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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溯源于 1913 年设立的电气机械科，秉承上海交通

大学“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求创新”的办学传统，以培养优

秀人才为根本办学目标，栉风沐雨、弦歌不辍！百年来，学院为国家培养出

了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大批国家栋梁，开创了诸多中国第一，为国家的繁荣

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院立足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创新能力、质疑精神和批判性思维，

培养基础厚、知识面宽、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国际视野和中国情

怀的创新型拔尖人才；立足于世界科技前沿，开展前瞻性、战略性、方向性

的应用基础研究，形成世界一流的学术竞争力和影响力，追求“世界水平”；

立足于服务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围绕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开

创新的研究领域，凝练新的学科方向，获取新的重大成果，体现“中国特色”。

在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中，机械工程学科连续两次名列第一，动力工程及工

程热物理学科名列第三。2011 年学院入选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学院。

展望新百年，学院以建设世界一流学院为奋斗目标 , 凝心聚力、开拓创新，

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党委书记院长 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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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st
在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中，机械工程
学科连续两次居全国之首，动力工程
及工程热物理学科名列第三，核科学
与技术学科排名第五。

机械动力工程位列 2017 年 QS 世界
学科排行榜第 27。

交大工程学科在最新 ESI 数据库学科排
名中实现全球前万分之一学科的突破，
机械和动力学科做出重要贡献。

机械工程学科获得上海市 I 类高峰学科
支持。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创新群
体 2 个：“ 复
杂装备的数字
化设计”和“传
热传质与高效
热力系统的基
础研究”。

十年间，学院新
增 3 名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科
学院院士。新增
国家千人计划教
授 8 人，长江学
者教授 9 人，国
家 杰 出 青 年 基
金获得者 7 人，
优秀青年基金获
得者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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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个学科交叉平台

9
9 个国际联合研发平台

15
15 个产学研联合基地

4 5+6

5亿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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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振动冲击
噪声国防重点学科实
验室。

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5 项，
上海市教学成果特等奖及
一等奖 6 项。

近两年年均科研经费突破 5 亿。
十年间，学院以第一完成单
位获得国家、省部级奖7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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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100+
40&30%

2007-2016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00 余项，基金
项目数、获批重点项目数和资助经费总额在全国高校位
居前列。

2013 年，学院迎来百年华诞，与西安交通大学携手隆重
举办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教育百年纪念。

与美国密西根大学、普渡大学，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法国巴黎高科等近 40 所学校进行
高水平合作办学，设置全英文课程、引进先进课程体系。
30% 的学生通过不同形式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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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纳微尺度流体流动与传热传质的基础研究 郑   平 等

并联机器人机构拓扑与尺度设计理论 高   峰 等

燃料设计理论及其控制内燃机燃烧与排放的基础研究 黄   震 等

吸附式制冷的吸附机理、循环构建及热设计理论 王如竹 等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太阳能空调与高效供热装置与应用 王如竹 等

灵巧假肢及其神经信息通道重建技术 朱向阳 等

基于燃料多样化的压燃发动机关键技术及应用 黄   震 等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工业机器人作业系统的关键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 丁   汉 等

高性能尾气净化器柔性制造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 刘成良 等

混合式脉冲转换涡轮增压系统研发及在四冲程
大功率柴油机上的应用

顾宏中、
邓康耀 等

土壤作物信息采集与肥水精量实施关键技术及装备 刘成良 等

复杂薄板产品装配的数字化工艺设计与装备技术 林忠钦 等

微通道管材与换热器制造技术及其应用 彭颖红 等

2007-2016 年学院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

700
学 生 在 国 内 外
各 类 科 技 赛 事
中 摘 金 夺 银 近
700 项。十年间，
荣获“挑战杯”
特等奖 2 项，国
际级奖项106项，
国家级奖项 271
项，省部级以上
奖项 30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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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培养
Student

学院汲取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融合创新、

探索发展，在国内率先构建基础宽厚扎实、学科交

叉复合的机械大类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学生人数情况

本科生 1760 人 + 工科试验班 1060 人

工学硕士 1400 人

博士研究生 780 人

工程硕士 1650 人

06



07



项目式教学改革

学院将“项目式”的教学组织方式引入课程教学，突破传统的授课模式，有机融合课程相关的理论、知识、方法和实践，

将知识集成为实践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知识与技术集成能力、交流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作为学院课程

过程考核改革的重要环节，对学生课程学习效果和综合能力进行集中展示，由校企专家评审，培养学生交流表达和知识运

用的能力，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综合工程能力逐步提升。

课程体系围绕本科生 - 硕士生 - 博士生的课程和培养贯通而建立，共有 28 个专业培养模块，覆盖 180 余门课程，系列

课程具有层次性、阶梯性与衔接性，知识点螺旋式上升、渐进式反复综合应用，旨在培养宽口径、交叉复合人才。同时，鼓

励并支持本科生进入导师实验室，与研究生一起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专项及国际合作项目

等重大科研项目。

国际化产学合作

为提升学生在经济全球化挑战下的竞争力，学院建设了课程通用实践平台、专业导向课程实践平台，并构建了国际化的

校企产学合作平台，通过学习和借鉴全球化企业团队的运营模式，引入企业工程师对项目进行合作指导，把企业解决实际工程

问题的方式方法融入到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综合工程实践能力。目前已有 40 多家国内外企业参与了平台的建设，包括 GE、

ABB、Tyco、上海电气等世界 500 强企业。

贯通本硕博课程体系

多模式人才培养

国际化试点班 钱学森班工科试验班 卓越工程师班

Student
人才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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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式”教学改革
   获校教学成果特等奖、校长教学奖

学院借鉴美国高校工程教育运行模式，逐步完成对机械工程课程体系的改革突破，将“项目式”的教学组织方式引入到课

程教学。成果荣获 2015 年度校级教学成果特等奖，2015 年度校长教学奖。

自 2012 年起，学院已成功举办六届课程项目成果展，共有 836 项展品，3825 人次学生参展。2016 年举行的春季和秋季

项目成果展分别围绕“承百廿匠心 领智造之先”、“由工导思 以智造物”的主题，以培养“智造”人才为目标，展示学生创新

思维与校企产学合作的工程教育模式改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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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论文获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最高论文奖

博士生刘显波的论文“State-Dependent Delay Influenced 

Drill-String Oscillations and Stability Analysis”获 2016 年度美国

机械工程师学会（ASME）最高论文奖 Melville Medal 奖。这是该

奖设立 100 多年来，首篇中国大陆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奖的论文。

再夺“挑战杯”特等奖

2015 年，由 3 名本科生组成的“基于反向双螺杆万向关节的微型机械臂及其在微创手术中的应用”项目团队荣获第十四届

挑战杯特等奖。上海交大成为“挑战杯”赛事历史上首个连续三届获得最高荣誉的高校。

项目基于手术微创化和自动化的趋势，研发出了一种精确可靠的传动系统，解决了现有的单孔微创手术机器臂传动变形量大，

需要占用大量空间的问题，构建了符合单孔微创手术要求的机械结构，开发出一套安全可靠的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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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合毕业设计项目
再获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工程设计展一等奖

蝉联第九届全国大学生
节能减排大赛特等奖

2016 年 4 月，本科生王顼琛、潘震宇和宾州州立大学 Aaron McCandless 等共同完成的国际联合毕业设计项目

“弹筒式网络监控摄像头外壳设计 (Design of a Bullet IP Camera Housing) ”获得“洛克希德 • 马丁杯 (Lockheed 

Martin)”优秀设计一等奖，这是学院连续第二年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春季工程设计项目展中获得一等奖。

参赛学生克服地域差异，开展国际化合作，将课堂知识成功应用在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中，圆满完成了工程任务。学院通

过开展国际联合毕业设计项目，培养工程专业学生在经济全球化挑战下的工作能力。

在 2016 年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决赛中，

学院学生表现优异，从 296 所高校 2839 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特

等奖 1 项（全国仅 10 项）、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5 项。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是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办

的全国大学生学科竞赛，是全国高校影响力最大的大学生科创竞赛之一。

11



12



学院立足于世界科技前沿，对标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承担并

完成了一大批重大的科研任务，在航天、大飞机、汽车、核电、高端制造装备等基础

研究和关键技术的突破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和重大工程做出了不

可替代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机械动力学科整体水平的提高，支撑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学院已经成为基础扎实、底蕴深厚、面向世界、面对未来的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基

地，以及优势突出、特色鲜明、孕育创新的高水平的科研基地。

2007-2016 年学院主持科研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19 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 11

国家“973”首席科学家 6 科技部其他重要项目 9

“973”计划子课题 44 教育部重要科研项目 24

国家“863”计划 97 上海市科委重大、重点项目 143

国家重大专项 78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 39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15 上海市经信委项目 13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25 上海市教委项目 31

科学
研究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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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复杂装备的动力学性能设计”、“先进制造工艺与质

量控制”、“生机电一体化智能装备设计”开展了系统性研究，

取得了原创性突破。在并联机构类复杂装备的拓扑设计与构型评

价、船舶机械噪声控制方法、薄板产品装配工艺、汽车发动机制

造精度控制、智能人机交互系统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为我国复

杂机械装备的数字化设计提供科学理论基础和技术创新源泉，多

项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和机械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自然科学二

等奖 1 项、科技进步二等奖 5 项，省部级一等奖近 20 项。2013

年机械系统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获评优秀。

“复杂装备的数字化设计”创新群体

年度 名称 完成人 类别

2016 灵巧假肢及其神经信息通道重建技术 朱向阳 等 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

2014 微通道管材与换热器制造技术及其应用 彭颖红 等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2013 并联机器人机构拓扑与尺度设计理论 高   峰 等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2011 复杂薄板产品装配的数字化工艺设计与装备技术 林忠钦 等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2011 土壤作物信息采集与肥水精量实施关键技术及装备 刘成良 等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2009 高性能尾气净化器柔性制造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 刘成良 等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2007 工业机器人作业系统的关键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 丁   汉 等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发动机燃烧与动力系统优化研究

在发动机燃烧领域，首次建立了燃料设计理论，揭示了燃料

与燃空混合、着火与燃烧反应路径、排放与效率之间的复杂关系，

内燃机接近“零排放”，在内燃机燃烧与排放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

在动力系统优化领域，突破了大功率柴油机扫气干扰抑制与排气

能量高效利用、增压性能高效高精度仿真等关键技术，提出了一

种得到广泛应用的新型增压系统。

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技术发明、自然科学、科技进步二

等奖各 1 项、省部级一等奖 5 项。

年度 名称 完成人 类别

2016 基于燃料多样化的压燃发动机关键技术及应用 黄   震 等 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

2013 燃料设计理论及其控制内燃机燃烧与排放的基础研究 黄   震 等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2009 混合式脉冲转换涡轮增压系统研发
及在四冲程大功率柴油机上的应用 顾宏中、邓康耀 等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Research
科学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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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热科学与能源利用的学术前沿，面向国家节能与可再生能源有效利用的重大需求，立足学校工程热物理学科和生命学

科的优势，进行“热力学 - 生命科学 - 传热学”的深度融合交叉，在多尺度热质传递基础理论、生物热质传递及热物理调节微观

机制、仿生热力系统等方面开展系统性研究，在微 / 纳尺度传热理论、热致浓度差制冷、生物热物理、仿生热学材料、可再生

能源高效利用、热力系统节能及绿色建筑能源系统等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性成果。为我国节能减排、能源动力、制冷低温、生

物医疗、微电子装备、可再生能源等行业提供科学理论基础和技术创新支撑，多项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荣获

传热及制冷行业国际学术大奖 5 项。

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2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省部级一等奖 6 项。

“传热传质与高效热力系统的基础研究”创新群体

年度 名称 完成人 类别

2014 吸附式制冷的吸附机理、循环构建及热设计理论 王如竹 等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2010 太阳能空调与高效供热装置与应用 王如竹 等 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

2007 纳微尺度流体流动与传热传质的基础研究 郑   平 等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项目通过开展巨型重载锻造操作

机的基础科学问题和设计方法研究，

提出分组可约操作机构型设计方法，

发明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13 种操

作机本体构型；与中国第一重型机械

有限公司联合开发出我国首台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 400 吨米锻造操作机，

实现了巨型重载锻造操作机的自主创

新和工程应用。

“973”计划：巨型重载操作装备的基础科学问题

15



项目从热质传输及热工安全、关键材料制备及使役行为、堆

芯中子行为及内在安全性能三条技术主线上揭示了超临界水堆中

物理机理及其基本演变规律。通过项目实施，为我国自主创新的

超临界水堆相关核心技术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科学成果储备与方

向指南。

“973”计划：振动噪声机理研究
围绕艉部振动噪声这一重大瓶颈问题，揭示并提出了振动噪声产生机理、传播机制和控制方法。建立了螺旋桨脉动激

励力的间接辨识方法，为定量声学预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输入特性；提出了摩擦激励下轴系弯 - 扭耦合振动分析方法，为

中高频噪声成因分析及控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建立了推进轴系的匹配设计原则，研制了随机和线谱联合主动控制系统，

为振动噪声设计和控制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和技术储备。

“973”计划：人体运动功能
  重建的生机电一体化科学基础

项目以“灵”、“活”假肢为主要载体，研究生机电一体化

康复工程装备设计和制造的新原理。在“运动执行系统功能再造”、

“人工感知与神经功能重塑”、“生机交互”等方面实现理论突破，

包括操作感知一体化灵巧假肢机构、高传输率和自适应生机接口、

基于外刺激的生机接口特征增强与闭环训练等，建立了人体运动

功能重建的工程学方法。

“973”计划：超临界水堆
  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

Research
科学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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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计划：
  核电站紧急救灾机器人的
  基础科学问题

项目突破了核电救灾机器人机构和结构、人机协同和自律控制、

核防护等核心理论和技术问题，发明了一系列六足步行救灾机器人。

通过特殊防护设计，机器人可以在核电站及反应堆内水下环境、火灾

现场或有毒环境中完成救灾任务。

项目以新一代超大型运载火箭燃料贮箱为主要载体，在大尺度薄

壁构件控形控性成形、弱刚度薄壁构件加工精度自适应补偿、高性能

薄壁结构低应力精确装配等方面形成系统理论，建立超大型薄壁结构

控形控性制造新工艺，提升薄壁结构制造技术能力。通过基础理论研

究带动技术创新，促进我国超大型运载火箭薄壁结构制造技术的跨越

式发展。

围绕先进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技术，提升核电产业国际竞争力，

“IVR-ERVC”项目在国际上首次完成压力容器原型材料表面试验本体

的全高度尺寸下非能动 ERVC 临界热通量系列试验，研究结果已直接用

于支撑 CAP1400 堆型的核安全评审及示范电站的建设；“先进非能动

压水堆安全壳内氢气安全优化研究”项目对优化自主知识产权大型先进

非能动压水堆的氢气安全设计、安全分析和优化严重事故管理提供系统

的技术基础和实验数据支持，增强大型先进压水堆的安全性能。

国家核电重大专项

“973”计划：
  新一代超大型运载火箭
  薄壁结构制造的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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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
  关键技术研究

为对接国家“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重大专项和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战略，航空发动机 / 燃气轮机

研发实验平台落户浦东临港产业园区。率先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民用航空发动机与重型燃气轮机测试验证中心，在临港地

区创新产学研协同研发体系，将两机专项的研发成果迅速而有效地整合进临港高端制造产业链。

压缩式热泵、吸收式热泵和化学热泵是余热品位

提升的主要途径。项目研究根据低品位余能特点建立

超级热泵工质对和系统的指导性设计规则，研究中小

型分散式余热制冷、热泵、发电及储运关键技术，形

成余能网络化应用整体方案，实现余能的高效回收与

利用。将低品位余能利用效率相对于国内外现有水平

提高 20%-30%。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低品位余能回收技术及热泵装备研发与示范

Research
科学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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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智能制造研究院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依托上海交通大学，集聚海内外资

源，紧密围绕临港推动建设国际智能制造中心行为方案的总体要求，结合智能制造

国际发展趋势和上海及临港的实际需求，建成具有国内影响和国际知名度的智能制

造产业关键技术研发、成果转移孵化、国际国内多层次人才集聚、研究环境先进的

公益性创新研究机构。为推进上海及临港地区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和产品走向高端提

供支撑，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力量。

研究院的 5 大功能定位包括：1）规划智能制造发展：成为政府智库和行业解

决方案的提供者；2）智能制造共性技术研发：成为产业创新技术的重要源头；3）

智能制造高端人才培育：成为智能制造高端人才的培育基地；4）国内与国际合作：

成为国内外智能制造交流与合作基地；5）服务区域产业：服务临港及上海支柱产业

转型创新发展。

研究院的 4 大能力建设包括：1）智能制造产业前瞻与共性技术研发能力。重

点研究传感与物联、特种机器人及其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智能制造工艺与装备、

智能制造管控软件，为智能制造产业关键技术与产品研发提供共性技术支撑；2）智

能制造创新创业支撑服务能力。重点建设面向智能制造技术创新和创业的综合测量

与测试环境、机电综合控制环境、技术咨询与服务中心，为重大产品研发提供开放

共享的测试与验证环境；3）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集成能力。建成重大装备及核心

部件智能制造示范线，并在汽车、船舶等行业实现应用示范；4）技术成果转化与孵

化能力。依托智能制造共性技术平台研发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成果和特色产品，

进行平台模式创新，助推成果产业化，培育孵化若干创新型产业化公司。

2016 年 10 月，由临港集团与上海交大产业集团共同出资组建“上海交大临港

智能制造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侧重于技术成果的产业化。目前通过正在实施

的产业化项目包括汽车发动机国产化制造（上海智邦科技有限公司）、航空发动机

关键零部件试验（上海交大航空发动机科技有限公司）、燃料电池极板制造（上海

治臻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等。

上海智能制造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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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遵循“引育并举”的方针，聚焦高层次人才和青年教

师队伍建设，培育和凝聚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学院现

有专任教师 330 余人，其中教授和研究员 130 人。

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 6 人

“973”首席科学家 6 人

长江学者特聘 / 讲座教授 18 人

国家千人计划 8 人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5 人

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8 人

青年拔尖人才 1 人

青年长江学者 1 人

国家青年千人 3 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2 个

教育部创新团队计划 2 个

师资队伍
330+

教授 / 研究员 130 人

副高职称 147 人

中级职称 57 人

专职科研、博士后 140 人

师资
队伍
Fa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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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史烈 
中国工程院院士
热力机械

倪军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马红孺
工程热物理

郑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
工程热物理

孟光 
机械设计及理论

华宏星
振动噪声

赵长颖
工程热物理

谢友柏 
中国工程院院士
机械工程

黄震
能源与动力工程

朱向阳
机械电子工程

谢晓岚 
工业工程

闻雪友 
中国工程院院士
动力工程

苏明 
能源与动力工程

齐飞 
燃烧学

彭颖红
机电设计

王安正 
航空发动机

林忠钦
中国工程院院士
机械工程

王如竹
制冷与低温工程

来新民
车辆工程

章俊良
电化学与新能源技术

姚振强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丁汉  
中国科学院院士 
机械电子工程

高峰 
机械设计及理论

江志斌
工业工程

知名学者

Faculty
师资
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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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立峰
工业工程

吴静怡 
制冷与低温工程

朱利民
机械电子工程

Andrea Matta 
工业工程

杜朝辉 
工程热物理

许敏
车辆工程

彭志科
振动噪声

曹其新
机械电子工程

赵万生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韦悦周 
核燃料循环技术

邓康耀
能源与动力工程

程旭 
核燃料循环技术

丁国良
制冷与低温工程

金先龙 
机电设计

熊振华 
机械电子工程

金隼 
车辆工程

张忠孝
能源与动力工程

陈明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刘应征
叶轮机械

杨宏
材料化学

杨燕华 
核燃料循环技术

吕兴才 
能源与动力工程

陈卫 
机械设计及理论

习俊通 
机械工程

刘成良
机电控制

吴慧英
工程热物理

刘洪海
机械电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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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法 研究员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主要从事微细薄板成形基础理论及其应用技术研究。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项目、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等多项项目。先后荣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等荣誉奖励。

李淑慧 教授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主要从事板材塑性成形理论和应用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课题、863计划等多项课题，出版专著2部。
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等荣誉奖励。

李永兵 教授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主要从事车身先进焊接与连接方面的科研与教学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
目、通用汽车公司国际合作项目等多项项目。先后荣获教育部提名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第六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先
进个人等荣誉奖励。

青年学者风采

王丽伟 教授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主要从事低品位热能驱动的制冷与发电研究以及工程热力学的教学工作。发表SCI论文90余篇，先后荣获国家自然科学
二等奖、国际制冷学会优秀青年学者奖、国家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英国皇家学会引入研究员奖学金、
欧盟居里夫人引入研究员奖学金等荣誉奖励。

张文明 研究员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主要从事振动分析与控制、微机电系统动力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
等项目，参与973计划、863计划、国际合作等多项课题，出版专著1部。先后荣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全国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提名奖等荣誉奖励。

Faculty
师资
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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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国迎 副教授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主要从事智能材料驱动器/传感器和软体机器人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基础研究重点项目等9项课题。先后荣获德国“洪堡学者”称号、上海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第三届上银优秀机械博士论文、
IEEE-ICIA 2011最佳论文、ICIRA 2016最佳论文奖等。

Peter B.Shull 特别研究员
国家青年千人

主要从事于可穿戴传感器和反馈系统、传感器融合算法、人体运动训练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上海市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等项目。荣获“斯坦福大学-清华大学访问学者奖”、美国NSF本科生研究奖学金等
荣誉奖励。

高怡 特别研究员
国家青年千人

主要从事非线性光谱学、燃烧场温度和速度测量、燃烧过程中的碳烟生成及排放监测、超高重复频率激光诊断、超短脉
冲飞秒/皮秒激光诊断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曾荣获国际燃烧大会优秀论文奖等荣誉奖励。

李玉阳 副教授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主要从事燃烧反应动力学、燃烧诊断学、燃烧污染物形成机理、层流火焰等方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安徽省杰出青年基金等项目。先后荣获国际燃烧学会Bernard Lewis奖、安徽省科学技术一等奖、全国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提名奖、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等荣誉奖励。

蔡伟伟 特别研究员
国家青年千人

主要从事发动机燃烧诊断及优化、非线性层析理论、吸收光谱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先后荣获欧盟玛丽居里学者、剑
桥大学丘吉尔学院博士后会士、Masao Horiba Award提名奖等荣誉奖励。

李廷贤 副教授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主要从事低品位热能(余热/废热/太阳能)高效制冷、多模式热化学吸附制冷与热变温、高密度储能新技术等方面的研究
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重点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等多项课题。荣获中国制冷学会青年科技奖、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等荣誉奖励。

25



26



国际化办学是学院重要的办学特色之一。

目前，学院与近四十所世界著名工科大学

开展实质性、高水平联合培养项目。此外，

学院建立了 “上海交大－国外高校－跨

国企业”三方合作模式，开展国际毕业设

计项目，提升学生工程设计、跨文化合作

能力，开拓国际视野。“汽车数字化设计

与制作创新引智基地”及“热力系统及能

源利用创新引智基地”项目获批教育部“高

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

国际化
办学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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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办学项目（以校名的字母排序）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USA  3+1+1 本硕连读联合培养项目

Cranfield University, UK 双硕士联合培养项目

École Nationale Superieure d'Arts et Metiers, France 双硕士联合培养项目

École Polytechnique, France 硕博连读联合培养项目

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 , Germany 本科生学年交流项目

IFP School, France 双硕士联合培养项目

Karlsruher Institut für Technologie, Germany GEARE 学期交流及实习项目

Kungliga Tekniska högskolan,KTH, Sweden Global Capstone 国际毕设项目

Kyushu University, Japan 双硕士联合培养项目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USA 本科生学期交流、双硕士联合培养项目

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way 双硕士联合培养项目

Politecnico di Milano, Italy 双硕士、双博士、硕博连读联合培养项目

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 双硕士联合培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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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due University, USA 2+2 双本科联合培养、3+1+1 本硕连读联合培养、GEARE 学期
交流及实习项目

Rutgers University, USA  2+2 双本科联合培养项目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USA Global Capstone 国际毕设、本科生学期交流、CSC 博士生访学项目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UK 2+2 双本科联合培养项目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USA 本科生学期交流项目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本科生学年交流项目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USA 2+3 带薪实习双本科联合培养项目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SA 3+1+1 本硕连读联合培养项目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Global Capstone 国际毕设项目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Genova, Italy 双硕士联合培养项目

Warwick University, UK 4+1 硕士生联合培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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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历经百年风雨洗礼，培养出以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科

技界、教育界、企业界精英，共培养学

生 5 万余人，为我国社会发展、科技

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校友
Alum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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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育发展基金
为进一步加快学院教育事业发展，2013 年值百年院庆契机，学院设立“机

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育发展基金”，用于设立奖学金、奖教金，资助成绩优异的

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支持优秀的青年教师开展科学研究；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学

生科创活动、学院文化建设和楼宇建设。通过使用捐赠基金，不仅加快学院教育

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同时扩大捐赠者的知名度以及社会影响力，树立捐赠个人或

者企业的良好声誉。学院通过各种形式给予个人或者企业回馈，并进行充分互动。

上海交通大学“长江思源”奖助学基金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院士将个人获得的教育部“长江学者成就奖”

奖金 100 万元，捐赠给校教育发展基金会，于 2010 年设立上海交通大学“长

江思源”奖助学基金。基金用于资助奖励学习成绩优异、积极参加科研活动、科

技创新成就突出的学生，以及支持学生创新创业，参加国内外重要科研竞赛活

动等。基金自设立以来已惠及百余名交大学子。

6 系 78 级基金
在母校双甲子校庆之际，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原 6 系）78 级 5 个班级 146

位校友捐助120余万元，设立“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6系78级饮水思源校友基金”，

支持学院本科生春季课程项目成果展。

6 系校友基金
在母校 120 周年华诞之日，机械工程专业（原 6 系）校友设立上海交通大学教

育发展基金会“6 系校友基金”，以多种方式汇集海内外校友的力量，搭建一个海

内外机械工程专业校友共同参与、贡献资源和力量的平台，以支持母校机械与动力

工程学院教育事业的发展。基金主要用于奖励为母校机械工程专业发展做出突出贡

献的教师和学生。

饮
水
思
源

资
研
襄
教

“上院初，下院暮，

仰思百年菁菁路，

留园玉兰顾；东川

渡，剑川宿，樱花

蓁蓁怡情驻，饮水

思源处”。百年机

动，见证了一代代

学子的求学之路，

学成之际，他们感

念母校，捐资助学，

资研襄教，表达对

母校的深情厚谊，

用实际行动为学院

的发展和建设贡献

了一份力量。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留在母校的，是数载春秋里的甘醇

回忆；给予母校的，是辗转不变的牵挂和感恩。期望海内外校友们携手努力，为

学院建设贡献力量！

联系电话（TEL）:021-34207478      

邮箱（E-mail）:meAA@alumni.s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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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生，1982 年毕业于机械工程系液压传动与控制专业，现任英国伦

敦大学国王学院讲席教授，2015 年获 ASME 机构学与机器人学终身成就奖，

该奖项是国际机构学与机器人学最高奖。

徐青，1982 年毕业于机械工程系液压传动与控制专业，现任中船重工

集团公司第七〇一研究所副所长，2015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何梁何利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顾纯元，1982 年毕业于动力机械工程系，工业机器人和工业自动化领域

的专家，ABB 集团高级副总裁、ABB（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2015 年

当选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

戴建生
2015 年获 ASME 机构学与机器人学终身成就奖

徐青
2015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何梁何利奖

顾纯元
2015 年当选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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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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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核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学科概况

机构设置

国家一级重点学科 一级学科授权博士点 博士后流动站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

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
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 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

核科学与技术 核科学与技术

系及二级学院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系

动力与能源工程系

工业工程与管理系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

研究所（院）

制造技术与装备自动化研究所

智能制造与信息工程研究所

振动、冲击、噪声研究所

重大装备设计与控制工程研究所

机电设计与知识工程研究所

生物医学制造与生命质量研究所

现代设计研究所

机器人研究所

机电控制与物流装备研究所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所）

上海市复杂薄板结构数字化制造重点实验室（所）

叶轮机械研究所

内燃机研究所

热能工程研究所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制冷与低温工程研究所

燃料电池研究所

工业工程与管理系（所）

核科学与工程学院（所）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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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动、冲击、噪声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

燃煤污染物减排国家工程实验室 ( 上海 )

学科交叉平台

汽车工程研究院

能源研究院

航空发动机研究院

燃气轮机研究院

核电技术与装备工程研究中心

上海智能制造研究院

中国质量发展研究院

Facts & Figures
基本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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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合研发平台

上海交通大学—通用汽车先进制造技术联合研究实验室

上海交通大学—新加坡卓越研究与技术企业学园
（CREATE）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大金公司合作实验室

上海交通大学 SMC 技术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 PACE 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西门子燃气轮机创新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挪威科大可持续能源联合研究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ABB—上海康桥机器人产业发展联合研发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FANUC 工业机器人智能化技术联合实验室

产学研联合基地

江淮汽车—上海交通大学汽车技术联合研究中心

航天先进技术联合研究中心

上海飞机—上海交通大学民用飞机先进制造工艺技术中心

上汽通用五菱—上海交通大学现代车身技术联合研究中心

中国一重重型技术装备基础科学研究院交大分院

上海交通大学江苏中关村节能减排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氢源动力燃料电池联合研发中心

盾安环境—上海交通大学新能源汽车技术联合研发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江苏杭钢产学研联合基地

上海交通大学—湘潭经开区汽车工程联合研发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扬州（仪征）汽车工业园联合产业化基地

上海交通大学—新松机器人联合实验室

上海交通大学—长盈服务机器人联合研究中心

油页岩综合利用国家示范基地技术研发中心

法雷奥—上海交通大学汽车技术联合研究中心

近五年 SCI 论文收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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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科研经费情况 /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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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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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专业

机械工程（国家重点学科）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国家重点学科）

核科学与技术

工业工程（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博士点）

序号 成果名称 获奖级别 获奖等级

1 机械工程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和实践 国家级 二等奖

2 创建大机械本科教学平台，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 国家级 二等奖

3 加强机械大类学生主动实践能力培养 国家级 二等奖

4 以“创新型、国际化、研究性”教学为理念，培养制冷业创新人才 国家级 二等奖

5 国际产学合作，建设设计与制造系列课程，培养学生综合工程能力 国家级 二等奖

6 创建大机械本科教学平台，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 上海市 特等奖

7 基于国际产学合作的设计与制造系列课程的建设 上海市 特等奖

8 创建图学教学的新模式——“现代机械工程图学”的课程建设及改革 上海市 一等奖

9 深化机械大类实践教学改革，加强学生主动实践能力培养 上海市 一等奖

10 以“创新型、国际化、研究性”教学为理念，培养中国制冷业创新人才 上海市 一等奖

11 兼顾制造与服务业需求的国际化复合型工业工程人才培养模式 上海市 一等奖

12 可再生能源新生研讨课的创新与实践 上海市 二等奖

13 建设模块化立体化工程热力学课程 上海市 二等奖

9 个基础模块 19 个专业方向模块

工程热力学

流体力学

传热学

燃烧学

材料科学

机械动力学

机械设计

测试技术

控制系统

机器人 能源系统

机械电子 新能源工程

生机电工程 叶轮机械

计算机辅助设计 动力工程

制造自动化软件工程 发动机

车辆工程 应用热工程

汽车电子学 工厂工程学

制造技术 宇航机械工程

机构设计 管理

振动、冲击、噪声

工程博士专业

先进制造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专业

工程管理

教学成果奖一览表

专业设置

本硕博贯通课程体系

本科专业

机械工程

能源与动力工程

工业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Facts & Figures
基本
信息

专业学位硕士专业

机械工程

动力工程

核能与核技术工程

车辆工程

工业工程

物流工程

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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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职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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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升学 国外升学 就业

近五年本科生毕业去向

序号 课程名称 项目类型

1 低温技术及其应用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2 生产计划与控制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3 现代机械工程图学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4 工业工程导论（1-6 讲） 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5 设计制造基础 上海市精品课程

6 系统模型分析与控制 上海市精品课程

7 形象思维与工程语言 上海市精品课程

8 Production Planning and Control 教育部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

9 生产计划与控制 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

10 传热学 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

11 工程流体力学 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

精品开放课程（2011-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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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me.sjtu.edu.cn
邮箱：sjtume@sjtu.edu.cn

电话：021-342058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