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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吸附式制冷的吸附机理、循环构建及热设计理论 王如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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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联机器人机构拓扑与尺度设计理论 高   峰 等

纳微尺度流体流动与传热传质的基础研究 郑   平 等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基于燃料多样化的压燃发动机关键技术及应用 黄   震 等

灵巧假肢及其神经信息通道重建技术 朱向阳 等

太阳能空调与高效供热装置与应用 王如竹 等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高效切削刀具设计、制备与应用 陈   明 等

微通道管材与换热器制造技术及其应用 彭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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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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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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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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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机器人作业系统的关键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 丁   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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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41 科技部其他重要项目 7

“973”计划课题 13 教育部重要科研项目 9

国家“863”计划 17 上海市科委重大、重点项目 99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8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 34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6 上海市经信委项目 8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5 上海市教委项目 35

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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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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人

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9 人

青年拔尖人才 1 人

青年长江学者 2 人

国家青年千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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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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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红孺
工程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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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隼 
车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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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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学年交流（工业工程）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USA Global Capstone 国际毕设、本科生学期交流项目

Politecnico di Milano, Italy 双硕士、硕博连读、双博士联合培养项目和学期交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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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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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ushu University, Japan 双硕士联合培养项目、博士生交换项目

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way 双硕士联合培养项目、学期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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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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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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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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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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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 双硕士联合培养项目、博士生交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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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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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tgers University, USA  2+2 双本科联合培养

Paris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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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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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P School, France 境外攻硕项目、双硕士联合培养项目

Warwick University, UK 4+1 硕士生联合培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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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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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anfield University, UK 双硕士联合培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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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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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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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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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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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雷奥 - 上海交通大学汽车技术联合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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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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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通大学 - 上海豪骋科技新能源汽车技术联合研发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 - 浦江特种气体氢能研究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 - 节卡机器人智能装备联合研发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 - 海威斯特低温制冷及液化研发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 - 兴盛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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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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复合型机械工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上海市 特等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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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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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构建能源动力类基础课程国际化教学体系与特色化教学平台 上海市 一等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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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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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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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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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构建研究生实践课程体系，培养创新创业复合型人才 上海市 二等奖

15 可再生能源新生研讨课的创新与实践 上海市 二等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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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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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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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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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与制造 I 上海市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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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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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传热学 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

12 工程流体力学 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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