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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东明校长会见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安德烈•卡罗尔校长

中白学院联合管理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6 月 6 日，郭东明校长在主楼 312 室会

见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校长安德烈·卡罗尔。

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大连理工大学白俄罗斯

国立大学联合学院建设交换意见，并签署合

作办学补充协议。副校长朱泓、校长助理罗

钟铉，教务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国际教

育学院、中白学院等部门负责人陪同会见。

郭东明校长欢迎卡罗尔校长来访，表

示，中白学院受到两国政府高度重视，是在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成立的第一

个联合办学机构，是大工与白大多年紧密合

作的又一重要成果。中白学院及筹建中的白

中学院开创了新型的国际联合办学模式，充

满生机活力、发展前景广阔，相信在两校的

共同努力下，联合学院定会成为中白两国高

等教育合作办学的典范，为“一带一路”倡

议、为中白两国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卡罗尔校长表示，大工是白大的重要战

略合作伙伴，多年来已经形成了很好的合作

传统，并取得了诸多实质性合作成果。白俄

罗斯国立大学非常重视与大工合作，对联合

学院合作充满期待，希望通过此次来访进一

步扩大合作领域，推动中白学院及白中学院

更好更快发展，培养出更多具有国际化视野

的高层次复合人才。

会见后，中白学院联合管理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在主楼 512 室召开。会上，中白学院

院长季顺迎汇报了学院一年来基本建设、招

生及教学、学生工作、财务情况、存在问题

以及今后工作规划。双方就进一步拓宽中白

学院合作专业、加强课程建设、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以及白中学院筹建等内容作了深入

探讨。

来访期间，卡罗尔校长一行与我校人文

学部教师座谈，与中白学院学生见面并作报

告。

据悉，2017 年大连理工大学白俄罗斯国

立大学联合学院（简称中白学院）首次招收

本科生 79 人，包括工程力学和应用物理学

两个专业，毕业后将同时获得大连理工大学

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两方授予的相应学位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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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 10 人入选 2017 年度“长

江学者奖励计划”

近日，2017 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入选名单正式公布，大连理工大学 10 人入

选，其中特聘教授 3 人，讲座教授 2 人，青

年学者 5 人。

特聘教授包括：建设工程学部张弛教

授，受聘岗位为水文学及水资源；机械工程

学院王永青教授，受聘岗位为机械制造及其

自动化；物理学院赵纪军教授，受聘岗位为

凝聚态物理。讲座教授包括：化工与环境生

命学部 Susannah L.Scott 教授，受聘岗位

为化学工艺；管理与经济学部陈建清教授，

受聘岗位为信息管理。青年学者包括：化工

与环境生命学部于畅教授，受聘岗位为化学

工艺；机械工程学院刘巍教授，受聘岗位为

机械电子工程；能源与动力学院赵佳飞教

授，受聘岗位为工程热物理；人文与社会科

学学部王贤文教授，受聘岗位为情报学；大

连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张大煜学院邓德会研究员，受聘岗位为工

业催化。

大工学子获英特尔杯全国大学生

软件创新大赛一等奖

5 月 24 日—27 日，为期四天的第十一

届“英特尔杯”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

决赛在北京理工大学成功举办，由我校开发

区校区遴选的 WirelessLife 和 ALU 团队均

获得了一等奖，WirelessLife 团队同时获得

最具创业潜力奖，创造了我校该项比赛的最

好成绩。

Wilefile 团队由本科生王慨、王慷、楚

子豪和刘振辉组成，指导教师为软件学院林

驰副教授；ALU 团队由本科生蔡钰、沈鸿飞、

张睿珂和谢天组成，指导教师为国际信息与

软件学院樊鑫教授和贾棋副教授。

在此次比赛中，WirelessLife 团队设计

并实现了基于Wi-Fi和人工智能的智能家居

无源感知系统。该系统将无线传感器技术和

创新的深度学习算法结合，使智能家居可以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不仅可以自动感知进入

场景的成员身份，还可以将根据用户偏好自

动生成特定的用户场景模式，为家庭用户提

供安全舒适个性化的生活空间。

ALU 团队的作品“sketch.dict”,是一

款基于草图识别技术的手绘创作软件，旨在

运用创新的深度网络架构实现手绘文化的

复兴。在保障趣味性的前提下，帮助和引导

用户逐步掌握手绘技能。不同于市面上现存

的手绘类软件，Sketch.dict 致力于保持用

户专注度，逐渐激发自我表达的欲望，为个

人增添独一无二的艺术性符号。

本届大赛主题为“基于人工智能的应

用创新”，秉承“创新”原则，将大赛的特

色定位在深度学习和应用创新两个方面，竞

赛作品需要在实际应用中体现“创新”的

概念和使用基于 Intel Caffe 或 Intel®

Deep Learning SDK 开发的深度学习技术。

大赛自 2017 年 11 月开始，历时七个月。来

自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等高校一百余支队伍参加了比赛。初

赛选出 60 支队伍进入复赛，复赛选出 20 支

队伍进入决赛。进入决赛的 20 支队伍经历

了现场搭建云环境、作品展示、现场讲解、

评委提问、嘉宾媒体投票等环节。大赛设特

等奖一项、一等奖 3项、二等奖 6 项、三等

奖 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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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由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组织

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程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示范性软件学院联盟主办，北

京理工大学承办，英特尔公司提供支持。自

2008 年起，已成功举办 11 届比赛，云集国

内各高校计算机和软件领域的学子碰撞思

想，切磋技艺。该比赛旨在提升大学生创新

思维，全面推动软件行业发展，促进软件专

业技术人才培养，为国家软件产业输出有创

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端人才。

大工学子 6 项创业项目获“创青

春”省赛金奖

6 月 2 日至 3 日，“创青春”辽宁省大

学生创业大赛终审决赛于沈阳市方圆大厦

成功举办。在日前公布的决赛结果中，我校

学子参赛项目斩获 6金 19银 25铜的优异成

绩。

“创青春”辽宁省大学生创业大赛由

共青团辽宁省委员会、辽宁省教育厅、辽宁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辽宁省科学技术

厅、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辽宁省知识产权

局、辽宁省学生联合会共七家单位联合举

办，两年一届，是一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

群众性的创业赛事。竞赛自今年 3 月组织开

办以来，经过校级预赛，共有 77 所高校选

送的 2452 件作品参加省级竞赛，经过资格

审查和省级初评、复评环节，共评出 371 件

作品进入省级决赛。

本届省赛，学校团委高度重视，积极开

展作品选拔培育工作，并把增进校园双创氛

围作为工作重点，坚持标准，积极动员，扩

大培养。经过两年两届校赛遴选，结合赛事

开展项目路演、专家辅导、省赛模拟答辩等

多项活动，对参赛团队进行全方面指导，不

断提升项目质量，最终推选出 58 支项目团

队代表学校参赛，50 支团队获奖，其中轮换

式自平衡机器人—Orobot 等 6 个项目获得

金奖、上舍营造（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等 19 个项目获银奖、以果换林——公益扶

贫项目等 25 个项目获得铜奖。

大工 14 项成果喜获首届辽宁省

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奖

日前，辽宁省教育厅下发了《辽宁省教

育厅关于公布 2018 年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

教学成果奖（研究生类）获奖名单的通知》

（辽教函【2018】161 号），公布了 2018

年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研究生

类）的获奖名单。此次为辽宁省首次开展研

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奖的评比，共评选出一等

奖项目 50 项，二等奖项目 60 项，三等奖项

目 80 项。我校共获奖 14 项，包括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6 项，获奖总数及

一等奖数量均居辽宁省各高校之首。

此次获奖的 14 项成果，凝结了我校教

师多年来潜心教学、改革创新、勇于实践的

辛勤与汗水，也反映了我校近年来在研究生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显著

成就。这些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对我校的研

究生教学改革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对于提

升研究生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产生积极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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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ens 亚洲区高级副总裁杜帕先生一行来访我校

6 月 5 日上午，党委常委、副校长毕明树在主楼 312 会议室会见了来访我校的 Axens 亚

洲区高级副总裁杜帕先生一行。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毕明树副校长向杜帕副总裁一行简要介绍了学校的总体情况，并表示希望双方加强联

系，在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等相关领域拓展合作。杜帕副总裁介绍了 Axens 公司的相关情况，

表示希望通过此次访问与我校进一步加深了解，同时期待与我校相关学科开展务实合作，全

方位推进合作交流。

会见结束后，杜帕副总裁面向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的师生做了题为“Axens

International Process Licensor for Oil & Gas Industry – Key technologies”的学

术报告，详细介绍了 Axens 公司的目前情况和公司的关键性技术，并与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

了交流。

相关介绍：

Axens 是 IFP（法国石油研究院）Energies nouvelles 集团旗下一家子公司，是一家为

炼油、石化、天然气和替代燃料行业提供先进的工艺技术、催化剂、吸附剂以及服务的世界

级供应商。Axens 旗下授权已建装置已超过 2900 个，每年出售超过 60000 吨催化剂，全球

工业园区已达 9个，技术实力强劲。公司不仅涵盖了从可行分析到投料试车，再到技术追踪

整条产业链，还为企业提供全套解决方案，包括技术、设备、加热炉、吸附剂、催化剂及其

他相关服务，业务涵盖面十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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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科创大赛】复赛晋级项目新鲜出炉，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

“星耀计划——首届大连理工大学校友科技创业大赛”复赛阶段的比赛于 6 月 7 日正式

启动。经过前期各大区分赛的激烈争夺，最终共有 43 个优秀项目团队脱颖而出，成功晋级

复赛。

人工智能/大数据类（10 个）：L4 级自动驾驶整体解决方案；智慧停车；宅人私厨；

出口成章 APP；报表机器人；机器人体验餐厅；基于麦克风阵列的远场人机语音交互解决方

案；大数据产业人才培养；shannon barry 智能球形飞行机器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资源分

享平台。

互联网类（4 个）MicroNovelty：万数新零售系统；斑马协作；“购食汇”生鲜新零售。

智能制造类（4 个）：轮球式自平衡机器人项目；机器触觉产品“恒力柔顺法兰”；等

离子体微生物诱变育种器；Simright 云端 CAE 设计平台。

物联网类（4个）：物联网时代的静脉识别技术及项目计划；新材料模块化组合托盘；

教育微环境智能管控；云超级工厂。

节能环保类（4 个）：柔性电池与可穿戴智能设备；环保废固分离铜锡及制备复杂合金

的多功能电磁分离搅拌真空熔炼炉；苯酐高选择性加氢制苯酞技术；纳米泡功能材料在半导

体芯片封装清洗等多领域创新应用

AR/VR 类（2 个）：格如灵未来课堂；microLED 芯片。

区块链类（2 个）：智能定量容器--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高血压等慢性疾病预防和监控系

统 CDPC；德叔叔爱心送。

生物医疗类（2 个）：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网络诊断及精准治疗系统；1.1 类创

新药的研发。

军工/航天类（1 个）：智能模块化测控系统在军民融合领域应用。

其他类（10 个）：黑果花楸项目；生产各种输送液态石油、化工介质的诺华（NOVAFLEX）

牌复合软管；检车无忧；高纯晶硅溅射靶材制备技术开发与应用；大工科教-搭建科技与教

育紧密联系的桥梁；海洋新材料海藻纤维应用推广；Ablock 智能可编程教育机器人；星星

停车；纳米金属粉体；爱心超市为载体的生鲜农产品合作社项目。

本次大赛自启动以来，得到了各个区域联盟的大力支持，大赛线上报名工作于 5 月 31

日结束。在各分赛区预赛阶段，创业校友进行了路演演示。参赛团队的选手们从企业发展、

商业模式、团队建设、融资情况等多个维度进行了介绍；由企业家校友、科学家校友、投资

界校友、政府领导及校友会代表等组成的评委导师对创业校友给予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和指

点。

复赛采取评委线上评判的方式，最终选取 20 个项目进入总决赛。“星耀计划——首届

大连理工大学校友科技创业大赛”总决赛及颁奖典礼于 2018 年 6 月 17 日（返校日）在大连

理工大学进行。同日，首届校友资本论坛也盛大启幕。

总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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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赛区赛事概况一览

北京赛区 大连赛区

日本赛区 山东赛区

沈阳赛区 西北赛区

西南赛区 长三角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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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校友

【大连校友会】“凝聚大工元素，众

智共谋未来”大连赛区赛事顺利进行

初夏的的棠梨湖景区绿树成荫，微风习

习。这里有山，有水，同样也孕育着创业者

的梦想和希望。5 月 29 日－5 月 30 日，“星

耀计划－首届大连理工大学校友科创大赛”

大连赛区分赛在大工校友会大连双创基地

顺利进行。

在为期一天半的比赛中，18 个参赛团队

依次进行了精彩而激烈的项目路演，选手们

从发展态势、商业模式、团队建设、融资情

况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地介绍了各自的项目。

本次赛事参赛项目涉及到人工智能、生物医

疗、节能环保、智能制造、互联网、VR、娱

乐、化工等多个行业及领域。会前，长三角

地区校友会代表先后参观高邮城南新区星

浪光学、通邮电商园、大连理工大学高邮研

究院及其产业化基地。

【大连青友会】峰岚咨询大讲堂第 96

期——蓝天救援

自救与互救常识，在灾难面前，如何用

勇气与专业来拯救生命。

在生活中，火灾、溺水、运动创伤、原

发疾病等等这些突发的灾难，是我们每个人

都不愿意遇到的。

可鲜少有人知道，当灾难真正降临时，

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自救自保？如何

正确的脱离困境，分秒必争，绝处逢生？如

何预防，能让灾难发生的概率变的最小？

为此我们邀请到了大连蓝天救援队的

资深教官，给我们带来一场有关生命的讲

座，让大家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沉着冷

静，完成最基本的自救与救人，与自己珍视

的人一起，更好的生活下去……

全国有 427 支分队，3万余名经过

专业培训和认证的志愿者队员随时待

命应对各种灾害。

【大连校友会】金融漫谈，畅论资管

关于“蓝天救援”：

蓝天救援队是中国独立的志愿专业救

援机构，成立于 2007 年，在全国 31 个省

市自治设有授权救援队，全国有 427 支分

队，3 万余名经过专业培训和认证的志愿者

队员随时待命应对各种灾害。

【校园嘉年华】校友回家欢聚最“嘉”

年华

炫彩芳华，青春盛放。5 月 26 日，我

校如期举办了第十届校园嘉年华活动，百

余位校友在这一天重返校园，追忆芳华，

与在校师生一同绽放青春、分享喜悦。

今年嘉年华，校友会以“为返校校友

提供帮助和服务”为出发点，成为校友欢

度嘉年华的第一站。前来报名、签到的校

友均可获赠《校友通讯》杂志一本，以及

大连理工大学校友会的定制签字笔一支。

朋友圈集满 69 个赞还能领取限量的定制 U

盘一个。翻阅杂志时的感慨、朋友圈集赞

时的期待，都是校友们享受嘉年华最生动

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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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校友会】金融漫谈，畅论资管

——“资管新规解读”沙龙活动成功

举办

为建立金融界校友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增进大工金融业校友之间的联络与交流，推

动大连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服务。2018 年

5月 27 日上午，校友们相聚在大工大连校友

之家，共同参加由校友会主办、金融分会承

办的“资管新规解读”沙龙活动。

参加此次沙龙活动的主要人员有：中共

大连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董长海校

友，辽宁省政府参事王瑞校友，大连理工大

学校友会副秘书长张忠伟校友，人民银行大

连中心支行副行长符林校友，大连金融发展

局局长张兵校友，国泰君安证券辽宁分公司

总经理栾金昶校友，大连证监局机构处处长

谭振宁校友，大连银行市场部总经理张海澄

校友，大连理工大学管经学部教授安辉校

友，国泰君安证券大连地区负责人白茜校友

等十余位金融业精英。

此次活动由白茜校友主持

首先，由董长海校友代表大连校友会致

词。董长海学长对校友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

欢迎，并向大家介绍了校友会工作情况。董

长海学长激动的说“今天，在连金融界精英

校友相聚在校友之家举办以资管新规解读

为主题的沙龙活动，相信通过校友们的相互

交流与学习，一定会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

谊，一定会加深大家对资管新规的认识和理

解。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的改

革和创新，更好地实施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提供有加政策指导和实践借鉴，校友会要多

为校友们搭建各种交流合作的平台。”

席间，校友们纷纷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

工作情况，并就“资管新规”这一主题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充分交流，

现场氛围十分活跃。

随后，由外请嘉宾国泰君安证券固定收

益部毛毳老师针对“资管新规”做了一个全

面的解读。毛老师指出，《资管新规》的出

台，是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

通过一行两会的密集监管文件出台，形成了

一系列的监管网络体系，进而防范我国金融

行业潜在的系统风险，配合习主席提出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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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供给侧改革的大需求，引导社会资金流向

实体经济，更好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毛老师的讲解让现场响起了阵阵热烈

的掌声。

活动不知不觉就接近了尾声，白茜校友

说“今天的交流学习让我收获了很多，也为

我未来在金融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希望

校友会能为校友们多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

此次“资管新规解读”沙龙活动在一片

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

【鞍山校友会】鞍山校友会举行 2018

校友企业行活动

6 月 3 日，鞍山校友会在陈鉴校友企业

辽宁金钢重型锻造有限公司举行 2018 校友

企业行活动。

惠良秘书长传达学校校友会第二次理

事会会议精神，并传阅了校友会两个文件。

一是做好迎接母校校庆 70 周年筹备工作，

二是传达校友会成立双创联盟事宜。

与会校友集中研究讨论下半年鞍山校

友会工作计划，确定下半年工作思路为引项

目、聚人才、搭平台、出成果，并拟成立校

庆宣传组、组织组，做好 70 周年校庆筹备

工作。引项目：就是要加大域内校友原创项

目，特别是中省直企业及鞍钢项目的招商引

资力度。要加强和母校各学部、学院、研究

室的项目对接，和各地校友会的联系。聚人

才：就是要吸引鞍山籍大工毕业生及校友回

流鞍山，帮助鞍山企业做项目。搭平台：建

立鞍山大工双创交流平台，为鞍山双创项目

做好服务，建立青友会群、MBA 群、资本运

营群。出成果：交流分享选项目，真抓实干

结硕果。

董事长陈鉴校友带领校友们参观辽宁

金钢重型锻造有限公司，与诸位校友分享创

业与吸引人才的体会。陈鉴校友 1993 年成

立的生产钢质锻件的非家族管理的民营企

业，是集锻造、机加工、热处理、检测技术

为一体的拥有三项发明专利技术的科技型

企业,具备配套的机加工和热处理日产 30 吨

生产能力的省内业内著名企业。主要产品是

高端模具钢块、轴类、齿轮等自由锻件和钛、

铝合金等有色金属锻件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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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流不息

2018 年 5 月 22 日，大连金普新区慈善总会捐赠 120,000.00 元。

2018 年 5 月 23 日，中国船级社捐赠 150,000.00 元。

2018 年 5 月 25 日，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抗震研究所校友捐赠 108,207.30 元。

2018 年 5 月 29 日，杨德明捐赠 1,000.00 元。

2018 年 5 月 29 日，王亮捐赠 1,000.00 元。

2018 年 5 月 31 日，王景玉捐赠 1,000.00 元。

2018 年 6 月 1 日，大连理工大学学生电视台捐赠 3,767.97 元。

2018 年 6 月 1 日，优易秀科技（大连）有限公司捐赠 10,000.00 元。

2018 年 6 月 7 日，美国船级社（中国）有限公司捐赠 44,000.00 元。

2018 年 6 月 8 日，昭和电工株式会社捐赠 4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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