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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及校

企联合培养项目介绍 

目前，在学院层面上，主要通过实践课程与校企联合培养实践基地为学生提

供实践能力成长机会。 

全日制专业学位生 6 个学分的社会实践课程（ME26006---《复杂机电系统的

设计与实践》、EP26005---《复杂动力系统设计与实践》）构成如下： 

1、校内实践平台统一授课，4个学分。以教练的方式协调、帮助学生完成课

程项目，对课程项目涉及的技术难题进行指导。在校内实践平台授课，时间安排

在夏季学期（小学期中）进行，为期一个月左右。考核合格后，方可获得 4个学

分。校内实践平台的授课从 4月开始，到 7 月底结束，为期 3个多月。授课分为

项目布置、组队立项、方案评审，项目实践、技术评审、预答辩、正式答辩、演

示展示等几个阶段。 

2、参加企业实践基地讲座，2个学分。学院邀请企业资深工程师导师到学校

来开设系列讲座，使学生能掌握在某一技术领域的技术与应用现状，拓展视野。 

大部分学生参加校内课程学习，通过以上过程获得学分。少部分学生参加校

外实践基地的企业实习完成 6个学分的课程学习。 

目前，入学时入选上海大众、上海电气电站集团、GE中国研发中心、商飞等

校企联合培养实践基地的同学需在企业完成该课程，学生需参与企业不定期的内

部培训与讲座，并在第一年的夏季学期完成企业实习，实习期限根据情况时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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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并最终由企业根据学生表现评定课程成绩。在实习期间，根据相关规定，学

生享有一定的租房补贴与实习津贴。 

此外，入选校企联合培养实践基地的同学可能还需要参与企业课题完成毕业

论文并参加校企联合毕业答辩。 

 

以下介绍不同产学研基地项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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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交大-上海大众联合培养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与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共同建立了“上

海交大-上海大众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为了充分利用学校和公司的资源，

相关的联合培养实施计划如下： 

本联合培养项目的指导思想是：一方面培养出合格的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

另一方面分层次地为企业培养预备工程师人才。 

培养步骤 培养方式 

一年级研究生

（含三年级本科

生） 

理念导入阶段，以认识、了解上海大众为主，方式为参加由

甲方举办的专门的讲座、专业课程、参观企业、参加企业实

习、以及其他合适的形式。 

二年级研究生

（含四年级本科

生） 

近距离观察阶段，通过上海大众专业部门提供的研究项目

（毕业设计、课题研究），更进一步熟悉上海大众，同时，

企业详细观察学生，在用人与否的判断上有所准备。 

 

1.人群： 上海交通大学机动学院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2.学制： 2.5 年 

3.时间段：  

第 1 年度 9月 ～ 第 1年度 10月   报名、遴选阶段 

第 1 年度 11月 ～ 第 2年度 6月   联合培养第一阶段 

   第 2年度 7 月 ～ 第 2年度 8 月   联合培养第二阶段 

   第 2年度 9月 ～ 第 3年度 12 月   联合培养第三阶段 

   第 4年度 1月 ～ 第 4年度 3 月   联合培养第四阶段 

报名、遴选阶段 

专业学位研究生同学入学后，根据学院通知可报名参与本实践基地的联合培

养项目。学校和企业会组织进行面试和遴选，根据遴选结果，选择 5-10 名同学

进入实践基地进行培养。 

联合培养第一阶段 

1.校内 根据指导老师建议培养计划进行相关校内课程的学习 

2.企业导师 人员培训部门 1 人 

3.实践目标 接触企业，明晰对上海大众的印象，补充汽车理论知识 

4.具体内容 10 月，参观上海大众生产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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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次年 6月，参加 SVW Uni 课程、参加企业文化讲座、参

加研发、生产、制造类讲座，计 2次或以上； 

5.地点 上海大众厂区内（学生自己解决交通） 

6.其他 考核合格后获得实践课 2个学分 

 

联合培养第二阶段 

1.校内 在指导老师帮助下梳理未来研究方向 

2.企业导师 人员培训部门 1 人，研发、制造、人事等部门参与协助 

3.实践目标 更进一步对专业部门的工作有具体的了解，提炼出适合的课题 

4.具体内容 申请、测评、面试； 

暑期实习、实习汇报、打分评价。 

5.地点 上海大众厂区内（搭乘企业的班车从莘庄到安亭往返，学校到

莘庄之间空白段由学生自己解决交通） 

6.其他 考核合格获得实践课 4个学分 

 

联合培养第三阶段 

1.校内 完成企业课题匹配，明确学校导师。未能完成企业课题匹配的

同学，由学校导师安排课题，不进入第三阶段培养。 

2.企业导师 明确专业部门的企业导师 

3.实践目标 采用双导师制，联合指导学生开展课题/项目研究，使学生未来

能完成毕业论文 

4.具体内容 学生 60%以上的时间在企业实习； 

企业导师依照企业的要求，负责提供课题、实习场地、工具器

材、原料等，对方法、规范、安全、手册等进行指导； 

学校导师依照学校的要求，负责控制实习进度、论文质量； 

双方导师经常开展交流，互通情况，确保顺利完成联合培养项

目； 

企业明确对学生的录用意向。 

5.地点 上海大众厂区内（学生自行选择出行方式、住宿地点等，根据

实际情况每月向学生发放补贴） 

 

联合培养第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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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内 毕业论文准备与论文答辩 

2.企业导师 专业部门的企业导师 

3.实践目标 完成学业，企业优先录用 

4.具体内容 学生结束实习； 

优先录用、办理入职的相关手续； 

计发各种补贴 

5.地点 学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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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交大-上海电气电站集团联合培养 

 为了培养和锻炼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能力，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

力工程学院（以下简称学校）与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业）共

同建立了“上海交大-上海电气电站集团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双方根据已

签署了“上海交大-上海电气电站集团预备工程师联合培养计划管理办法【上海

电气电站集团教育援助金实施方案】”进行实施，同时该实践基地已经由上海汽

轮机厂有限公司获得上海市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的立项。为了规范

该实践基地的具体运行，充分利用学校和公司的资源，特制定相关的联合培养实

施协议。 

本联合培养项目的指导思想是：一方面培养出合格适应于上海电气电站集团

企业文化和需求的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另一方面分层次地为企业培养预备工程

师人才。 

培养步骤 培养方式 

一年级研究生（含

三年级本科生） 

理念导入阶段，以认识、了解上海电气电站集团企业为主，

方式为参加由企业举办的专门的讲座、专业课程、参观企

业、参加企业实习、以及其他合适的形式。 

二年级研究生（含

四年级本科生） 

近距离观察阶段，通过企业专业技术部门提供的研究项目

（毕业设计、课题研究），更进一步熟悉上海电气电站集

团专业应用方向；同时，企业详细观察学生，在用人与否

的判断上有所准备。 

1.培养对象： 上海交通大学机动学院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2.学制： 2.5 年 

3.时间段：  

第 1 年度 9月 ～ 第 1年度 10月   报名、遴选阶段 

第 1 年度 11月 ～ 第 2年度 6月   联合培养第一阶段 

   第 2年度 7 月 ～ 第 2年度 8 月   联合培养第二阶段 

   第 2年度 9月 ～ 第 3年度 12 月   联合培养第三阶段 

   第 4年度 1月 ～ 第 4年度 3 月   联合培养第四阶段 

报名、遴选阶段 

专业学位研究生同学入学后，根据学院通知可报名参与本实践基地的联合培

养项目。在两个月内，学校和企业会组织进行面试和遴选，根据遴选结果，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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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名以内的同学进入实践基地进行培养。 

联合培养第一阶段 

1.校内 根据指导老师建议培养计划进行相关校内课程的学习 

2.企业导师 人员培训部门 1 人 

3.实践目标 
接触企业，明晰对上海电气电站集团的印象，补充机械、能源

动力装置理论知识 

4.具体内容 

11～12月，参观上海电气电站集团各分厂及产品生产线； 

11 月～次年 6月，参加企业俱乐部交流、参加企业文化讲座、

参加研发、生产、制造类讲座，计 2次或以上； 

5.地点 上海电气电站集团各厂区内（学生自己解决交通） 

6.其他 考核合格后获得实践课 2个学分 

联合培养第二阶段 

1.校内 参加电站集团机动学院联合授课 

2.企业导师 企业技术专家 

3.实践目标 对企业产品专业技术有进一步的了解并展望技术前景 

4.具体内容 
申请、听课、考试； 

（暑期实习、实习汇报、打分评价） 

5.地点 交大机动学院（实习地点在上海电气电站集团本部） 

6.其他 考核合格获得实践课 4个学分 

联合培养第三阶段 

1.校内 
完成企业课题匹配，与学校导师交流开题。未能完成企业课题

匹配的同学，由学校导师安排课题，不进入第三阶段培养。 

2.企业导师 明确专业部门的企业导师 

3.实践目标 
采用双导师制，联合指导学生开展课题/项目研究，使学生未来

能完成毕业论文 

4.具体内容 

学生 50%以上的时间在企业实习； 

企业导师依照企业的要求，负责提供课题、实习场地、工具器

材、原料等，对方法、规范、安全、手册等进行指导； 

学校导师依照学校的要求，负责控制实习进度、论文质量； 

双方导师经常开展交流，互通情况，确保顺利完成联合培养项

目； 

企业明确对学生的录用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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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点 
上海电气电站集团厂区内（学生自行选择出行方式、住宿地点

等，根据实际情况每月向学生发放补贴） 

 

联合培养第四阶段 

1.校内 毕业论文准备与论文答辩 

2.企业导师 专业部门的企业导师 

3.实践目标 完成学业，企业优先录用 

4.具体内容 

学生结束实习； 

优先录用、办理入职的相关手续； 

计发各种补贴 

5.地点 学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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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柴油机高增压技术国防科技实验室项目简介 

1、重点实验室介绍 

柴油机增压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依托于兵器工业集团第 70研究所，于 2004

年初验收并正式挂牌运行，是国内唯一的专门进行增压技术方面研究的国家级重

点实验室。柴油机增压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主要任务是：根据国内增压技术需

求，围绕增压技术的发展趋势，开展探索性、创新性和重大关键技术的应用基础

研究，特种车辆增压器产品开发，增压技术工程咨询、服务，增压技术专业人才

的培养。 

重点实验室由学术委员会和实验室研究人员构成。学术委员会由来自车辆、

船舶和航空相关单位的 15 名专家组成，中国工程热物理协会理事长、中科院执

委会委员徐建中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现有研究人员 39 人。重点实验室现有设

备仪器软件 108 台（套），其中大型设备仪器 16 台（套）。主要有：增压器性能

及可靠性全自动试验台、双增压器循环耐久试验台、增压器配机试验台、小增压

器性能及可靠性试验台、转子振动测量分析系统、低周疲劳试验机、激光多谱勒

三维流场测量分析系统、涡轮叶片动态应力测量系统、三坐标测量系统、激光扫

描测量系统、五轴数控加工中心等试验、加工设备及大量国际先进的设计、分析

软件。 

2、合作基础 

上海交通大学与柴油机高增压技术国防重点实验室具有长期的、深入的合作

关系，先后共同承研了国防 973、国防 DEDP、国防基础科研、总装预先研究、重

点实验室基金等一大批国防项目，上海交通大学与该实验室完成的相继增压项目

于 2012 年获得兵器工业集团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交通大学与柴油机高增压技

术国防重点实验室在国防柴油机增压技术研究方面保持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并在

2014 年签订了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协议，目前有多名硕士研究生为联合培养模

式。 

3、培养模式 

上海交通大学与柴油机高增压技术国防重点实验室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模式

为：基础课程在交大完成，研究课题由学校与实验室协商确定，每位研究生由学

校与实验室两名导师指导，课题试验部分工作主要在重点实验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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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汽通用五菱项目介绍 

上汽通用五菱简介 

上汽通用五菱由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用汽车(中国)公司、柳州五

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三方共同组建的大型中外合资汽车公司。员工人数 20000多。

上汽通用五菱拥有柳州、青岛两大生产制造基地，全面实施通用汽车公司的全球

制造管理体系，形成了商用车和乘用车两大系列，以及微、小型车用发动机的生

产格局。上汽通用五菱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和经国家人事部批准成立的"企业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实施 C3P(CAD/CAE/CAM/PDM)汽车开发技术系统研究项目等，

以通用汽车公司 GVDP(全球整车开发流程)和 GMS(全球制造系统)为主要方法，使

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获得了全方位提升。 

合作基础 

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汽通用五菱具有长期的、深入的合作关系，先后共同承研

了多项国家、省部级项目，并在 2010 年签订了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协议，目前

有多名硕士研究生已得到在上汽通用五菱的实践、培养和工作的机会。 

培养模式 

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汽通用五菱的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模式为：基础课程在交

大完成，研究课题由上汽通用五菱协商确定，每位研究生匹配学院内的有上汽通

用五菱项目的导师做为第一指导老师，上汽通用五菱导师为第二导师。课题的试

验部分可以在通用五菱完成也可以在学校实验室进行。 

http://baike.haosou.com/doc/5381738-5618075.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7538933-78130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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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海交大燃气轮机研究院产学研国际合作平台 

 燃气轮机/航空发动机是能源工业、海上和空中力量的核心动力装置，融合

多种高科技于一体，被誉为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我国已将燃气轮机市

场发展的思路和对策纳入“十三五”及长期发展规划中，将重型燃气轮机列为国

家优先发展的 10 项重大技术装备之一。2015 年年初上海市也将“燃气轮机/航

空发动机”列为上海市 2015年科技创新中心项目的优先工作。我校于 2013年成

立了燃气轮机研究院，与国内三大动力（东方电气、哈尔滨电气、上海电气）建

立了产学研合作联盟。2013 年 12 月与西门子公司合作成立了上海交大-西门子

燃气轮机创新中心。2015 年与中电联合重型燃气轮机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了

重型燃气轮机研发平台。 

上海交大作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大学，国内最早成立燃气轮机教

研室的高校，培养出一大批专业人才，杰出代表有王希季、翁史烈、姚福生、蔡

睿贤和闻雪友等 5 名院士。燃气轮机研究院将在攻克关键技术、建设实验设施、

培养急需人才等方面有所突破，为国家燃气轮机发展作出应有贡献。上海交通大

学燃气轮机研究院由性能及结构设计研究中心、高温材料研究中心、振动与噪声

研究中心和特种制造研究中心四部分组成。旨在加强与国内高校、大型企业的协

同创新，大力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承担国家重大任务，在国家燃气轮机的

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实验设施研制、高端人才培养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在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中涉及燃气轮机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的主要有叶轮机

械研究所、振动冲击与噪声研究所和制造技术与装备自动化研究所。目前，燃气

轮机研究院已经与中国商业飞机发动机公司、上海电气、德国西门子公司、日本

石川岛-播磨公司（IHI）、中船重工 703 研究所等建立了稳定的科研课题联合攻

关、产学研人才培养模式和国际合作人才培养渠道，并与美国普渡大学、宾夕法

尼亚州立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建立了深入

有效的学术合作研究和人才联合培养平台。与相关企业的研发团队和人力资源团

队共同建立的“科研课题+企业实践”等研究生培养方式使相关研究生获得了丰

富的工业实践机会和国际化视野，为培养能源产业高端技术人才提供了强有力的

保障条件。 

六、航空航天前瞻科学技术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航空航天前瞻科学技术中心定位于航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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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制造领域的跨学科科研创造平台，通过机械、动力、工业工程等优势学科的交

叉合作，凝聚了院内多个研究所的科研力量，致力于解决航空航天制造领域的尖

端技术难题，开发面向未来的前瞻性航空航天制造技术，促进我院航空航天制造

学科的发展和校企交流，提升我校在此领域的前沿地位和企业合作水平。 

航空航天前瞻科学技术中心由咨询委员会与研究人员构成。咨询委员会由林

忠钦院士牵头，包括全院 11 名权威学者与专家。技术中心现有研究人员 15 人，

研究方向包括航空航天飞行器结构设计、先进制造技术、结构可靠性分析、推进

系统、航空发动机高温结构设计、制造及安全评估等，涵盖了航空航天制造领域

的各个前沿发展方向。目前，航空航天前瞻科学技术中心已与航天科技集团、上

海航天技术研究院（航天八院）、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航工业沈阳飞

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航天航空重点单位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

集成并发挥多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以整体性、高水平的航天航空科学技术研究

为结合点，联合进行重大课题攻关和产学研人才培养，全面带动各相关学科的建

设和发展。 

在人才培养方面，航空航天前瞻科学技术中心将秉承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

性人才培养模式，致力于培养航空航天制造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一方面，要求

学生学习机械工程、动力工程以及工业工程等多学科理论知识，掌握坚实的理论

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与航空航天制造领域的重点骨干企业以及国内外著名高校、

科研院所的密切合作，为学生创造大量深入航空航天制造研发一线参与项目研发

的实践机会，使学生获得丰富的工业实践机会和国际化视野，进而成长为我国航

空航天制造领域未来的领军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