备忘录 2010 年 10 月

  18 北京理工大学与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合作协议 2010 年 10 月

  19 北京理工大学与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学术合作协议 2010 年 10 月

  20 北京理工大学与荷兰莱顿大学谅解备忘录 2010 年 11 月

  21 北京理工大学与（我国）台湾大学学术交流合作协议书 2010 年 11 月

  22 北京理工大学与（我国）台湾淡江大学学术交流合作协议 2010 年 11 月

  23 北京理工大学与（我国）台湾清华大学学术交流合作协议 2010 年 11 月

  24 北京理工大学与（我国）台湾中山大学学术交流与合作协议 2010 年 11 月

  25 北京理工大学与（我国）台湾成功大学学术交流合作协议书 2010 年 12 月

  26 北京理工大学与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合作协议备忘录 2010 年 12 月

序号   协议名称 签订时间

  1 北京理工大学与千叶工业大学关于留学生的协议 2010 年 3 月

  2 北京理工大学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谅解备忘录补充协议（学生项目） 2010 年 3 月

  3 北京理工大学与瑞士日内瓦外交学院学生交换协议 2010 年 3 月

  4 北京理工大学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学生交换协议 2010 年 3 月

  5 北京理工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成立“城市与公共安全联合研究中心”合作协议书 2010 年 3 月

  6 北京理工大学与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合作建立“BIT Campus”协议 2010 年 4 月

  7 北京理工大学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本科教育合作协议（理学院） 2010 年 5 月

  8 北京理工大学与（我国）香港中文大学关于组建光机电设计与工程联合研究中心
        合作协议书

2010 年 5 月

  9 北京理工大学与白俄罗斯国立科技大学合作项目执行协议 2010 年 9 月

  10 北京理工大学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科研合作协议（博士双授学位项目） 2010 年 9 月

  11 北京理工大学与俄罗斯莫斯科动力学院合作意向书（化工领域） 2010 年 9 月

  12 北京理工大学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术研修计划协议 2010 年 10 月

  13 北京理工大学与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学术交流协议（学生项目） 2010 年 10 月

2010 年我校新签校级项目协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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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月 11 日 上 午， 澳 大 利 亚 悉 尼

科 技 大 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常务副校长 William Purcell 和

中国事务主任 Leo Mian Liu 访问我校。

赵长禄副校长代表学校与对方签署了《北

京理工大学与悉尼科技大学谅解备忘录》

和《北京理工大学与悉尼科技大学学生

交换协议》。根据谅解备忘录，两校将

全面开展“以学习及科研为目的的学生

互访及交换；以科研、教学及研讨为目

的的教师互访及交流；信息交流，包括但不限于图书馆资料和科研刊物的交流；联合科研活动；

联合参与国际基金支持的项目；联合课程开发及实施；参与研讨会和学术会议”等实质性活动。

根据学生交换协议，两校每年最多可选派两名学生（或每学期两名学生，共四名学生）到对方学

校学习，双方互免学费、互认学分。

  14、北京理工大学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本科教育合作项目备忘录（理学院） 2010 年 10 月序号   协议名称 签订时间

  14 北京理工大学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本科教育合作项目备忘录（理学院） 2010 年 10 月

  15 北京理工大学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战略科技合作协议 2010 年 11 月

  16 北京理工大学与（我国）台湾淡江大学学生交流项目协议书 2010 年 11 月

  17 北京理工大学与（我国）台湾清华大学学生交换协议书 2010 年 11 月

  18 北京理工大学与（我国）台湾中山大学学生交流协议书 2010 年 11 月

  19 北京理工大学与（我国）台湾成功大学学生交流协议书 2010 年 11 月

  协议名称 签订时间

 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大学联盟协议 2010 年 9 月

2010 年我校新签大学联盟协议列表

赵长禄副校长与 Purcell 常务副校长签署两校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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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海岩校长与 Profumo 校长签署两校合作协议

赵长禄副校长与李百炼副校长签署两校合作协议

胡海岩校长与陈希舜校长签署两校合作协议

  4月 27日，都灵理工大学（University of 

Turin）校长 Francesco Profumo、外事副校

长 Carlo Naldi、中意大学企业园主任陈秋萍

教授及同济大学中意学院意方负责人 Mario 

Baldi 教授一行四人来我校访问，胡海岩校

长在二号楼会议室会见了都灵理工大学代表

团。双方就北京理工大学与都灵理工大学合

作——在都灵理工大学建立“BIT Campus”

一事签署合作协议。根据协议，都灵理工大

学将为我校提供建立“BIT Campus”的合作

  5 月 18 日，我校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

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NCSU）

校际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在二号办公楼一层会议室

举行。赵长禄副校长与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李百

炼副校长分别代表学校在协议上签字。我校与

NCSU 在过去的合作已经建立起友好的合作关

系，已启动多个学生交流和科研合作项目并正在

洽谈进一步的深化合作。此次两校的合作协议是

在两校前期实质性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标志

着两校今后全面合作的正式展开。

场所和条件。北京理工大学将以都灵理工大学“BIT Campus”为平台，与意大利高校、科研院所和企

业开展广泛合作。“BIT Campus”力求打造成为两校在人员交流、产学研等领域合作的平台。

  6 月 4日下午，我国台湾科技大学校长陈希

舜教授一行访问我校，受到了胡海岩校长和赵长

禄副校长的亲切会见。胡海岩校长首先对陈希舜

校长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我校办学理

念和近期的发展情况。胡校长认为台湾科技大学

是一所实力很强的研究型大学，与我校在专业设

置方面有很高的重合度，希望两校围绕如何提高

办学水平积极探讨和开展实质性交流与合作。随

后，胡海岩校长与陈希舜校长分别代表北京理工

大学和台湾科技大学签订了两校合作的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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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6 日，来自中国、俄罗斯和

白俄罗斯的 20 所高校校领导齐聚在北

京理工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召开了

“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大学联盟”

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一致审议通过了 

《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大学联盟框

架协议》，标志着中国—俄罗斯—白俄

罗斯大学联盟的正式成立。

  10 月 15 日，我校在国际教育交流大厦第四会议

室举行与芬兰奥卢大学（University of Oulu, Finland）

签字仪式。胡海岩校长与来访的奥卢大学校长 Lauri 

Lajunen 共同签署了两校合作协议。芬兰驻华特命全权

大使 Lars Backstrom 先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

秘书长杨孟、我校赵长禄副校长等共同见证了两校签字

仪式。

  10 月 25 日下午，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Missour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校长 John F. 

Carney III 教授一行三人访问我校。双方着重就本科生

联合培养项目进行了洽谈，并签署了《北京理工大学与

密苏里科技大学学术合作协议》。该协议旨在建成教学、

科研、管理方面合作的 2+2 培养计划，促进两校之间的

科研合作。

  10 月 29 日上午，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副校长 Darsh T. Wasan 教授

和该校中国代表处的首席代表瞿华女士访问我校。李和

章副校长会见代表团并签署《北京理工大学与伊利诺理

工大学学术合作协议》。

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大学联盟签字仪式

胡海岩校长与 Lajunen 校长签署两校合作协议

胡海岩校长与 Carney 校长签署两校合作协议

李和章副校长与 Wasan 副校长签署两校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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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3 日上午，澳大利亚悉尼

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国际事务常务副校长 William 

Purcell 教授和科研事务常务副校长

Attila Brungs 教授率代表团一行十人

访问我校。赵显利副校长会见代表团

并签署了《北京理工大学与悉尼科技

大学战略科技合作协议》。

  12 月 13 日下午，

美国内布拉斯加—林

肯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校 长 Havey Perlman

一行四人访问我校。

胡海岩校长在国交第

五会议室会见了代表

团并签署合作协议备

忘录。

  11 月 15 ～ 23

日，胡海岩校长率

我校代表团访问我

国台湾地区高校。

在为期 9 天的访问

中，我校代表团对

台湾地区的台湾大

学、新竹清华大学、

新竹交通大学、成

功大学、高雄中山大学、淡江大学、台湾科技大学、台北科技大学、云林科技大学 9 所大学进行

了正式访问，并与台湾大学、新竹清华大学、高雄中山大学和淡江大学签署了校级学术合作协议，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赵显利副校长与 Purcell 常务副校长签署两校战略科技合作协议

胡海岩校长与淡江大学张家宜校长签署两校合作协议 胡海岩校长与台湾大学李嗣涔校长签署两校合
作协议

胡海岩校长与 Perlman 校长签署两校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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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专家
International Talents

2010 年在我校工作的长期外籍教师列表

  2010 年，学校共聘请了 9个国家和地区的 25名长期外籍教师来校从事英语、德语、

日语、合作办学以及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

序号 姓名 国别 性别 专业 工作期限

1 Aaron Kyle Wheeler 美国 男 英语 2010 年 8 月 28 日—2011 年 8 月 27 日

2 Danielle Marie Wheeler 美国 女 英语 2010 年 8 月 28 日—2011 年 8 月 27 日

3 Genevieve Marie Greathouse 美国 女 英语 2010 年 8 月 28 日—2011 年 8 月 27 日

4 Erika Danielle McIntyre 美国 女 英语 2010 年 8 月 28 日—2011 年 8 月 27 日

5 Brandon Paul 美国 男 英语 2010 年 8 月 28 日—2011 年 8 月 27 日

6 Michael Barbee 美国 男 英语 2010 年 8 月 28 日—2011 年 8 月 27 日

7 Michael Benjamin Felder 美国 男 英语 2010 年 8 月 28 日—2011 年 8 月 27 日

8 William John Horner 美国 男 英语 2010 年 8 月 28 日—2011 年 8 月 27 日

9 Jessica Colleen Taskinen 美国 女 英语 2010 年 8 月 28 日—2011 年 8 月 27 日

10 Jolean Nina Rice 美国 女 英语 2010 年 8 月 28 日—2011 年 8 月 27 日

11 Dege Christopher Pascal 德国 男 德语 2010 年 9 月 1 日—2011 年 8 月 31 日

12 Stefan Sklenka 德国 男 德语 2010 年 9 月 1 日—2011 年 8 月 31 日

13 Miyazaki Kohei 日本 男 日语 2010 年 9 月 1 日—201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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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我校聘请了 23 名国外及我国港澳台教授为我校兼职教授，以及 1名顾问教授。

2010 年我校聘请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兼职教授列表

序号 姓名 国别 性别 专业 工作期限

14 Kamiya Asako 日本 女 日语 2010 年 9 月 1 日—2011 年 8 月 31 日

15 Aaron Arthur Lyons 澳大利亚 男 合作办学 2010 年 9 月 1 日—2011 年 8 月 31 日

16 Richard Mark Webster 英国 男 合作办学 2010 年 9 月 1 日—2011 年 8 月 31 日

17 Henry Clay Jones 美国 男 合作办学 2010 年 9 月 1 日—2011 年 8 月 31 日

18 Yan Fu 新西兰 女 合作办学 2010 年 9 月 1 日—2011 年 8 月 31 日

19 Ju Jongman 韩国 男 合作办学 2010 年 9 月 1 日—2011 年 8 月 31 日

20 Shelly Ann Page 美国 女 合作办学 2010 年 2 月 1 日—2011 年 1 月 31 日

21 Katie Loretta Johnson Marín 美国 女 合作办学 2010 年 9 月 1 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

22 Zhongjing Ma 加拿大 男 自动化 2010 年 9 月 15 日—2011 年 8 月 31 日

23 Hong Qing 加拿大 男 生命科学 2010 年 9 月 1 日—2011 年 8 月 31 日

24 Dake Liu 瑞典 男 信息科学 2010 年 9 月 1 日—2011 年 8 月 31 日

25 Huang Yuan 德国 男
动力机械
及工程

2010 年 9 月 1 日—2011 年 8 月 31 日

序号 职称 姓名 受聘单位 聘请时间 聘请学院

1 兼职教授 Panikkos Zata Poutziouris 塞浦路斯国际管理学院 2010 年 1 月—2015 年 1 月 管理学院

2 兼职教授 李端 香港中文大学 2010 年 1 月—2015 年 1 月 管理学院

3 兼职教授 严晋跃 瑞典皇家工学院 2010 年 1 月—2015 年 1 月 管理学院

4 兼职教授 Herbert Walter Roesky 德国哥廷根大学 2010 年 4 月—2013 年 3 月 化工学院

5 兼职教授 KiyoshiTakamasu 日本东京大学 2010 年 4 月—2011 年 12 月 机车学院

6 兼职教授 Norio Okada 日本京都大学 2010 年 1 月—2015 年 1 月 管理学院

7 兼职教授 沈定刚 美国北卡罗来纳-教堂山大学 2010 年 5 月—2015 年 5 月 信息学院

8 兼职教授 宁存政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2010 年 5 月—2013 年 5 月 材料学院

9 兼职教授 Juan D.Rogers 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 2010 年 5 月—2015 年 5 月 管理学院

10 兼职教授 金斗焕 韩国航空大学 2010 年 5 月—2013 年 5 月 法学院

11 兼职教授 李人 美国班纳太阳健康研究所 2010 年 1 月—2013 年 1 月 生命学院

12 兼职教授 黄坤锦 台湾中原大学人文与教育学院 2010 年 6 月—2013 年 6 月 教育研究院

13 兼职教授 Florian Holzapfel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 2010 年 9 月—2013 年 9 月 宇航学院

14 兼职教授 赵奕平 美国佐治亚大学 2010 年 9 月—2013 年 9 月 材料学院

15 兼职教授 郭书祥 日本国立香川大学工学部 2010 年 9 月—2013 年 9 月 生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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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我校共获得国家外专局聘请外国文教专家项目 63 项，其中重点项目 42 项，普通

项目 21 项，具体情况如下表。

2010 年北京理工大学外国文教专家重点项目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专家人数 项目负责人 所在学院

1 骨力学和骨重建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1 季葆华

宇航学院
2 航天器分析与设计——热设计基础 1 冀四梅

3 铁电体智能材料纳米晶粒的微、细观力学模型与计算模拟 1 苏  煜

4 带有执行机构不确定性的灵敏航天器姿态控制特性研究 1 张景瑞

5 外力场对超晶格微观变形及其量子化电子结构影响研究 1 魏雪霞
机电学院

6 四唑及四嗪类金属配合物的理论与实验研究 3 张建国

7 空化的热力学效应及其数值模型研究 1 王国玉

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
8 基于辅助驾驶的交通安全控制方法研究 3 王武宏

9 大都市微观交通流的可视化与数字交通态势的自动生成研究 2 王武宏

10 可重配置加工装配与检测技术国际交流 2 张之敬

11 激光束的轨道角动量及其应用 1 高春清 光电学院

12 人脸图像超分辨率重构及恢复技术应用的研究 1 沈庭芝
信息与电子学院

13 时域超宽带天线研究 1 徐晓文

14 基于因特网的远程控制、测量与决策系统研究生开放实验室 5 王庆林
自动化学院

15 无线网络化预测控制理论及应用研究 1 夏元清

16 网络数字资源检索及网络教育评价平台建设 6 牛振东 计算机学院

序号 职称 姓名 受聘单位 聘请时间 聘请学院

16 兼职教授 刘科成 英国雷丁大学 2010 年 9 月—2015 年 9 月 管理学院

17 兼职教授 赵生捷
阿尔卡特朗讯中国区上海贝
尔有限公司

2010年 11月—2013年 12月 信息学院

18 兼职教授 袁进宏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2010年 11月—2013年 12月 信息学院

19 兼职教授 戴黎明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 2010年 11月—2013年 10月 理学院

20 兼职教授 谭蔚泓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2010年 11月—2015年 11月 理学院

21 兼职教授 孙建荣 香港理工大学 2010年 11月—2013年 11月 教育研究院

22 兼职教授 Heinz von Seggern 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2010年 12月—2014年 12月 材料学院

23 兼职教授 Gregory D. Scholes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2010年 12月—2014年 12月 材料学院

24 顾问教授 陆永枫 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 2010 年 1 月— 机车学院

职称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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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北京理工大学外国文教专家普通项目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专家人数 项目负责人 所在学院

17 北京理工大学校教改项目 3 冯金生 化工与环境学院

18 生物医学光子学研究方向的科学研究与合作探讨 1 李  勤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19 生物医学影像技术与图像处理算法研究交流与合作 1 李  勤

20 空间环境对免疫细胞结构和功能影响的研究 1 谭  信

21 算子 Lie 代数与拓扑根 1 曹  鹏

理学院

22 多金属氧簇的设计组装与性能 2 胡长文

23 晶体基，典范基与模表示理论 1 胡  峻

24 非交换 Iwasawa 代数的环论性质 2 魏  丰

25 光镊技术应用于气溶胶动力学过程研究 1 张韫宏

26 稀土催化剂促进烯烃和共轭二烯烃配位共聚合反应的研究 1 李晓芳

27 基于数据挖掘的国际科技合作资源监测模型研究 2 刘  云

管理与经济学院

28 中美利率平价分析 3 马  明

29 外汇套利的矩阵分析法研究 3 马  明

30 中德企业创新战略比较 3 孟凡臣

31 国际经济与管理 4 孟凡臣

32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实验班 4 孟凡臣

33 “IFERA 在中国”合作项目 4 裴  蓉

34 重大战略领域技术发展的监测分析方法研究 1 汪雪锋

35 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研究 1 汪雪锋

36 虚拟商业社区中的信任机制和智能推荐技术研究 2 颜志军

37 外层空间法面临的挑战与我国空间立法的完善 1 李寿平

法学院38 外空商业化利用及其法律规制 1 李寿平

39 国家人权机构研究 1 杨成铭

40 德国当代文学研究 1 姜爱红

外国语学院41 德语专业跨文化交际课程建设 1 姜爱红

42 德语专业语言学课程建设 1 姜爱红

序号 项目名称 专家人数 项目负责人 所在学院

1 生物分子结构与动力学性质的粗粒化模拟和实验研究 1 季葆华 宇航学院

2 行星表面探测技术研究 1 崔平远 宇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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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0 日上午，美国亚利

桑那州立大学宁存政教授受聘为

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仪式在研

究生楼举行。校党委副书记副校

长李和章、人事处副处长魏名山、

材料学院院长邹炳锁、董宇平教

授、湖南大学潘安练教授，以及

材料学院部分师生代表参加了仪

式。宁存政教授分别于1982年、

1985 年获中国西北大学物理系

学士学位和理学硕士学位，于

序号 项目名称 专家人数 项目负责人 所在学院

3 无线电引信组网干扰与抗干扰技术 1 栗  苹 机电学院

4 地面网络化感知与微系统 1 娄文忠 机电学院

5 超声波无损评估工程 1 徐春广

机械与车辆学院

6 基于超声导波的结构安全监测与评估 1 徐春广

7 无损检测技术 1 徐春广

8 定量无损评价技术（NDE） 1 徐春广

9 超声导波检测与评估技术 1 徐春广

10 大规模集成电路封装的缺陷检测 1 徐春广

11 智能结构可靠性管理技术（ISHM） 1 徐春广

12 超声无损评估技术 1 徐春广

13 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与电池成组测试公共平台建设 1 何洪文

14 动力传动一体化集成设计技术 1 张付军

15 电大尺寸任意曲面共形微带天线特性研究 1 何  芒 信息与电子学院

16 可再生能源及生物质利用 1 李玉平 化工与环境学院

17 环上酉群的结构 1 张祖宏 理学院

18 与国际家族企业学会（IFERA）的合作项目 2 裴  蓉
管理与经济学院

19 我国创业的金融约束机制分析 1 马  明

20 高等教育政策国际合作项目 1 杨东平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21 日语语言文化研究 1 谭利群 外国语学院

1991 获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理学博士学位。2006 年至今，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电子学教授，主要从

事半导体纳米材料、纳米等离子体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李和章副校长为宁存政教授颁发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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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4 日上午，瑞典皇家

工学院严晋跃教授受聘为我校

兼职教授聘任仪式在主楼 418

会议室举行。出席此次聘任仪

式的有：北理工副校长赵长禄

教授、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魏

一鸣教授、书记李金林教授、

技术经济与管理系主任王兆华

教授及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

心教师代表。聘任仪式由国际

交流合作处汪滢副处长主持。

  5 月 28 日上午，我校举行首

位“千人计划”特聘教授聘任仪

式，德国伍珀塔尔大学机械系终

身 教 授（Univ.-Prof. and Chair 

for Technical Mechanics）袁荒

博士受聘为我校“千人计划”特

聘教授。校党委书记郭大成、副

校长赵长禄、副校长杨树兴、袁

荒教授出席仪式，组织部、宣

传部、研究生院、教务处、科技

处、人事处、国际交流合作处、

国资处、机械与车辆学院负责人和热能系师生代表参加了聘任仪式。仪式由赵长禄主持。袁荒教

授 2001 年获慕尼黑工业大学机械系教授资格博士，2005 年被聘为德国伍珀塔尔大学教授。长期

从事动力机械材料力学、结构强度分析等领域的基础理论及应用技术研究，在所研究领域内具有

较高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

赵长禄副校长代表学校向严教授颁发聘书。严教授对受聘北理工兼职教授感到十分荣幸，并表示

愿意为管理学院的学科建设做些实事。

  9月 15日，国家外国专家局重点文教专家引智项目专家、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飞行器系统动力

学研究所所长 Florian Holzapfel 教授受聘北理工兼职教授仪式在二号楼 133会议室举行。赵长禄副

校长向 Holzapfel 教授颁发了聘任书并代表学校致辞，感谢 Holzapfel 教授接受北京理工大学的聘任

郭大成书记为袁荒教授颁发聘书

赵长禄副校长为严晋跃教授颁发聘书

2010 年国际暨港澳台交流与合作年报
Annual Report of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2010



邀请，希望双方在已有联系和交流的基础

上，继续进行深入合作，包括探讨建立校

际联合实验室计划、联合承办高水平国际

性学术交流会议等，并表示学校将给予优

先支持。Holzapfel 教授在致辞中表示，非

常荣幸能够担任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同样希望开展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交流合作。

  10 月 26日上午，学校举行刘大可教授

受聘国家“千人计划”北理工特聘教授仪式。

校长胡海岩为刘大可教授颁发了聘书，佩

戴了校徽并讲话。刘大可教授入选国家“千

人计划”并来校工作是去年胡海岩校长一

行去北欧访问的成果之一。刘大可教授原

来任职于瑞典的林雪平大学，在专用处理

器方面很有专长。

  11 月 2日下午，香港理工大学

孙建荣兼职教授聘任仪式在二号楼

211 会议室隆重举行。出席此次聘

任仪式的有：党委书记郭大成，教

育研究院书记、副院长庞海芍，教

育研究院副院长周文辉，文科学部

主任杨东平教授，国际交流合作处

汪滢副处长、人事处陈珂副处长及

教育研究院师生。郭书记向孙教授

颁发聘书并佩戴校徽。孙建荣教授

致辞，表示对受聘兼职教授感到十

分荣幸，能成为北京理工大学的一员，十分高兴。

赵长禄副校长为 Holzapfel 教授颁发聘书

胡海岩校长为刘大可教授颁发聘书

郭大成书记与出席孙建荣兼职教授授予仪式的人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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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理工大学特种机动平台设计制

造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于 2007 年获批，基

地主要围绕特种机器人、特种车辆设计

制造，开展运动仿生学、特种机动平台

感知与测控、运动体控制与群体协同理

论、现代激光加工理论与技术、精密微

细结构加工技术等学科方向研究。

  2010 年，引智基地研究团队认真开

展了各项科研工作，项目执行过程基本

顺利，取得了多项成果，按时完成了计划所规定的研究进度并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的主要进

展总结如下：

  （1）依托引智基地的发展，本年度基地研究人员申请到 863项目 5项 ,973 项目 1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6项（其中 1项为自然基金重大项目，一项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自基地建

立以来已经落实科研经费近1亿元。2010年发表 SCI、EI 收录论文47+4篇，申请发明专利10+3项。

  （2）2010年度引智基地海外专家来访 16人次，举办学术报告 6场，并和国内学者在多个项目

上进行研究合作，对基地的建设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内学者出国交流20人次，通过和国

际同行的学术交流，获益匪浅。2010年引智基地在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与意

大利卡西诺大学签订了合作研究协议并联合培养博士生；与密苏里科技大学签署了 2+2本科生项目

合作意向书；派国内骨干教师赴日本名古屋大学做访问学者，为长期科研合作创造了条件。

  （3）为了确保“111引智基地”顺利实施并取得成效，2010年 4月 29日上午，我校召开了“高

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简称“111基地”）校内中期评估会，引智基地负责人黄强教授就基

地定位与实施计划、人才队伍建设、学术贡献与研究水平、运行管理与保障措施、基地特色与建设

经验五大方面进行了汇报， 领导小组组长胡海岩校长和副组长赵长禄副校长在听取了基地的汇报后，

肯定了基地发展所取得的成绩，深入分析了基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进一步做好基地的建设工作

进行了总体部署，要求加大学校和学院统筹力度，建立跨学科协调机制，结合学校“十二五”规划、“985

下一期”创新团队建设和教育部重点学科建设，集中学院优势资源，凝练学科发展方向，以高水平

基础研究为重点，培养一批优秀的学科骨干，形成高水平的研究队伍，打造北京理工大学的国际知

名学科。会后，基地负责人以及基地主要骨干进行了认真讨论，对进一步明确基地方向、突出引智

成效和注重统筹协调等方面工作进行部署，确保本引智基地顺利实施和取得成效。

特种机动平台设计制造科学与技术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111 计划”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建设

引智基地专家小组讨论

2010 年国际暨港澳台交流与合作年报
Annual Report of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2010



  特种分子纳米科学与技术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于 2006年获

批，其目标是融合功能分子、原子分子簇科学及纳米技术与

工程等相关学科及其重点实验室建设，做潜在基础与国防相

关技术引进的桥梁以及国际领先相关技术国内市场化的纽带。

2010 年，围绕上述目标，在本项目负责人胡长文教授和海外

学术大师Wolfgang Knoll教授的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取得了如下阶段性进展：

  用量子化学计算方法，对拟开展的表面等离子波与之相

互作用的重要分子类型进行了理论研究。在以往合作的基础

上，继续与世界著名量子化学计算研究中心——美国乔治亚

大学计算化学中心主任 Schaefer（世界理论化学论文引用

率排名第三）和 Schleyer( 引用排名第二名 )以及 R. Bruce. 
King 和谢尧明教授进行合作研究。另外，还对小分子荧光探针

和功能化纳米晶及纳米结构的设计、合成及组装进行了研究。

特种分子纳米科学与技术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在分子薄膜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在继续开展利用共聚焦拉曼光谱技术及傅里叶红外光谱技术，

对气溶胶的性质及相变等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作为表面等离子波（SPW）研究的辅助的研究手

段，基于光镊能操纵微米尺度微粒，甚至纳米尺度的微粒的特点，拟开展其用于气溶胶液滴的动力

学过程研究。张韫宏研究小组正着手建立光镊技术装置，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资助，

近期将可在国内展开这方面的工作。

  在学术大师 Wolfgang Knoll 教授的直接指导下，以及前几年不同波长表面等离子体波共振研究

的基础上，我们针对国内采矿安全的需求，开始了瓦斯监测的新系统研究。测试系统的设计已经完

成，配件已经到货。在深入研究特种分子与功能薄膜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特别是基于分子印迹薄

膜成膜聚合反应的机理研究成果，我们初步探索了激素检测纳米功能薄膜的制备。初步测试非常成

功，睾酮素检测灵敏度达到了 10～ 15M 的水平，是已报道同类测试方法中最高的，为 SPR 特种应

用拓展了又一新领域。在上述基础研究的同时，我们也积极促进产学研合作，开发和应用此研究成

果。在自行组装大型 SPR 的基础上，本年度完成了小型化 SPR 的设计、研制和调试。我们所研制

小型化SPR的特点是：包含角度扫描功能，可以替代台式测试设备，测试角度范围宽（20°～75°）；

样品池材料抗腐蚀，能用于各种有机溶剂体系的直接测量；检测器为面阵 CCD，可以方便扩大检测

芯片的能力。

  在太阳能电池方面，在保持电池量子效率的前提下，采用触变体策略大幅提升了电池的使用寿

命并降低了维护成本，该技术已经申请专利，相关论文也已投寄。染料分子敏化太阳能电池研究主

石墨烯薄膜表面等离子体不对称修饰及其电化学
驱动响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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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柔性对电极、染料敏化剂（包括有机染料和量子点）的研究。此方向共发表论文24篇（其中

国际合作文章11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项，国际会议交流论文3篇，国际会议大会特邀报告1次，

申请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国防项目两项。

  本年度基地人员主持申请并获批了原子分子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功引进了中科院百人计划

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杨国昱教授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泽生教授；在研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3项；国防 973项目 1项；国家反恐专项一项；公安部创新项目 1项；国家安

全监督总局重点科技项目 1 项；本年度发表标注 111引智基地资助 3区以上论文共 51篇（其中，1

区 1篇；2区 31篇，3区 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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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2 日，应机械与车辆学院和先进加工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王

西彬教授的邀请，日本理化学研究所（RIKEN）中国事务所寺冈伸章所长

来我校进行了交流访问。

  日本名古屋大学（Nagoya University）经济学研究科高桑宗右卫门教

授带领学术团队于 1月 17 日访问北京理工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中日两

国学者就危机管理专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共作了四场学术报告。

学术交流
Academic Interaction

  2010 年，在国家外国专家局和我校引智计划的支持及学校、学院各级的重视与推

动下，我校邀请了一批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著名的专家学者进行短期学术访问，为

繁荣我校学术氛围，推动学科建设，促进学院和教授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与此同时，我校教师与学生受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外大学的邀请，积极参加国

际学术会议和赴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为提高我校国际知名度以及学术地位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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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9 日，应计算机学院邀请，我国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计算机系黃胤

傅教授作题为“An Event-based Retrieval System for Baseball Videos”
的学术报告。

  4 月 8 日，应机械与车辆学院智能车辆研究所陈慧岩教授的邀请，日

本东京大学（University of Tokyo）柴崎亮介教授访问机械与车辆学院。

交流活动中柴崎教授作了题为“4D Geospatial Service Infrastructure for 
Human and Machine Collaboration”的学术报告。

  应我校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魏一鸣教

授的邀请，英国 BP 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 Christof Rühl 先生一行四

人，于 4 月 14 日下午访问了我校管理与经济学院、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

中心，并在主楼中心实验室作了题为“Global Oil and Gas Markets: the 
Long and the Short Run”的学术报告。

  4 月 15 日，德国勃兰登堡工业大学（Brandenbur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能源研究所所长 Schwarz 教授来我校机械与车辆学院访问交

流。Schwarz 教授为我校本科生作了“Pow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Germany”的学术报告。

  5 月 5 ～ 18 日，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野中泰二郎（Taijiro 
NONAKA）教授应爆炸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邀请进行了为期两周的

学术访问。学术访问期间，野中泰二郎教授在重点实验室二层会议室为师

生们作了三场精彩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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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0 日上午，应“2010 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博士生论坛”

邀请，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杜

文亮副教授，在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四号教学楼 244 会议室给学

院师生带来一场主题为“So Many Attacks on the Web—Whom Should 
We Blame”的学术讲座。

  5 月 10 日下午，在四号教学楼会议室，来自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

（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 Dr.Yu Dongyao 在“北京理工大学

信息与电子学院 2010 年博士生论坛”上作了题目为“认知及软件无线电 :

研究问题与挑战”的讲座。

  5 月 12 日上午，应机械与车辆学院车辆动力系统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

验室主任张付军教授的邀请，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
机械工程系能源与动力主任、英国 CAMBUSTION 公司创始人 Nick 
Collings 教授来我校进行学术交流。Collings 教授结合目前自己的主要研

究工作作了“柴油涡轮增压轿车的实时 EGR 流量分析及 NOx 排放的

影响”、“多缸汽油机 SI-HCCI-SI 变换控制方法的实验研究”和“针对

GDI 及柴油发动机的快速气体和颗粒物测量”等精彩报告。

  5月 20日，管理与经济学院兼职教授、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Alan Porter 教授访问管理与经济学院，并在主楼418

会议室为学院师生作了题为“技术挖掘与创新路径预测”的学术报告。

  应管理与经济学院邀请，德国康斯坦茨应用技术大学（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Konstanz）皮特·弗兰克林教授于 5 月 25 日在我校良

乡校区为国际经济与贸易实验班作了题为“跨文化营销沟通策略”的学

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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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9 日，北京理工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与正在我校参加国际 MBA

培训的美国圣邦纳文彻大学商学院（School of Business, St. Bonaventure 
University）师生举办了“中美 MBA 风险与危机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

来自美国圣邦纳文彻大学商学院的 Carl J. Case 教授和 Donald J. Swanz
教授等 7 名教师带领 17 名美国 MBA 学生、北京理工大学李志祥教授等 5

名教师带领我校 30 余名学生参加了会议。

  应北理工法学院和空间法研究所邀请，5 月 29 日下午，国际空间法学

会主席、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航空与航天法中心主任 Tanja 
Masso Zwaan 教授访问了我校。访问期间，莱顿大学航空与航天法研究中

心为我校法学学生作了题为“空间旅游若干法律问题”的学术讲座。我校

空间法研究所主任、法学院副院长李寿平教授主持讲座并作了评论。

  6 月 22 日，应徐春广教授邀请，日本东京工业大学（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广濑壮一教授来我校进行学术交流，机械与车辆学院制造

工程系主任马树元教授和机械与运载学部委员王西彬教授会见了广濑壮一

教授。广濑壮一教授为广大师生作了“关于逆解波动方程构建扫查图像获

取缺陷形状的超声波无损检测新方法”的学术讲座，并与广大师生就无损

检测与评估的新概念展开了讨论。

  6 月 21 日下午，应自动化学院马宏宾教授邀请，IEEE Fellow、香港

科技大学丘立教授来我校访问，并在研究生楼403教室作了题为“Quantify 
the Unstable”的学术报告，内容涉及数论、动力系统、反馈控制、信道传输、

网络化控制。

  6 月 24 日，北京理工大学空间法研究所副所长、法学院讲师王国语博

士应邀参加在北航召开的题为“国际空间站政策与法律”的研讨会，并用

英文作了题为“国籍联系在解决国际空间站法律责任中的作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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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8 日，应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韩伯棠教授的邀请，法

国巴黎第一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索邦工业经济学教授、巴黎索邦大

学经济研究中心 MSE 负责人 Roland Lantner 教授来我校进行学术访问与

交流，并在主楼 418 会议室作了题为“Is It Possible to Avoid a Double-dip 
Recession?”的学术报告。Lantner 教授主要就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对策、经

济政策对于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各个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做了分析比较。

  6 月 29 日上午，“2010 年港澳视觉艺术论坛”在北京理工大学国际教

育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港澳台办、中国

对外文化集团、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共同举办。下午两点，我国

澳门特区文化局的设计师张国伟老师和我国香港理工大学的何强老师在研

究生楼 406 教室为同学们作了一场生动的讲座。

  7 月 1 日，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博士后研究员韩凤玲受邀作题

为“Biometric Authentication and Fingerprint Template Protection”的学

术报告。韩凤玲研究员介绍生物特征身份验证技术以及指纹模板保护的最

新发展。

  8 月 7 ～ 9 日，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质量工程与

失效预防中心主任 Sridhar Krishnaswamy 教授应我校徐春广教授的邀请访

问机械与车辆学院，与先进加工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与

合作。学术交流期间，Krishnaswamy 教授为我校师生作了题为“激光超

声无损检测和结构健康智能监测”的精彩学术报告。

  8 月 10 日， 美 国 北 卡 罗 来 纳 州 立 大 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机械与航空航天学院应用能源研究实验室主任 William 
Roberts 教授一行应邀到北京理工大学进行学术交流。William Roberts 教

授就发动机燃烧诊断技术作了专题报告，并与我校师生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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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8 日，图灵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

大学名誉教授 John Hopcroft 应邀再次访问我校，进行合作交流。他曾于

2008 年和 2009 年分别来我校访问交流。

  9 月 3 ～ 5 日，第六届构式语法国际会议在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召开。参加本届会议的学者主要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

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东京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我校外国语学院教

师高波博士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并作了题为“识解汉语‘雷死’动结式：

走近基于框架的词汇构式模型”的报告。

  应宇航学院唐胜景教授的邀请，国家外国专家局重点文教专家引智项

目专家、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飞行器

系统动力学研究所所长 Florian Holzapfel 教授于 9 月 13 ～ 18 日到北京理

工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访问。访问期间，Holzapfel 教授于 9 月 14 日、15 日

为我校师生作了题为“Aerospace Research in TUM & Munich Aerospace”
和 “Nonlinear Adaptive Flight Control”的专题学术报告。

  9 月 6 ～ 7 日，英国帝国理工大学（Imperial College）无损评价中心

范峥博士应邀访问我校先进加工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

与合作。来访期间，范峥博士介绍了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在导波检测与监测

领域开展的科研工作，并为我校师生作了题为“超声导波检测技术及其应

用”的学术报告。

  国际宇航联大会第 53 届国际空间法论坛于 9 月 27 日～ 10 月 1 日在

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我校空间法研究所李寿平教

授、王国语博士一同参加了论坛并提交了会议论文。李寿平教授在会议

上发表了题为“建立开发月球及其他天体资源的国际机制”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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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3日，应我校徐春广教授的邀请，韩国成均馆大学（Sungkyunkwan 
University）机械工程系宋城镇教授访问机械与车辆学院，与先进加工技术

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学术交流期间，宋教授为我校

师生作了关于韩国成均馆大学无损评估中心相关科研（包括超声、涡流等）

的介绍以及核电异种钢焊接接头的超声检测建模的学术报告。

  10月 30日～ 11月 7日，作为北京理工大学的访问教授，美国密西西比

大学法学院（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和美国国家遥感、航空

与航天法中心主任 Joanne Irene Gabrynowicz 再次访问我校法学院及我校空间

法研究所。在访问期间，Gabrynowicz 教授与我校空间法研究所教师进行了学

术交流，并就第二届中美空间法青年学生论坛在中国召开相关事宜与我校空间

法研究所所长李寿平教授进行了详细探讨。双方初定第二届中美空间法青年学

生论坛将于2011年 5月中旬在北京理工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相继进行。

  由联合国外空事务办公室、欧洲空间局、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及泰国政

府举办的、主题为“外空活动新发展：确立责任制度及国内法律和政策框架”

的联合国外空事务办公室／泰国空间法论坛于 2010 年 11 月 16 ～ 20 日在

泰国曼谷举行。来自世界各地官员、学者及国际组织的官员 100 余人参加

了该会议。我校法学院李寿平教授应联合国外空事务办公室邀请参加了本

次会议。在本次会议上，李寿平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空间法教学的现状

与经验”的报告。

  11 月 12 日，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量子计算与智能系统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奇教授受邀进行了题为“数

据挖掘与商务智能”的专题报告。在报告中，他讲述了数据挖掘与商务智

能的基本概念和主要方法，并列举了很多成功案例，介绍了国内外的相关

形势，描述了其未来发展的方向。

  12 月 22 日，我国台湾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罗竹芳教授一行四人到访

北理工生命学院，举行座谈交流活动，并参观了我校生命学院科研和教学

实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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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2日，应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之邀，韩国中央大学（Chung-Ang 
University）法学院赵荣柱教授围绕中国与韩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

税和防止偷税漏税的问题，为 2008 级的同学作了一场有关国际经济法的精

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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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2010 年，我校共举办国际学术会议 15 场，其中主办或联合主办 11 场，承办 1 场，

协办 3 场，涉及管理、材料、自动化、机械与车辆、光电、生命科学、安全技术和高

等教育等学科领域。我校还积极主办和承办了“中欧高等教育论坛”、“中芬高等教

育论坛”等高层次论坛。

序号 会议名称 举办类型 承办单位 举办时间

1
国际家族企业学会 2010 年中国研讨会——家族
企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联合主办 管理学院 1月 13 ～ 15 日

2 第五届中日灾害与环境风险管理 主办 管理学院 3月 25 ～ 28 日

3 北京理工大学纤维素技术国际学术交流大会 主办 材料学院 5月 23 日

4 国际冲击动力学研讨会 主办 爆炸实验室 6月 26 ～ 28 日

5 第 29 届中国控制会议 承办 自动化学院 7月 29 ～ 31 日

6 微细加工与制造技术国际研讨会 联合主办 机械与车辆学院 8月 16 ～ 18 日

7 第七届国际认知科学大会 协办 计算机学院 8月 17 日

8 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职业教育标准研讨会 联合主办 国际教育合作学院 9月 20 ～ 25 日

9 中欧高等教育论坛 主办 国际交流合作处 9月 26 日

10
爆炸与冲击的结构响应及结构抗爆炸冲击的分
析与设计国际联合会议

协办 爆炸实验室 9月 29 日～ 10 月 1 日

11 第一届中德辅助驾驶和交通安全研讨会 主办 机械与车辆学院 10 月 14 ～ 16 日

12 2010 年风险与可靠性管理国际会议 主办 管理学院 10 月 15 ～ 17 日

13 2010 年安全科学与技术国际会议 联合主办 爆炸实验室 10 月 26 ～ 29 日

14 2010 年国际 3D 信息技术研讨会 联合主办 光电学院 11 月 2 ～ 4 日

15 第五届科技信息资源共享促进国际会议 协办 生命学院 11 月 27 ～ 28 日

2010 年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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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3 日，由国际家族企业学会

（IFERA）与北京理工大学联合主办，北

理工管理与经济学院、北理工珠海学院、

北京运筹学会共同承办的“机遇与挑战——

2010 年家族企业发展国际会议暨首届家族

企业家论坛”在珠海德翰大酒店拉开帷幕。

本次大会嘉宾云集，精英荟萃。来自塞浦

路斯、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丹麦、

荷兰、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毛里求斯、阿联酋、

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的全球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 多个

代表出席了会议，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60 多位师生列

席了本次大会。大会特别邀请了全球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的

领军人物、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 Jess H. Chua 教授作

了题为“中国家族企业研究的挑战与需求”的主题报告。

欧洲管理学院伦敦分院院长 Davide Sola 教授等多名国际

著名专家到会作了精彩报告。大会由北京理工大学国际交

  3 月 25 ～ 27 日，第五届

中日灾害与环境风险管理学

术研讨会在北京理工大学举

行。本次研讨会由北京理工

大学主办，北京理工大学管

理与经济学院和北京理工大

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

承办，也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日本京都大学、江苏大学、集美大学、中国“双法”

学会复杂系统专业委员会等单位的支持。会议主题为“应对气候变化：灾害风险管理和能源安全”。

研讨会中，来自国内外 20 多个单位的 50 余位专家学者就气候变化、灾害管理和能源安全等方面

的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在 26 日的开幕式上，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赵长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管理科学与工程处刘作仪处长、日本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所长 Norio Okada 教授分别致辞。中日

灾害与环境风险管理学术研讨会是在 2004 年由魏一鸣教授与日本京都大学 Okada 教授共同提议

发起。该研讨会每年一次，分别在中国和日本轮流举行，旨在加强中日学者在社会经济系统建模、

灾害管理、风险管理、能源安全等领域理论方法及应用研究方面的学术交流。

流合作处处长王庆林教授代表学校致开幕词。珠海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刘淑艳、北京运筹学会会

长吴祈宗到会致辞。本次论坛吸引了来自珠海特区报、珠海电视台、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新

闻媒体的重点关注，各家媒体分别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采访和报道。

国际家族企业学会会场

王庆林处长在会上致辞

第五届中日灾害与环境风险管理学术研讨会参会代表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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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日，由国际宇航联合会和中国宇

航学会联合主办，北京理工大学、中国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上

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协办的首届世界月球会议

在北京友谊宾馆隆重开幕，来自美国、俄罗斯、

加拿大、德国、英国、意大利、印度、日本、

韩国等 26 个国家和地区的 59 个航天相关领

域研究机构、企业和 29 所大学、6个非政府

组织的近 500 名航天专家和月球科学家参加

  6 月 29 日上午，“2010 年港澳视觉艺

术论坛”在北京理工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

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

部港澳台办、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北京理工

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共同举办。出席本次论

坛开幕活动的领导及嘉宾有：文化部港澳台

办书记侯湘华、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副总经理

万基元、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赵长禄、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艺术发展局主席马逢国、澳

框架下举行，围绕科学与探索、生命科学、

载人月球—火星探测等议题展开研讨。在校

国际交流合作处、科学技术研究院、宣传部

等部门的指导下，在信息学院、生命学院等

学院的支持下，宇航学院具体承办了世界月

球会议青年社会活动，并参与了世界月球会

议筹备工作和部分技术分组会的相关工作。

青年社会活动分为青年学术交流、月球探测

学术科普报告两部分。

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副局长王世红、文化部港澳台司港澳处处长李宝宗、北京理工大学设计

与艺术学院副院长杨建明等。参加本次论坛的还有京港澳三地著名艺术家、新闻媒体、艺术爱好

者及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校的师生。论坛由北京理工

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副书记、副院长丛磊主持。赵长禄副校长代表学校致辞，向远道而来的艺术家、

大会，共商未来探月发展大计。本次会议为期 4天，就科学与探索、生命科学、载人登月等议题

进行了广泛探讨。国际月球探测工作组也将其第 11届月球探测与利用大会纳入此次世界月球会议

首届世界月球会议现场

世界月球会议青年活动现场

港澳台视觉艺术论坛参会代表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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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表示热烈欢迎，拉开了此次论坛的序幕。论坛

中，艺术家、设计师及学者们就三地视觉艺术的发

展状况、特点和特色、学术交流情况等作了精彩的

学术报告，并进行了热烈的学术研讨。本次港澳视

觉艺术研讨会对繁荣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

的文化氛围，加深内地、香港和澳门三地艺术的交

流起了积极作用，使得三地的文化结合更加紧密，

同时也给广大师生提供了一次视觉盛宴。

  7 月 15 ～ 16 日，由北京理工大学主办的

纤维素技术国际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皇苑大酒

店隆重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北京理工大学副校

长杨宾、全国纤维素行业醚协会理事长严路彤、

全国纤维素行业醚协会秘书长丁长银、中国兵

器集团公司科研技术处处长沙恒、生产经营处

处长朱艳丽、北京理工大学国际合作处处长王

庆林、材料学院邵自强教授以及来自德国、日

本、挪威等国家的专家与国内知名专家与企业

领导 80余人。这次会议中多位专家围绕着国内外近年来纤维素及其功能化领域共同关心的问题进

行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并在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型原材料以及环境水处理等领域

取得的新成果、新进展进行了学术交流与讲座。

  8 月 18 ～ 20 日，我校与日本精密

工学会纳米机械加工委员会联合发起

和主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

助的首届“微细/纳米机械加工与制造国

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icro/Nano Mechanical Machining and 

Manufacturing, ISMNM 2010）”在广

西桂林市举办。ISMNM 2010 的研讨主

题包括纳米机械制造技术、微细加工刀具与工具设计、微细加工技术、微系统集成与装配技术、微

测试与试验技术，旨在围绕微细/纳米机械加工与制造这一新兴的跨学科技术领域的前沿与热点，

深入探讨本技术领域的科学问题和发展趋势，从而推动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微细/纳米机械加

工与制造技术体系的发展。

赵长禄副校长致辞

论坛现场

微细/纳米机械加工与制造国际研讨会参会代表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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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增强国际化交流，促进多方位

的国际合作，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创新

教育实验基地应北京大学国际交流协

会、清华大学学生对外交流协会邀请，

作为主办方于 8 月 19 ～ 22 日共同主

办“科技领袖论坛 2010 北京会议”。

论坛与实践环节围绕低碳经济、清洁

能源的主题，开展研究、设计、实验

与制作、科技学术论坛交流活动。

  9 月 26 日，在庆祝北京理工大学建校

70 周年华诞之际，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

德国、英国、西班牙和瑞典欧洲六国 14 所

大学与中国 14 所大学的 39 位正副校长以

及 40 多位国际教育交流工作者齐聚北京理

工大学，共同探讨中欧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合

作。此次论坛由北京理工大学主办，主题为

“中欧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我校校长

胡海岩院士和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校长 Jörg 

Steinbach 教授在会上分别作了题为“BIT：

  本次会议共有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

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普林斯顿大学、斯

坦福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巴黎高科、里昂中央大学、东京理工大学、

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 14所

世界一流顶尖大学的 42名学生代表。其中博士

7名，硕士 13名，本科生 22名。与会期间，参

会人员在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创新教育实验基地

完成了以低碳、绿色环保、新能源为理念的作

品设计及制作。它们分别是：基于太阳能发电的水处理系统设计、太阳能农田灌溉系统设计、太阳

能全自动窗帘、“吃”垃圾的“鱼”、聚焦式太阳能采集系统和地铁风能发电系统设计、新型分类

垃圾箱的设计制作、污水处理与农田灌溉系统设计。

探索建设一流大学之路”和“柏林工业大学与北京理工大学未来合作领域前瞻”的主旨发言。

侯光明副书记与“科技领袖论坛”学生代表合影

“科技领袖论坛”学生代表合影

中欧高等教育论坛与会嘉宾合影留念



74 / 75

  9 月 28～ 29日，由北京理工大学和德国德累斯顿

工业大学联合主办、我校国际教育合作学院承办的“全

球化视野下的国际职业教育标准研讨会”在北京理工大

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来自德国、泰国、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

亚地区职业教育行业的代表，北京市 37所中职高职院

校的代表共80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研讨会历时3天，

与会代表就“各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现状”、“各

大学在开展国际职业教育合作方面的经验和做法”、“探

  10 月 15 日，中芬高等教育论坛在我校国际教育

交流大厦三层第一会议室隆重召开。此次论坛由中国

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芬兰大学校长委员会联合主办，

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高校引智研究会共同承办。我校

胡海岩校长、赵长禄副校长出席此次论坛。来自芬兰

的 6 所高校和来自中国的 30 所高校的校长、副校长及

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负责人以及芬兰驻华特命全权大使

Lars Backstrom 先生、芬兰驻上海总领事馆代表参加

了此次论坛。

  12月 9～ 12日，由北京理工大学与慕

尼黑工业大学联合发起、北京理工大学主办

的首届中德辅助驾驶与交通安全学术年会在

北京顺利召开。本次会议得到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国家外国专家局和北京理工

大学的支持和资助。12月 10日，首届中德辅

助驾驶与交通安全学术年会开幕式由会议程

序委员会主席、长江学者、机械与车辆学院

讨在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部分职业领域共同建立国际培训标准”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研讨与交流。

院长项昌乐教授主持，副校长赵长禄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会议发起人和大会主席、我校机械与车

辆学院教授王武宏博士和慕尼黑工业大学机械学院教授 Klaus Bengler 博士分别致辞。首届中德辅助驾

驶与交通安全学术年会的主题包括驾驶员行为与辅助驾驶、交通行为与安全、车辆行驶安全与智能车

辆、交通流理论与交通安全规划等，旨在为交通领域学者和专家提供交流机会，讨论和探索交通安全

工程与科学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和发展前景。会议分大会主题报告、专题报告和分组讨论三个环节进行，

同时通过学术交谈、技术参观等方式进行互动，为每名参会代表提供理想的交流、合作平台。

赵长禄副校长在会上致辞

中芬高等教育论坛与会嘉宾合影留念

首届中德辅助驾驶与交通安全学术年会与会嘉宾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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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机构中文名称 我校发起单位 海外主要合作单位 校长办公会通过时间

远程控制教育与科学研究联合实验室 自动化学院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 2010 年 6 月 11 日

城市与公共安全联合研究中心 机电学院 我国香港理工大学 2010 年 6 月 11 日

光机电工程联合研究中心 光电学院 我国香港中文大学 2010 年 6 月 11 日

德国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外国语学院 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 2010 年 6 月 11 日

联合学术机构

  2010 年，我校新成立校级涉外及涉港澳台联合学术机构 4 个，并与其他三所中国

高校和六所德国高校共同组建中德电动汽车联合研究中心，国际科技合作更趋实质性，

在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中也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2010 年成立的联合涉外及涉港澳台联合学术机构列表

Joint Research 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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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科学技术部和联邦德国教育和科研部共同

主办的中德科教年 2009/2010 庆典活动暨中

德电动汽车论坛、中德电动汽车联合研究中

心揭牌仪式和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上海同

济大学举行，国家科技部部长万钢、国家教

育部副部长陈希、德国联邦教育和科研部部

长安妮特•沙万出席并致辞。我校副校长、

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孙逢春教授、

国际交流合作处王庆林处长应邀出席签约

和揭牌仪式。

  中德电动汽车联合研究中心是在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司的支持下，由北京理工大学、同济大学、

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所中国高校与六所德国高校共同组建、中德双方多家企业参与的技术研

发机构，重点致力于电动汽车核心技术的合作研发、校企合作、产品规划和示范运营。在中德电动

汽车联合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之前，中德电动汽车联合研究中心组建单位联合召开了圆桌会议，就中

德国际合作项目开展的具体事宜进行了研讨，我校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的何洪文副教授出席会

  5月 25日，我国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郑振

耀教授、协理副校长徐扬生教授访问我校，我

校党委副书记侯光明在国际教育交流大厦第一

会议室接待了郑振耀副校长一行。会议上举行

了北京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光机电设计与

工程联合研究中心的签约仪式。侯光明副书记

致欢迎辞并向郑振耀副校长介绍了北京理工大

学在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国际交

流等方面的发展概况以及未来的发展目标。香

港中文大学郑振耀副校长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发

展历史、学科特色、国际化人才培养方式及其独特的书院制度进行了详细介绍，对以光机电设计与

工程联合研究中心建立为契机的两校在更深层面的合作与交流表达了强烈的意愿和期待。会议期间，

双方有关人员就联合研究中心的建设、发展、目标等问题进行了友好而热烈的讨论，对中心未来立

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瞄准国际前沿，培养创新人才的模式寄予肯定。

北京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光机电设计与工程联合研究中心签约仪式

中德电动汽车联合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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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5 日上午，我国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卫炳

江教授、建设与地政学院院长滕锦光教授、土木及结

构工程学系倪一清教授和中国内地事务处高级主任林

兆玉女士访问我校，并代表香港理工大学与我校在二

号楼 233 会议室隆重举行“城市与公共安全联合研究

中心”揭牌仪式和第一次年度会议。“城市与公共安

全联合研究中心”是由北京理工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

共同成立，英文名称为“Joint Research Center for 

Urban and Public Safety”。城市与公共安全联合研

究中心成立宗旨是充分发挥各方面研究特长，实行强强结合，友好合作、互惠互利、相互促进、共

同发展的原则，积极推进在公共安全与反恐及相关领域开展进一步实质性国际合作，不仅能够提升

北京理工大学的国际影响力，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两校将轮流并定期在北京和香港举

办城市安全与反恐论坛。今后也将陆续邀请更多国际知名大学加入联合研究中心。

  9月 20日下午，“德国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成立仪式在我校图书馆一层报告厅隆重举行。

该中心的成立是北京理工大学德语语言文学专

业与德国合作伙伴共同搭建的跨国界、跨学科

的学术平台，致力于开展对外合作、加强学术

交流、深化对德国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培养高

素质的德语人才。其具体任务包括：① 与国外

合作者进行课题研发；② 共同举办国际研讨

议并重点介绍了北京理工大学电动车辆技术的研发

优势、交流了与德国开展国际合作的想法。与会期间

孙逢春副校长与代表德国高校出席仪式的德国慕尼

黑工业大学校长 Wolfgang Herrman 进行了交流。在

参与中德电动汽车联合研究中心的6所德国高校中，

慕尼黑工业大学和亚琛工业大学、卡斯鲁尔工业大学、

柏林工业大学是我校在德国的协议院校。

会，出版专业著述；③ 促进教师交流、学生交流；④ 支持北京理工大学各院系与德国伙伴大学的

联合办学项目；⑤ 提供德国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咨询。

孙逢春副校长与慕尼黑工业大学 Herrman 校长亲切会谈

德国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仪式

城市与公共安全联合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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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交流
Students Exchange

  2010 年，根据我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的战略，我校积极推动本科生海外访学、短期

交流项目和研究生赴海外一流大学进行联合培养，分别与日本千叶工业大学，美国密

西西比州立大学，伊利诺理工大学，瑞士日内瓦外交学院，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我国台湾淡江大学、新竹清华大学、高雄中山大学、成功大学签订学生交流协议，与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签订本科生联合培养项目协议，与澳大利亚悉

尼科技大学签订博士双授学位项目协议。2010年，我校派出本科生290人参与境外学习，

接收来自 14 个合作院校的校际交换生 28 人，接待短期来访团组 8 个，接待学生总人

数 27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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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快速增加，从 2005 年前的 1项发展到 2010 年的 40多项，项目遍及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俄罗斯、德国、英国、西班牙、荷兰、韩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参加人数达到了 290人。项目受到家长们的关注和学生们的欢迎，全校各专业学生广泛参与，全校 63个

本科专业中有 48个专业的本科生参加国际交流，具体情况见下图。

本科生国际化项目参加人数

2010 年各专业本科生出国人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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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境）外单位 项目类别 学生数 /人

1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暑期学校项目 25

2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访学项目 12

3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短期英语培训项目 12

4 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 双学位项目 3

5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暑期研究实践项目 2

6 美国普渡大学盖莱默校区 访学项目 4

7 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 英语培训项目 13

8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访学项目 21

9 美邦国际赴美带薪实习 短期培训项目 1

10 美国贝肯—施坦尼劳斯国际钢琴比赛 国际比赛 3

11 美国心理咨询及医务社工实习 实习项目 1

12 加拿大生态科考暑期社会实践项目 实习项目 3

13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双学位项目 20

14 澳大利亚国际空间法模拟法庭亚太比赛 国际比赛 3

15 法国图尔大学 访学项目 2

16 法国图尔大学 海外读研项目 7

17 法国尼斯·索菲亚工程师学校 海外读研项目 1

18 俄罗斯萨马拉国立航空航天大学 毕业设计项目 5

19 俄罗斯莫斯科鲍曼国立技术大学 毕业设计项目 2

20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 访学项目 1

21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 访学项目 3

22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 毕业设计项目 4

23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 暑期学校项目 6

24 德国汉堡理工大学 访学项目 2

25 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 访学项目 2

26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语言交际 短期培训项目 15

27 德国帕得伯恩大学 访学项目 3

28 德国雷根斯堡大学 访学项目 3

29 德国拜罗伊特大学 访学项目 6

30 德国慕尼黑再生能源和资源可持续管理研讨会 会议研讨 1

31 英国考文垂大学 访学项目 2

32 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 毕业设计项目 3

33 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 短期培训项目 1

34 荷兰鹿特丹商学院鹿特丹商业会议 会议研讨 2

35 韩国又松大学 交换生项目 1

36 韩国冬训项目 短期培训项目 29

37 中日友好协会组织的文化交流 短期培训项目 6

2010 年赴国（境）外项目执行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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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境）外单位 项目类别 学生数 /人

38 中国香港理工大学 交换生项目 2

39 中国香港理工大学科技创新实训 短期培训项目 3

40 中国香港理工大学工业中心调研 短期培训项目 10

41 中国香港城市大学 交换生项目 1

42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 毕业设计项目 3

43 中国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模拟联合国大会 会议研讨 4

44 中国香港协青社专业实习 实习项目 33

45 中国香港社会工作与社会发展联合世界大会 会议研讨 2

46 中国香港理工大学“两岸四地杰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交流研讨会” 会议研讨 2

合  计 290

续表

我校学生在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进行短期学习

我校学生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访学 我校学生就读于法国图尔大学工程师学院

我校学生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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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交换学生在中心花园合影

德国高等教育日活动现场

莱顿大学学生访问团参观我校实验室

  5 月 4日，北京理工大学软件学院接待了来自

荷兰莱顿大学的学生访问团。该团由 44名莱顿大

学的本科生组成，一同前来访问的还有莱顿大学计

算机学院的教务长 Thomas Baeck 和目前就职于莱

顿大学的我校校友李锐老师。

  根据我校与西班牙桑坦德银行签订的《马

可 •波罗计划》合作协议，我校第二批赴西

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交换生项目正式启动。

经过严格的面试与笔试，我校自动化学院、

生命学院、机械与车辆学院、宇航学院陈强

等 8 名同学将于 2010 年 3 月 10 日赴西班牙

马德里理工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国际

交流合作处副处长汪滢在二号楼 133 会议室

对即将赴西班牙学习的同学进行了行前教育，

并预祝同学们学业有成，为校争光。

  4 月 23 日下午，“德国高等教育日”

活动在我校举行。此次教育日的主题为“在

德国学习与研究——顶尖高等教育的首选之

地”。 此次教育日活动由我校和德意志学术

交流中心（DAAD）联合举办，共邀请包括慕

尼黑工业大学、亚琛工业大学、慕尼黑大学、

柏林自由大学、科隆大学、法兰克福财经管

理大学、德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留德人员审核

部（APS）、歌德学院北京分院 8个德国著

名高校和教育机构驻华代表参加活动。参加此次活动的大学及教育机构代表了德国高等教育的最高

水平，其中慕尼黑工业大学、亚琛工业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同属德国最著名的“精英

大学”。德国目前仅有 9所高校进入“精英大学”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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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3 日下午，由我国台湾财团法人

世界领袖教育基金会和北京交通大学共同组

织的两岸大学生研习营师生二十余人来我校

进行交流访问，港澳台办公室王庆林主任和

汪滢副主任出席了交流活动。两岸大学生研

习营是一项系列性的活动，自 2003 年开始

举办至今已是第 7届。该项活动对于促进两

岸师生的交流，增进青年学生对祖国悠久历

史、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

同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届研习营活动包

括以“共同资源、美好未来”为主题的青年论坛活动和与北京市高校的交流活动。此外，台湾五个

大学社团与包括我校“绿萌资源与环境保护协会”在内的大陆五个大学社团签订了关于组团互访、

游学互助、搭建网络交流平台和刊物互投稿件等内容在内的海峡两岸大学社团合作关系缔结书。

  8月 9～ 15日，北京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

2008 级 32 名全体同学，由专业李波老师、都

超辅导员带队赴香港著名社会工作机构协青社

（Youth Outreach）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专业实习，

此项境外实习是社会工作专业本着拓展国际化

办学视野、学习前沿社工的理念进行专业学习

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习取得了圆满成功。

  7 月 6日晚，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合

唱团与我校大学生合唱团联合音乐会在中关

村校区中教一层报告厅成功举办。此次联合

音乐会由共青团北京理工大学委员会、国际

交流合作处联合主办，由学校大学生艺术团

承办，是我校艺术交流的一次展示与学习，

也是迎接我校七十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之一。

我校师生与纽卡斯尔大学合唱团合影留念

两岸大学生研习营座谈会现场

我校实习学生在香港协青社实习纪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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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2日，北京理工大学赴加拿大生态科考团对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开展正式访问，加拿

大萨斯喀彻温大学校长 Peter MacKinnon 先生在萨省大学行政大楼会议厅接见了北理工代表团师生

一行。Peter MacKinnon校长首先代表萨斯喀彻温大学对北京理工大学师生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

对北京理工大学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工作方面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回顾了两校之间的

  在加拿大驻华使馆的支持

下，我校第一次获得国外政府

项目的支持，组织学生赴加拿

大进行了生态科考。10月9日，

北京理工大学赴加拿大生态科

考团一行，经过十余小时的飞

行，于加拿大当地时间 10月 8

日中午顺利抵达加拿大温哥华

国际机场，拉开了本次理工学

子国际生态科考活动的序幕。

本次赴加拿大生态科考活动，

  8月 17日，第二批德国理工大学 9校

联盟（TU9）学生团一行共八人抵达我校，

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暑期汉语语言学习和中

国文化体验实践活动。这是继 2009 年开

始我校接待的第二批 TU9 学生团。学生们

在一个月的集中强化学习中，不仅提升了

汉语语言能力，而且通过参观北京具有代

表性的文化景观以及与我校师生的交流互

动，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丰富的中国

大学校园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由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生命学院、人文学院和管理学院的5位同学组成，覆盖了博士、硕士和本科生，

该项目由生命学院具体组织实施，得到了北京理工大学、加拿大外交国际贸易部 (DFAIT) 和萨斯喀

彻温大学的有力支持。在为期十天的活动中，科考团参观了加拿大温哥华地区生态环保的典范，对

萨斯喀温大学进行了交流访问，并对加拿大著名的班夫国家自然公园开展考察活动。本次赴加拿大

生态科考活动旨在通过难得的国际交流机会，推进同学们对加拿大良好的生态环境形成直观认识，

并对加拿大生态环保方面的经验开展调研和学习，同时加深对加拿大社会的了解。

德国理工大学 9 校联盟（TU9）学生团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前合影

我校师生在加拿大班夫国家自然公园进行科
考活动

我校科考团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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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合作，希望本次北京理工

大学生态科考团的到来能够进

一步深化两校之间的合作。北

京理工大学代表团负责人生命

学院副书记、副院长周连景对

Peter MacKinnon 校长及萨省

大学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

谢，并简要介绍了本次赴加拿

大交流访问项目的基本情况及

代表团各位成员，代表北京理

工大学对 Peter MacKinnon 校长和萨省大学相关领导发出诚挚邀请，希望通过本次访问活动，进一

步促进两校之间的友谊，加深合作，共同发展。

我校师生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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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工作（一）

  2010 年，我校以与周边地区一流高校的交流合作为目标，通过高层互访、人员交

流和积极发展学生交流、学术交流、科研合作等实质性项目，使我校与我国港澳台地

区高校进入了实质性合作阶段，打开了与港澳台地区高校合作的新局面。

  7 月 12 日下午，我国台北科

技大学校长李祖添教授一行访问

我校，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郭

大成会见了来访客人。郭大成书

记首先代表学校对李祖添校长的

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就我校历

史沿革、发展建设、学科优势和

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情况进行了介

绍。李祖添校长表示非常感谢郭

书记的会见，表示非常欢迎我校

教师前往台北科技大学进行短期

教学和科研交流，并希望尽快落实两校学生交换项目，争取明年能够有两校学生到对方院校学习。

双方还就高等教育管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郭大成书记与台北科技大学代表团合影

Hong Kong, Macao & Taiwan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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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4 日，党委书记郭大成在我校

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亲切会见了专程来我校

参加校庆 70周年活动的我国台湾中原大

学副校长胡为善。双方对两校目前正在开

展的交流合作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对两校

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开展合作交流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

扩大两校的合作层次和合作面，积极推进

学生交流和教师交流。

  6 月 4日下午，我国台湾科技大学校

长陈希舜教授一行访问我校，受到了胡海

岩校长和赵长禄副校长的亲切会见。胡海

岩校长首先对陈希舜校长一行的到访表示

欢迎，并介绍了我校办学理念和近期的发

展情况。胡校长认为台湾科技大学是一所

实力很强的研究型大学，与我校在专业设

置方面有很高的重合度，希望两校围绕如

何提高办学水平积极探讨和开展实质性交

流与合作。陈希舜校长对胡海岩校长的接

  3月 16日上午，我国台湾云林科技大学

校长杨永斌院士、副校长侯春看教授率代表

团一行20人访问我校，校长胡海岩院士亲切

会见了代表团成员，欢迎他们来到北京理工

大学。副校长赵长禄在国际教育交流大厦第

一会议室与代表团成员进行了会谈。双方分

别介绍了两校的情况，回顾了2009年签署两

校校际合作协议以来所开展的教师和学生交

流活动，对两校一年来的教师和学生交流活

动表示满意，希望进一步扩大合作，更加积

极地开展教师、学生的交流和科研合作。

待表示感谢，随后对台湾科技大学的发展情况进行了介绍。陈校长也表达了对加深两校实质性交流

与合作的强烈意愿。

郭大成书记与胡为善副校长互换纪念品

胡海岩校长与杨永斌校长互换纪念品

会谈双方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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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2日晚，我国香港理工大学交流团一行24人抵京，拉开了“京港理工大学生体育、教育、

文化交流活动”的序幕。在为期 7 天的活动中，交流团师生应邀参加了北京理工大学校庆庆典和

校庆晚会，并与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大学学生足球队进行了友谊比赛。访问期间，团员们还参观

了北理工电动车、机器人、机械制造等实验室，以及学生宿舍、网协、学生电视台、学生科技展

赵长禄副校长颁发友谊杯 香港理工大学卫炳江副校长颁发友谊杯

香港理工大学师生团在天安门广场前合影

等，与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热

烈交流。此外，交流团师生还

参观了颐和园、奥林匹克公园

等首都文化景观。通过交流计

划的实施，香港理工大学对北

京理工大学有了更深的了解，

来访的老师和学生也通过交流

比赛，了解到了北京高校大学

生的足球水平，促进了双方的

共同提高，加深了京港两地大

学生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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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5月 20～ 27日，校党委书记郭大成率团正式访问了我国台湾大学、中原大学、朝阳科

技大学、高雄中山大学，顺访了新竹交通大学、新竹清华大学、成功大学和台湾知名企业华硕公司。

  在台湾大学，郭书记会见了李嗣涔校长。代表团

首先听取了台湾大学国际事务长沈冬所作的学校介绍，

随后王庆林处长介绍了北理工的情况，而后双方就两

校间可能开展的合作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会谈结束后

代表团重点访问了管理学院，并与管理学院院长在学

术发展和 AACSB 认证等方面进行了交流。

郭大成书记参观台湾大学管理学院

郭大成书记访问台湾

1. 访问台湾大学

港澳台工作（二）

  为全面推进我校与我国台湾地区高校（以下简称“台湾高校”）的深入合作，搭

建我校在台湾地区的交流合作平台，我校郭大成书记和胡海岩校长分别于 2010 年 5 月

和 11 月率代表团正式访问了台湾高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Hong Kong, Macao & Taiwan Affairs



92 / 93

  在高雄中山大学，郭书记会见了杨弘敦校长。双

方就两校的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国际参照

系学校如何选定，如何进行参照，学校在发展过程中

国际化如何体现，理工与人文如何均衡发展等问题进

行了交流。代表团还分组分别参观访问了校史馆、图

书馆、管理学院等单位。

  在中原大学，代表团受到了代理校长钱建嵩的热

烈欢迎，并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和电机资讯学院、商学

院等教师代表参加了座谈交流。双方就学生互换、学

生培养、科研合作、科技成果推广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交流。

杨弘敦校长向郭大成书记介绍高雄中山大学校园布局

郭大成书记与钱建嵩校长深入交流

2. 访问高雄中山大学

3. 访问中原大学

  在朝阳科技大学，郭书记会见了钟任琴校长，并

就两校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代表团重点访问了

理工学院生化科技研究所，与部分老师和学生进行了

交流，并表达在生物制药领域开展合作的意愿。在访

问过程中，朝阳科技大学的校园智能化管理和校园文

化建设也给予代表团以深深的启迪。

4. 访问朝阳科技大学

代表团参观生化科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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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多地了解台湾地区大学情况，代表团还

顺访了新竹交通大学、新竹清华大学、成功大学。

代表团深入三校的图书馆、校史馆、学生活动中

心等场所，与部分教师和学生进行了广泛交流，

增强了代表团对台湾地区大学的认识，为进一步

扩充我校与台湾地区大学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华硕公司是台湾地区的全球知名企业，连续九年被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

列为全球 IT 百强的国际级 3C 企业，在大陆也设有工厂。为了解当前国际一流企业对学生的需求

方向，了解台湾地区企业如何与高校的学生培养进行结合，代表团对该公司进行了访问。代表团

受到了华硕公司的热烈欢迎，该公司下属的校园服务部、策略规划部、产品设计部的负责人与我

校代表团进行了交流。

郭大成书记与成功大学教务长交流

郭大成书记参观华硕产品设计部 代表团与在华硕实习的台湾地区大学生合影

5. 访问新竹交通大学、新竹清华大学、成功大学

6. 访问华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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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1 月 15～ 23日，胡海岩校长率领我校代表团在 9天内对台湾地区的台湾大学、新竹

清华大学、新竹交通大学、成功大学、高雄中山大学、淡江大学、台湾科技大学、台北科技大学、

云林科技大学 9所大学进行了正式访问，出席了在淡江大学举办的“第七届海峡两岸航空太空学术

研讨会”和在云林科技大学举办的“海峡两岸校长高峰论坛”，与台湾大学、新竹清华大学、高雄

中山大学和淡江大学签署了校际学术合作协议，启动了我校与部分台湾高校的学生交换项目，使我

校与台湾高校进入了实质性合作阶段。

胡海岩校长访问台湾

  11 月 17 日，胡海岩校长率代表团访问台湾大学，与

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举行会谈，并举行了两校学术合作协

议的签字仪式。会谈中，双方校长分别致辞，对两校建立

合作关系表示祝贺，并希望两校能够尽快开展合作。李嗣

涔校长还向胡校长专门介绍了台湾大学与大陆高校的合作

情况；同时邀请胡海岩校长参加 2011 年 3月份举办的亚

洲教育展的校长论坛。会谈结束后，胡校长一行参观了台

湾大学校史馆、图书馆和校园。

  11月15日上午，胡海岩校长率团访问台湾科技大学。

在台湾科技大学陈希舜校长的陪同下，胡校长一行先后参

观了台湾无线射频辨识系统（RFID）教育暨研发试验资源

中心、太阳能与节能建筑技术研发团队、色彩科技研究中

心，工商业设计系等部门。各部门负责人员分别向胡校长

介绍了其教学科研成果和应用情况。台湾科技大学色彩科

技研究中心的教授还介绍了他们与我校光电学院王涌天教

授团队的合作情况。

胡海岩校长参观台湾大学图书馆

陈希舜校长陪同胡海岩校长参观科技展览

1. 访问台湾大学

2. 访问台湾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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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5 日下午，我校代表团访问台北科技大学。台

北科技大学李祖添校长、芮祥鹏副校长兼教务处长、机电

学院林启瑞院长、工程学院张天晋院长、设计学院彭光辉

院长、国际事务处李有丰处长、国际事务处国际合作组黄

志弘主任和大陆事务主管王之珊参加了座谈。双方各自介

绍了学校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对两校间的合作情况进行了

回顾，深入探讨了进一步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11月 16日，胡校长一行访问淡江大学。

上午 9时，“第七届海峡两岸航空太空学术

研讨会”开幕式在警声国际会议厅举行，淡

江大学校长张家宜代表学校致欢迎辞，胡海

岩校长作为嘉宾代表致辞。下午 4时，淡江

大学在警声国际会议厅举行了隆重的两校签

约典礼。胡海岩校长、淡江大学张家宜校长

分别致辞后，签订了两校合作协议和学生交

流协议。

  11 月 17 日晚，中原大学校长程万里率团从中坜市前

往台北与我校代表团举行了会晤。根据会谈，双方一致同

意在现有学院合作的基础上，将两校的合作关系予以提升，

建立正式的校际合作关系，并开展进一步深入的合作。胡

海岩校长与程万里校长签署了两校学术合作协议书。

李祖添校长（左）陪同胡海岩校长参观实验室

胡海岩校长出席第七届海峡两岸航空太空学术研讨会

胡海岩校长与程万里校长签署两校学术合作协议书

3. 访问台北科技大学

4. 访问淡江大学

5. 与中原大学代表团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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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8 日，胡海岩校长率代表团访问了新竹清华大

学，与新竹清华大学校长陈力俊校长举行了正式会谈。在

会谈中，胡校长和陈力俊校长分别详细介绍了各自学校的

历史、现状和所取得的成果，以及今后的发展规划，并就

高校科研竞争力和影响力等问题，以及双方可以开展学术

交流和人员合作的领域进行了研讨。会谈后双方举行了签

约仪式，胡海岩校长和陈力俊校长分别代表学校签署了两

校合作协议及学生交流协议。

  11 月 18 日，胡校长率团访问新竹交通大学，与新竹

交通大学校长吴重雨举行了正式会谈。新竹交通大学吴重

雨校长对胡校长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介绍了新竹交通

大学与大陆高校和企业的合作情况。新竹交通大学创立于

1958 年，与大陆的四所交通大学均有着密切的合作，并在

探讨双联学位事宜。据介绍，新竹交通大学与中国移动和

上海交大建立了移动通信平台，拟建立能源环境平台，希

望更多学校加入。胡校长致辞并详细介绍了北京理工大学

近年的发展与成就。双方探讨了开展合作的有关事宜。

  11 月 20 日，胡海岩校长率团访问台湾中部斗六市的

云林科技大学。上午，胡校长参加了云林科技大学校庆大

会，并在大会上致辞。在校庆活动中，代表团应邀参观了

云林科技大学艺术中心举办的水墨画展、玉器琉璃特展、

校庆艺术典藏展，参观了学生们的创意市集和校园，参加

了云林科技大学 20周年校庆时空胶囊封存仪式，并在云

林科技大学礼堂参观了云林科技大学产学研合作成果展，

设计学院作品展示等。下午，胡海岩校长出席了云林科技

大学举办的“海峡两岸校长高峰论坛”，主持了“两岸学

胡海岩校长与陈力俊校长签署两校合作

胡海岩校长与吴重雨校长交换礼品

胡海岩校长出席“海峡两岸校长高峰论坛”

6. 访问新竹清华大学

7. 访问新竹交通大学

8. 访问云林科技大学

术合作之发展模式与策略”会议，并发表演讲介绍我校与台湾高校开展合作与交流的设想。通过本

次会晤，胡校长在本次访台期间会见了我校所有在台协议院校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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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2 日，胡校长访问位于台南市的成功大学，与

成功大学当选校长黄煌辉举行了会谈。会谈中双方介绍了

各自学校的情况，并探讨了两校合作的可能性。双方一致

认为，两校之间有许多可以共同合作发展的领域，希望两

校能够开展具体的合作。

  11 月 23 日，胡校长率团访问了位于高雄市的台湾中

山大学，与中山大学杨弘敦校长举行了正式的会晤，并签

署了两校学术合作协议和学生互换协议。

9. 访问成功大学

10. 访问高雄中山大学

胡海岩校长与当选的黄煌辉校长在会谈后合影

胡海岩校长与杨弘敦校长在签订两校合作协议后共同
将我校标牌放在高雄中山大学友好院校地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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