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第 14 期
总第 100 期

封面内容：
封面内容：
4150+校友师生线下线上同助跑为
母校庆生我为大工助跑
大连理工大学宁波研究院揭牌

90
主办：大连理工大学校友会
教育发展基金会

【母校要闻】·················01
封面内容：
大连理工大学宁波研究院揭牌

主办：大连理工大学校友会
教育发展基金会

【校内动态】·················06

顾 问：毕明树
主 编：杨克旭
副主编：邬霞
编 委：朱志伟 吴笛 张璐
文 编：赖静睿
编 辑：《校友通讯》编辑部
联系方式：
电话：0411-84708328
邮箱：alumni@dlut.edu.cn
校友会网址：
http://alumni.dlut.edu.cn
基金会网址：
http://edf.dlut.edu.cn

【校友工作动态】·············10
【捐流不息】·················13

微信二维码

大连理工大学宁波研究院揭牌
服务地方经济产业发展 推进重大科研成果在甬转化
9月
大连市首个军地融合产
12
月18
8 日上午，
大连理工大学宁波研究
业技术创新联盟——大连高新区军地融合
院正式揭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党组成员、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我校校长郭东明，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申长
大连市委常委、副市长卢林，中国运载火箭
雨，浙江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我
技术研究院院长郝照平，大连海事大学党委
校党委书记王寒松，校长郭东明出席揭牌仪
书记郑少南、大连市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原
式。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宋永臣，党委常
驰等出席会议并致辞。大连军分区副司令员
委、副校长姚山，中国工程院院士蹇锡高，
赵令军，大连市及高新区相关委办局、部分
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孝军，我校校友、加拿大
行业协会、联盟成员单位代表参加成立大会。
工程院院士孙钰以及宁波市相关领导共同见

宁波高度重视产业转型和科技创新。大连
理工大学与宁波开展战略合作，是找对了
地方、选对了人，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
作，共同把大连理工大学宁波研究院打造
成服务宁波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科研平
。
台。并表示，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力支持双
方的产学研合作，为宁波营造更好的创新
环境和营商环境提供保障。

证揭牌仪式。大工校友和在甬企业家 400 余
人出席大会。会议由党委常委、副校长毕明
树主持。

会上，卢林副市长和郝照平院长共同为
联盟揭牌，郭东明校长为联盟聘请的专家颁
发了聘书；郑少南书记为联盟聘请的顾问颁
发聘书；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王
大连理工大学校长郭东明院士和浙江
国庆和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原驰为联盟成
省委副书记、
宁波市委书记郑栅洁共同为大
员单位代表授牌；联盟与山东军地集《协
连理工大学宁波研究院揭牌。
郑栅洁说，大连理工大学是世界一流大
学（A 类）建设高校，优势学科、发展方向
与宁波主导产业、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两者
合作是名城与名校的强强联合，是产业与科
技的互补融合，一定能够取得预期的合作成
果。同时希望我校的专家学者和校友各抒己
见、畅所欲言，多出金点子，多提好意见，
为宁波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申长雨说，作为中国著名的院士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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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寒松在致辞中指出，大连理工大学
在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技术、精细化工、
人工智能研究等多个学科领域与宁波的
产业发展的契合度高，双方已经在多个领
域开展合作，成效显著。学校一直以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地方经济发展为使
命，发挥人才和技术优势，相信以宁波研
究院成立为契机，必将在稳步推进与宁波
的跨地域强强合作中，汇聚全球高层次人
才，进而共同建设好重大科研平台，在推
进重大成果转化上取得新的突破，与宁波
一起实现高质量发展。
今年 6 月，我校与宁波市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共同推进包括建设大连理工大学
宁波研究院在内的五大领域合作。该研究
院位于宁波市江北区，已经完成选址工
作，并将于明年下半年正式投入运行，成
为甬江科创大走廊的重要科研平台。

揭牌仪式后，中国工程院院士蹇锡高教
授和我校校友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孙钰教授
4 月 11 日至
4 月 15 日，第 46 届日内
分别作了题为
《新型杂环高性能工程塑料及
瓦国际发明展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我校遴选
其加工应用研发进展》和《微纳机器人技术
三项优秀发明专利参展，
获得评委及观众的
及其产业化应用》的学术报告。
一致好评。其中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仲
崇权教授团队的专利项目“分布式可编程智
学术报告后，举行了宁波高质量发展主
能控制系统”获展会金奖，化工与环境生命
题访谈。
学部邱介山教授团队的专利项目“高品质煤
基可纺中间相沥青合成新技术”和机械工程
学院褚金奎教授团队的专利项目“仿生偏振
光导航传感器” 获展会银奖。

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姚山，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吴庆，
机械工程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王永青，浙江
中科领航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星，日
本 THS 株式会社社长许炎，浙江开天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慧明，宁波惠之星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董红星做
客访谈。嘉宾就大工学科设置和宁波这座城
市的产业结构有着怎么样的契合关系，宁波

创业发展的感受，校友会在大工校友的企
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企
日 内 瓦 国 际 发 明 展 （ International
业与母校之间应该如何更好发挥作用以
Exhibition
of Inventions of Geneva）创办于上
及如何发挥创新的新引擎功能展开研讨，
世纪的
1973 年，每年举办一届，截止 2018
场面热烈。
年已成功举办了 46 届。此大型国际展览由
瑞士联邦政府，日内瓦州政府，日内瓦市政
8 日下午，宁波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以
府，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举办的，也是全
“新材料技术产业发展”“高端装备制造
球举办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发明展之一。
技术产业发展”“人才与教育创新发展”
此次展会吸引了来自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为主题举行三个圆桌对话会，
校地“牵手”
1000
余个项目前来参展。我校已连续四届
共谋转型新突破。与会专家学者、广大校
参展日内瓦发明展，共获得金奖
6 项，有力
友和在甬双创企业家围绕装备制造、
新材
地提升了我校知识产权成果的国际影响力。
料、光学 IT、医学诊疗、化工、航空航天
等领域的最新科创成果、科研前沿充分研
讨。宁波市相关负责人表示，高层次的人
才竞争，终究是人才发展环境、创新创业
创优生态的竞争，宁波市政府将继续围绕
人才创业、创新、就业、生活和家庭需求，
全力以赴搞好各项服务，真正让人才能够
选择宁波、扎根宁波，在助推大工发展的
同时，助力宁波高质量发展。
本次研讨会是深入贯彻中央关于高
质量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推动
高质量发展中的支撑作用的重要举措。据
悉，宁波高质量发展研讨会还将开展在甬
优秀企业走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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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校友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扩大）第四次会议
凝聚校友情谊 汇聚校友力量 共迎母校七十华诞
12 月 8 日下午，大连理工大学校友会
第一届常务理事会（扩大）第四次会议在
宁波召开。校党委书记王寒松、校长郭东
明参加大会并致辞，在与会嘉宾和校友代
表的共同见证下，大连理工大学“冰山慧谷”
杯第二届校友科技创业大赛正式启幕，全
球校友共迎母校七十华诞系列活动拉开帷
幕。党委常委、副校长宋永臣，党委常委、
副校长毕明树，党委常委、副校长姚山，
中国工程院院士蹇锡高，中国科学院院士
彭孝军，加拿大工程院院士、校友孙钰以
及全球各地校友会负责人参加大会。大会
由校友工作处处长杨克旭主持。

王寒松在致辞中代表学校欢迎各位
校友代表的到来，并向参加会议筹备的浙
东校友会表示感谢，向各位校友代表多年
来对学校事业发展给予的关心和大力支
持表示感谢！王寒松深情回顾了校友会成
立以来开展的工作，指出，校友是学校事
业发展的重要财富，校友会是凝聚校友情
谊的重要载体，学校 70 年的发展凝结着
广大校友的付出。王寒松追忆了大工人将
一生交给党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的红色基
因，表示，学校将坚持立德树人，进一步
强化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学科高峰建设，
提升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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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寒松向广大校友代表传达了党和
国家对大工的关怀，表示，学校将在东
北深入振兴的大背景下，着眼机制体制
改革等关键问题，牢记责任使命，不断
提高办学质量。王寒松希望广大校友将
大工当做自己家，带着一生与大工紧紧
相连的印记，继续关心和支持母校发展，
并欢迎广大校友在 70 年校庆之时再回母
校相聚。

郭东明在致辞中肯定了各地校友
会以“双创”联盟为抓手，以全球校友
“9+1”个大区联盟轮值的方式盘活学
校资源、校友资源、政府资源探索出的
“政产学研用”的协同创新模式，对广
大校友在创新创业大潮中取得的成绩
表示祝贺。郭东明向与会校友介绍了学
校近年来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队伍
建设、科研成果产出等各方面取得的成
绩，表示，学校将在部、省、市共建的
有利形势下，秉承精英人才培养理念，
强化人才强校战略，进一步加强新工科
建设。郭东明重点介绍了学校国际化办
学思路和举措，并向全球校友发出倡
议，希望广大校友为母校引荐人才，发
挥校友在一流大学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共同提升大工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美
誉度。

郭东明希望全球各地校友积极参加校
友科创大赛，为母校发展建言献策，帮助母
校与社会各方建立良好关系，为母校发展贡
献力量。同时鼓励各地校友会因地制宜，策
划举行校庆 70 周年庆祝活动，以全球校友
共庆喜迎大工 70 华诞。

了大工的科技发展现状，表示，大工科研实
力雄厚、学科优势突出，与宁波一直有着良
好的合作关系，今年 6 月 19 日，大连理工
大学与宁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计划建设
大连理工大学宁波研究院，学校将通过多方
优秀人才，助力区域创新发展和人才培养。

杨克旭在会上解读了学校 70 周年校庆
总体方案，并就校友会的相关工作计划做了
说明。广大校友代表感谢母校的培养，纷纷
表示将在自己的岗位上传承大工的优良传
统，不辱使命，在国家新时代建设的伟大征
程中再立新功。

姜少飞代表宁波市江北区致辞，姜少飞
介绍了宁波市发展的总体思路和相关政策，
感谢大工为宁波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发展
提供的强有力支持。

大工全球校友科创成果发
布会在宁波举行
12 月 7 日下午，由宁波市人民政府和
大连理工大学共同主办以“与时代同步，与
创新同行”为主题的宁波高质量发展研讨会
在甬远洲大酒店正式启幕。首日活动举行了
大连理工大学全球校友科创成果发布会。大
连理工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毕明树，党委
常委、副校长姚山，宁波市江北区委常委、
宣传部长刘臻，宁波市江北区区委常委、副
区长姜少飞，专家学者、全球工商界、科技
界、创新创业校友代表，宁波江北区企业负
责人等 400 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发布会上，
大工校友多项科创成果吸引了在场企业家
们的目光，现场反响热烈，多个项目达成初
步合作意向。
发布会上，毕明树代表学校致辞，介绍

毕明树和姜少飞共同为《大连理工大学
科创成果汇编》揭幕。汇编包含了大工全球
校友在军民融合、工程科技、医疗科技、智
慧城市等领域的 200 余项科技创新创业项
目。毕明树将凝结着大工人智慧的汇编现场
赠送给姜少飞。宁波市江北区委常委、宣传
部长刘臻和大连理工大学校友工作处处长
杨克旭分别为与会的专家代表和校友代表
颁发纪念牌。
江北区委人才办常务副主任王时栋和
江北区经信局局长施晓亮分别就人才、项目
的引进政策及产业发展政策进行宣讲。
在科创成果发布阶段，大连理工大学教
授及校友姚山、梁长海、贾凌云、张兴国、
陈飙松、高航、宋恩以、朱晓峰等分别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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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面高效激光 3D 打印支撑的数字化成型技
术、选择加氢合成精细化学品技术及催化剂、
纳米抗体及其生物医学应用、铝合金电磁铸
造、工程与科学计算集成软件平台 SiPESC、复
杂曲面零件的精密抛光工艺及其装备技术等
近 20 余项科创成果展开宣讲。前来参加发布
会的企业代表对现场发布的智能制造、新能
源、新材料等领域创新性技术与成果表示了浓
厚的兴趣，分别与意向项目的负责人做了面对
面交流和深入的对接。

近年来，宁波江北区聚焦“都市工业、
现代服务业、电商创新经济和都市休闲旅游
业”等四大核心功能，始终把“招商引资”“招
才引智”作为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一号工
程”，大力发展高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着力提升城
市经济的发展能级。目前，辖区内有宁波（江
北）光电新材料高新技术园区、前洋经济开
发区两大省级产业园区；江北膜幻动力小
镇、前洋 E 商小镇两个省级特色小镇和宁波
电商经济创新园区市级功能平台。2017 年，
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41.4 亿元，同比增
长 9.7%，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 111.3 亿元，
同比增长 11.7%，排名均位居全市第一，江
北区已经成为各路英才创业创新的沃土与
高地。
据悉，12 月 8 日、9 日，宁波高质量发
展研讨会将继续进行。特邀嘉宾主题演讲、
在甬优秀企业走访等等活动也将陆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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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荣誉
电信学部赵楠副教授荣获国际
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通信学
会亚太杰出青年学者奖
12 月 9-13 日，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
学 会 通 信 学 会 (IEEE Communications
Society) 旗 舰 会 议 全 球 通 信 大 会 (IEEE
GLOBECOM 2018) 在 阿 联 酋 阿 布 扎 比 召
开。期间，大连理工大学电信学部赵楠副
教授获得第十三届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
学会通信学会亚太杰出青年学者奖(2018
IEEE ComSoc Asia-Pacific Outstanding

赵楠，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生
导师。在 IEEE 顶级期刊论文 66 篇，最高
影响因子 20.230。ESI 高被引论文 10 篇，
谷歌学术引用 2100 余次。荣获中国通信
学会青年科技奖，大连市青年科技之星，
辽宁省通信学会优秀科技工作者，大连理
工大学星海优青。担任 IEEE Transactions
on Green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等 8 个国际期刊编辑。

大连理工大学在“卓越杯”大
学生物理实验竞赛中获得佳绩

Young Researcher Award)。
11 月 30 日-12 月 2 日，第二届“卓
越杯”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在天津大学成
功举行，来自卓越联盟高校的数支优秀队
伍参加了此次比赛。大连理工大学由物理
学院派出 12 名本科生参加此次比赛，学
校大学物理教学中心姜东光、刘升光担任
带队教师。经过大赛专家的严格评审，我
校三支队伍表现出色，在三个比赛题目中
获得两个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
该奖项由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
会通信学会设立，授予过去三年中在通信
领域取得优异学术成绩的 35 岁以下杰出
青年研究人员，是亚太地区(包括中国、
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信息通信领域
青年研究人员的最高荣誉。
该奖项自 2001
年至今共评选了 13 届，每届从亚太地区
评选产生 4 至 7 名杰出青年学者，这是东
北地区高校首次获此殊荣，彰显了大工青
年教师的杰出贡献和在国际学术界的影
响力。

作为卓越联盟高校成员，我校对“卓
越杯”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高度重视，教
务处和物理学院从今年 6 月份起开始筹备
参赛工作。在校级物理实验竞赛的基础
上，物理学院遴选出陈曾美、陶思彤、信
晓、张鹏、孙语涵、陈如林、李天铭、王
英博、王森远 9 名优秀本科生组成三支参
赛队伍。在王艳辉、刘升光、白洪亮、吴
兴伟、王晓娜、陈珂六位指导老师的精心
指导下，选手们利用暑假时间，反复进行
理论研究、实验创新、设计实验，最终拿
出三个高质量的实验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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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竞赛中，选手们精心准备实验，向
评审委员会展示自己的作品，并详尽回答评委
问题。在 PPT 答辩环节，三支队伍以扎实的理
论功底、严谨的科学态度、巧妙的实验设计赢
得了评委老师的认可。最终凭借出色的表现，
三支队伍分别获评两个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

奖（全国仅有 8 名教师获此殊荣）；管理与经
济学部朱方伟教授、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王旭
珍教授、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王开宇副教
授获得宝钢优秀教师奖；滕颖（能源与动力学
院，博士生）、范本澍（物理学院，本科生）、
张琦（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本科生）、郭纯
方（机械工程学院，博士生）、靳佳澳（机械
工程学院，本科生）、卢思颖（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本科生）获得宝钢优秀学生奖。

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获得者陈廷国教授，
从事基础课程教学三十多年，在课程建设、教
学改革、实验室建设等方面贡献突出。他主讲
的结构力学课程是辽宁省精品课程，作为负责
人的结构力学、工程力学课程已上线中国大学
MOOC 平台，工程力学教学团队是辽宁省教学
“卓越杯”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是由卓越 团队，他主持建设的土木水利实验教学中心是
联盟高校发起的，为国家级学科竞赛。其宗旨 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近五年他作为第一获奖
是促进卓越联盟高校大学（包括北京理工大 人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辽宁省教
学、重庆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哈 学成果奖 5 项。他深受学生喜爱，两度被学生
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同 评选为“我最喜爱的老师”，在历届校友返校
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改革， 集会上，学生们总是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回报陈
交流教学经验，提高大学物理实验教学质量； 廷国教授的悉心培养；他具有高尚的职业道
引导学生加深对大学物理基础理论的理解和 德，是全国师德标兵；2017 年度入选“万人
运用，强化物理基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高 计划”教学名师。
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创
新精神和团队协作意识。同时对大学物理实验
我校于 6 月初启动本年度宝钢奖评审工
教学内容和课程改革起一定的引领和促进作 作。按照宝钢教育基金会的相关要求，经个人
用。
申报、单位推荐、学校评审会评审、校常委会
审定及公示等程序，择优推荐。

大工 10 位师生喜获 2018 年度宝
钢教育奖
11 月 29 日，2018 年度宝钢教育奖评选结
果公布，我校 10 位师生喜获奖励。其中建设
工程学部陈廷国教授获得宝钢优秀教师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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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教育基金设立于 1990 年，1994 年更
名为宝钢教育基金，2005 年经民政部批准注
册定名为宝钢教育基金会。是宝钢集团出资设
立、政府支持指导、专家咨询策划、高校积极
参与的全国最具知名度的教育奖项之一，以
“奖掖优秀人才，力行尊师重教，推动产学合
作，支持教育发展”为宗旨，每年评选一次。

新闻简讯
学校举行纪念第五个国家公
祭日主题活动
12 月 13 日是南京大屠杀惨案 81 周年，
也是第五个国家公祭日。由学校党委武装
部、国防教育学院主办的纪念第五个国家
公祭日系列活动顺利举行。学校党委武装
部、学生工作处、校团委等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全体国防生、校级团学组织学生代
表参加了相关活动。

12 月 13 日早 7 时，主题升旗仪式在音
乐喷泉广场举行。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
五星红旗在大家的注目中冉冉升起，庄严
而隆重，全体同学在肃穆的气氛里向在那
段屈辱历史中被残忍杀害的无辜百姓和在
抗战时期英勇牺牲的仁人志士默哀。学生
代表周佳鑫进行了国旗下的发言，他表示
建设国家的神圣使命即将落在当代大学生
身上，大工学子要把个人理想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结合，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随后，师生
代表在“缅怀先烈、勿忘国耻、勇担大任、
振兴中华”主题横幅上签名，表达对死难
者的缅怀、对历史的铭记、对和平的希冀，
表达新时代大工青年勇担大任振兴中华的

决心和承诺。
上午 10 时，我校国防生赴凌水烈士陵
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开展祭扫活动，缅怀
革命先烈。国防生向纪念碑敬献花圈，四
名国防生代表分别发表演讲，倡议大家勿
忘国耻、珍视和平、以史为鉴、自强不息，
作为当代国防生要真正肩负起时代所赋予
的使命与责任，在实现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上放飞青春梦想。最后向面纪念碑庄严宣
誓，以表献身国防不辱使命的决心。

近两日，国防教育学院还组织全体国
防生开展了主题讨论活动，国防生以班级
为单位集中组织，在国家公祭日的特殊时
间节点，结合国防生实际，以小班讨论的
形式展开“勿忘昔日耻、勇担复兴梦”主
题大讨论，同学们在讨论与交流中坚定理
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凝聚爱国情怀。
作为学校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纪念
第五个国家公祭日系列活动进一步强化了
大工学子的爱国主义情怀，活动也引导了
我校学生勿忘国耻、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努力学好本领，提升自身素质，以高度责
任感要求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
献青春力量！

校内动态

08

大连理工大学与英国卡迪夫大学共建智能工程中心
11 月 24 日上午，大连理工大学与英国卡迪夫大学共建智能工程中心揭牌仪式在主
楼 312 举行，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宋丹与卡迪夫大学副校长鲁道夫·阿勒曼一同为中
心揭牌。程耿东院士，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建设工程学部和光
电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相关人员参加仪式。

宋丹副书记回顾了大连理工大学与英国卡迪夫大学开展合作的历史，表示两校有
深厚的合作基础，卡迪夫大学是学校重点国际合作伙伴，希望双方以共建智能中心为
新起点，进一步深化、拓展合作。阿勒曼副校长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人才联合培养和
科研合作，推动两校合作走向深入。智能工程中心双方代表均表示将做好中心的建设
管理工作，推动两校共同发展。
据悉，该智能工程中心依托中英双方的科研力量，面向多学科交叉，其重心是基
于大规模工程计算，优化以及人工智能，并通过 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建
筑信息模型）底层标准平台，融合物联网传感器技术，先进材料，智慧制造，综合规
划以及管理，来支持智慧建筑与能源、交通以及水务等基础设施以及可持续性智慧城
市的研发应用。
揭牌仪式结束后，双方在主楼 413 室就进一步推进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
国际合作展开深入交流。当天下午，卡迪夫大学代表分别前往运载、建工等学部与相
关教师就人才培养、科研合作等问题进行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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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动态
《校友通讯》
大工校友走访在甬优秀企业
12 月 9 日上午，大连理工大学专家学者，全球工商界、科技界、创新创业校友代
表等数十人一同进行了企业考察走访，宁波市江北区科技局副局长李宏良、方荣陪同
参观。
考察的第一站是宁波市甬江职高育才校区，该校区为我校宁波研究院选址，一行
人先后来到教学楼、操场进行参观，并针对学科引进、化工排污等问题展开讨论。
考察的第二站是宁波柯力物联网产业园，该产业园为宁波市江北区物联网领域发
展中卓有建树的特色园区，致力于宁波智慧城市建设，宁波工业物联网、数字化、智
能化发展。校友一行人，在园区讲解员的介绍与演示下，充分获悉宁波物联网产业发
展最新动态。

考察的最后一站，校友们来到了校友企业——宁波惠之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长董红星校友亲自接待母校的“客人”
，对公司产品进行逐一讲解，并就公司
发展前景、取得的成绩以及目前面临的问题，与来访校友展开深入探讨。校友们纷纷
对公司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许，并为公司的未来加油鼓劲。

校友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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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校友
第十三期大工青岛校友会“月享沙龙”精彩回顾
在青岛最美的深秋，第十三期“月享沙龙”于 11 月 25 日在西海岸的中科华联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内容是新能源锂电池知识普及。
30 名热情的校友一大早就来到了公司大堂，本次沙龙的演讲嘉宾袁军总裁（1986 级
自动化专业校友）带领大家参观浏览了公司展厅。

本次沙龙的承办方——电子分会的会长吴辉（1986 级自动化校友）对各位校友的到
来表示欢迎，并对袁军总裁的安排表示感谢，希望大家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青岛校友会副理事长任劲松（1989 级管理学院校友）表示，月享沙龙已经成为大工
青岛校友会的一个品牌，受到了广大校友们的欢迎。这次沙龙第一次走进西海岸，走进
企业工厂，表明我们的活动越办越丰富，越办越精彩。
沙龙上，袁军总裁介绍了公司的行业背景、发展历程、公司的核心技术，以及如何
打破国外的垄断，取得领先的技术地位。袁总重点对湿法锂电池隔膜的生产工艺进行了
讲解：区分双向同步拉伸和双向异步拉伸，铸片结晶成型工艺流延法和压延法的不同。
不同工艺使设备速度和成孔质量有差异，可匹配不同需求方案设计制造。并描绘了具体
的流程：配料（混料/分布喂料）—双螺杆挤出—铸片结晶—双向拉伸(双向同步拉伸/双
向异步拉伸)—溶剂回收—隔膜烘干定型—牵引切边测厚—收卷检验—隔膜管理软件控
制—分切打包标记。带着刚获得的理论知识，校友们随后来到了工厂车间，进行详细而
直观的学习。从配料开始，一直到分切打包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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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未来，大工人在行动
活动交流的各行各业的工作者们，介绍了人工智

2018 年 11 月 24 日下午二点科技馆报告
厅，由大连理工大学天津校友会、哈尔滨工
程大学天津校友会共同组织的《科学走进人
文》大讲堂活动成功举办，本次讲堂的主题
是“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
，由本科毕业于大
连理工大学的周昌乐老师主讲。

周昌乐老师是我国高新技术界的翘楚，
现为厦门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仿脑智能系统重点
实验室主任，并兼任厦门大学艺术认知与计
算实验室主任。长期从事人工智能及其多学
科交叉领域的研究工作，主要开展有关心智
仿造、艺术计算、国故新论等方面的研究工
作。同时，他也是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兼
福建省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中国计算机学
会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专委会委员、中国自
动化学会机器人专业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
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委员、
《心智与计算》国际网络学术期刊主编，
以及福建省第六批"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福建省"计算机软件与理论"重点学科学术带
头人。
在这次讲坛里，周老师向前来参与学习

能的发展历程、人工智能的发展困境、人类
心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等问题。人工智能不
是一个新名词。从 ALPHAGO 和柯洁的世纪围
棋大战，到支付宝的刷脸支付；从无人机的
航拍勘探到无人驾驶车辆的正式上路。人工
智能的应用逐渐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
面。自从 1956 年人工智能的概念在美国达特
茅斯得以确立，至今为止，人工智能正在经
历其发展历程上的第三次浪潮。人工智能“是
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
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
技术科学”
。换而言之，人工智能最终的目的，
是让机器代替人类，去辅助或者完成人类能
够完成的事情。
除此之外，周教授还就如何突破人工智
能发展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协调好人工智能
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和大家一起交流讨
论。周老师在最后指出人工智能必将对未来
的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次活动共有七十余名校友参加了活
动，在周院长的讲解结束后，大家对于人工
智能和未来生活的相关话题有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意犹未尽。的确如此，面对即将到来
的大数据时代，每个人或许都会有一丝迷茫，
而这个讲堂无疑给了我们一次进行思想碰撞
的机会。人工智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走向，
是一种趋势，尽管目前还有许多难题亟待解
决，还有许多配套的设施人才，法律体系需
要完善，但终究会有大成的那一天。所以我
们为此费神研究，是值得的，也是一种与时
俱进的体现。期待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中，
会有我们大工人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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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流不息
2018 年 11 月 26 日，张永付捐赠 23,000.00 元。

2018 年 11 月 27 日，纪忠恺捐赠 50.00 元 。

2018 年 11 月 27 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捐赠 100,000.00 元。

2018 年 11 月 27 日，中国航天基金会捐赠 300,000.00 元。

2018 年 11 月 27 日，宁波市人才服务中心捐赠 1,000.00 元。

2018 年 11 月 28 日，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捐赠 10,000.00 元。

2018 年 12 月 3 日，北京泛亚中视公关策划有限公司捐赠 9,000.00 元 。

2018 年 12 月 4 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捐赠 75,000.00 元。

2018 年 12 月 4 日，上银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捐赠 180,000.00 元。

2018 年 12 月 5 日，宝钢教育基金会捐赠 202,200.00 元。

2018 年 12 月 5 日，北京泛亚中视公关策划有限公司捐赠 10,000.00 元。

2018 年 12 月 7 日，秦伟捐赠 10,000.00 元。

2018 年 12 月 7 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捐赠 20,000.00 元。

2018 年 12 月 7 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捐赠 3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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