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哈爾濱工業大學 2020雲端國際暑期學校 

一、主辦單位：哈爾濱工業大學 

二、承辦單位：哈爾濱工業大學港澳臺事務辦公室 

三、活動日期： 6月 29日至 7月 17日 

四、報名截止： 6月 20日  

五、聯絡與報名方式： 

請各友校代爲選拔推薦，請各友好學校老師匯總填寫名單表格。 

六、報名形式與要求： 

1.名額 10人。 

2.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碩士、博士)均可參加。 

七、學分： 

每名同學只能選擇報名一個專題課程，每個專題課程會給予正式學分，課程內容詳見附件，

若需課程大綱請自行與課程所屬專業老師聯絡確認（老師聯繫方式見課程附件），全程參與、

考核合格者，會給于哈工大正式成績單。 

 

哈爾濱工業大學聯繫人： 

 

張全 老師 

哈爾濱工業大學 

港澳臺事務辦公室 

電話：+86-451-86403595  

傳真：+86-451-86403595 

Email：zhangquan@hit.edu.cn  

地址：黑龍江省哈爾濱市西大直街 92號  

郵編：150001 

 

mailto:zhangquan@hit.edu.cn


“材料与社会进步”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年云端国际暑期学校介绍 

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与社会进步”云端国际暑期学校旨在为海

内外材料科学与工程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提供了解最前沿材料学科

发展及应用的平台，提供海内外学生交流学习的机会，营造专业英语

学习与提升的氛围，突出“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结构功能一体化”

等特色，彰显“材料与社会进步”的社会意义和国际影响力。 

一、项目简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具有雄厚的实力： 

一个一级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国家重点一级学科，双一流建

设重点学科，包含 5 个硕士点和博士点：材料学、材料加工工程、材

料物理与化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空间材料与加工，并设有材料

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 

一个实践教学基地：材料科学与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三个二级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加工工程、材料物理与化

学。 

四个重点实验室：焊接与连接国家重点实验室、金属精密热加工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空间环境材料行为与评价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先

进结构功能一体化材料与绿色制造技术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 

五个教学系：材料科学系、材料工程系、焊接科学与工程系、材

料物理与化学系、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系。 



六个本科专业方向：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焊

接技术与工程、材料物理、电子封装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现有专职教师 196 人，其中教授 99 人、副教授 77 人、博士

生导师 129 人，青年教师博士化率 100％。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4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6 人，长江学者 10 人（含青年长江 3 人）。

拥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 1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1 个，

国防科技创新团队 3 个。建院以来已培养博士毕业生 797 人，硕士毕

业生 2830 人，本科毕业生 4090 人。现有在校生 1879 人，其中本科

生 986 人，硕士研究生 519 人，博士研究生 374 人。学院成立至今，

完成国家、国防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和企业合作科研项目数百项，获国

家自然科学奖 1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5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6 项。 

目前，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已进入 ESI 千分之

一的行列。 

二、项目时间 

2020 年 7 月 6 日-2020 年 7 月 17 日 

三、项目安排 

本次云端国际暑期学校的教学内容包括云端专题课程和云端智

汇材苑大讲堂。 

专题授课：分别由 Dusan 教授和 Paik 教授主讲，每门课程 16 学

时，分别从不同角度带同学们了解材料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内在联系。 

智汇材苑大讲堂：邀请学院材料领域的知名教授以第二课堂方式

介绍材料的前沿进展、研究热点和未来发展方向。 



模块 课程内容 负责教师 
学

时 

学分 

课程 

Introduction to Advanced Electronic 

Packaging 

Kyung W. Paik(白京煜)教授 

韩国高等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国家外专局“高端外国专家项目”特

聘教授 

16 1.0 

Materials and Energy for Sustainable 

Societal Progress 

Dusan Sekulic 教授 

美国肯塔基大学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

终身教授 

美国机械工程学会会士 

16 1.0 

讲座 智汇材苑大讲堂 

 凝固的魅力 

 钎焊材料基因工程与智能钎焊 

 金属材料塑性成形技术的发展 

 光电信息科学与相关产业发展 

 格物致知与中国自信 

 科学研究的道与术 

 材料与物理 

 微纳连接与电子封装最新进展 

 国家战略需求对人才的要求 

 焊接与社会进步 

 国家奖获奖团队获奖历程分享 

 企业导师座谈 

8 0.5 

四、相关信息 

1.招生条件：材料相关专业学生，有一定的英语基础。 

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夏老师，电话：13945099804（同微信），

E-mail：xiaxin85@hit.edu.cn 



“电气智慧,驱动未来”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年云端国际暑期学校介绍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智慧、驱动未来”云端国际暑期学校旨在

为海内外电气类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提供了解最前沿电气工程学科

发展及应用的平台，提供海内外学生交流学习的机会，营造专业国际

化学习和交流的氛围，突出“电气智慧，驱动未来”的社会意义和国

际影响力。 

一、项目简介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具有雄厚的实力：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简称电气学院）成立于 2000 年，其前

身是始建于 1920 年的电气机械工程科，是哈工大最早成立的两个系

科之一，也是我国高校中最早建立的同类专业之一。在百年电气的发

展历程中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例如我国第一台旋转电机保护避雷器、

第一台表用和钟用步进电机等。 

电气学院现有教职员 189 人，其中专任教师 153 人，博导 61 人，

正高 62 人，副高 65 人，中级 26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IEEE Fellow 

1 人，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2 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

教授 2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2 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 2 人，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创业领军

人才、教学名师 3 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 人。 

电气工程学科是首批国家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首批博士后

流动站，是国防重点学科和黑龙江省重点学科，第四轮学科评估 A-。

http://hit.edu.cn/2016/0511/c6566a157096/page.htm


电气工程学科包括电机与电器、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电力系统及其

自动化和电工理论与新技术四个二级学科，其中电机与电器是国家重

点二级学科和国防特色学科。 

学院拥有“国际先进电驱动技术创新引智基地”，拥有“电驱动

与电推进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可持续能源变换与控制技术省重

点实验室”等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4 个，是“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

点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精密微特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的共建单位。学院科研实力雄厚，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学术

前沿，在微特电机系统、高精度伺服控制系统、电器与电子系统可靠

性等研究领域不断创新突破，取得一批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创新成果。

“十二五”以来，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 2 项、省部级

科技成果奖 13 项。 

学院设有“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

和“能源互联网辅修专业”。2019 年“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获

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学院教学底蕴深厚，教学优势突

出，拥有电气工程电工电子系列课程国家级教学团队，电工电子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三一重机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4 门国家

精品资源共享课，6 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专业具有工程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强的人才培养特色，通过开展学科竞赛及各类夏令营、

暑期学校，采用面向学生自主学习的研究性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创新

潜能。近三年学生获省部级以上学科竞赛奖励 118 项，近五年全国大

学生智能车竞赛获奖综合评分全国第四。“十二五”以来，获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 2 项、省教学成果奖 11 项。 

电气学院秉承“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哈工大校训，传承“爱

国求是，团结奋进”的哈工大精神，以培养电气工程领域“基础理论

扎实，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

为目标，共培养毕业生约 12000 人，涌现出“八百壮士”俞大光院士、

“电工泰斗”秦曾煌教授、国家领导人李长春、“神舟”总指挥尚志

为代表的一批学术大师、兴业英才和治国栋梁。 

二、项目时间 

2020 年 7 月 6 日-2020 年 7 月 17 日 

三、项目安排 

本次云端国际暑期学校的教学内容包括专题课程和百年电气大

讲堂。 

专题授课：分别由 Alistair Duffy 教授和 José Marcos Alonso 

Alvarez 教授主讲，每门课程 16 学时，分别从不同角度带同学们了解

电气工程的前沿技术和关键问题。 

百年电气大讲堂：邀请电气领域的国际著名专家及校内知名学者

以专题讲座方式介绍电气领域的前沿进展、研究热点和未来发展方向。 

模

块 
课程内容 负责教师 

学

时 

学分 

课

程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Alistair Duffy 教授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教授 

德蒙福特大学工程与可持续发展学院大学工程科学研

究所所长、教授、IEEE Fellow、IET Fellow。他在电磁

学领域研究多年，取得了众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尤其

16 1.0 



是在计算电磁学的验证、特征选择估值（FSV）方法、

通信电缆和天线、计算电磁学、电磁测量特别是涉及混

响室的测量为该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 

Introduction to Lighting 

Drive Technology 

José Marcos Alonso Alvarez 教授 

西班牙奥维多大学电气工程系教授，主要从事电子照

明，DC-DC 转换器，功率因数校正，谐振逆变器和电

力电子研究。曾获得九项 IEEE 奖励，是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 、 

IEEE JOURNAL ON EMERGING and SELECTED 

TOPICS ON POWER ELECTRONICS 副主编。曾担任

工业应用协会(IAS)工业照明和显示委员会主席（2017

年~2018 年）、以及 IAS 奖励部主席。 

16 1.0 

讲

座 
百年电气大讲堂 

 The Early Universe and Low Magnetic Field 

Research（Peter Fierlinger 教授，国际高水平专家，

2 学时） 

 High speed machin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electrified aviation（David Gerada 高级研究员，

国外高水平专家，2 学时） 

 Sustainable Energy Supply: Grid Integration of 

Clean Power & Electrified Transport（Jun Liang

教授，国外高水平专家，2 学时） 

 Machine learning for prognostics and health 

management of electrical energy systems（Erico 

Zio 教授，国际高水平专家，2 学时） 

 Laboratory Study of Magnetic Reconnec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Yang Ren，国际高水平专家，

2 学时） 

 Challenges and Trends in Magnetics for Power 

Electronics（Ger-Hurley 教授，国际高水平专家，

2 学时） 

 电气前沿技术（徐殿国教授，1 学时） 

 国家大科学工程（李立毅教授，1 学时） 

 微特电机的典型应用（李勇教授，1 学时） 

 可再生能源电网（郭志忠教授，1 学时） 

16 1.0 

四、相关信息 

1.招生条件：电气相关专业学生，有一定的英语基础。 

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王老师，电话：18646649824，微信：

wwjlove8，邮箱：wangwenjing@hit.edu.cn。 

mailto:wangwenjing@hit.edu.cn


“电化学与新能源时代”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年云端国际暑期学校介绍 

“电化学与新能源时代”国际暑期学校聚焦“能源转化领域的电

化学理论与技术进展”这一主题，邀请行业内的知名专家围绕化学电

源的前沿技术和用于能源转化的电催化技术开展系列讲座，为同学们

提供学习、交流和实践的平台。 

一、项目简介 

电化学工程系隶属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建有化学

工程与工艺（电化学）专业。该专业成立于 1962 年，是国内最早建

立电化学本科专业的高校之一；1999 年我国大学专业目录调整时，

将电化学生产工艺专业统一合并为“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该专业

一直保留了原来的电化学方向与特色；2008 年在原有电化学生产工

艺专业基础上成立应用化学系；2016 年更名为电化学工程系。本专

业被教育部认定为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和卓越工程师计划建设

点。1982 年在我国首批建立硕士点，2000 年建立博士点。建有新能

源转换与储存关键材料技术工信部重点实验室、化学电源与金属电沉

积省级重点实验室。迄今已培养本科毕业生 2200 余人，硕士生 600

余人，博士生 300多人。现每年招收本科生 30余人、硕士生 40余人、

博士生 20余人。 

本专业现有教师 25人，包括教授 13人、副教授 6人，讲师 6人。

其中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人，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 1人，中组部青年千人 1人，黑龙江省“龙江学者”特聘

教授 1人，龙江科技英才 1人。聘请国内外兼职博士生导师、客座教

授 4人，参与合作研究和研究生培养。 

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完成了 280 多项科研项目，获奖项目 40 多

项，其中国家级奖励 5 项、部级一等奖 6 项、部级二等奖 20 项，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 300 多项，已完成项目科研经费超过 1 亿元，发表

SCI收录研究论文 1500多篇，专著 16部。目前承担的研究项目有 40

多项，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子课题、国际合作项目以及省部级重点项目等。在化学电源和

表面处理等领域的科研成果工程化、产业化方面，哈工大电化学工程

系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二、项目时间 

2020年 7月 6日-2020年 7月 17日 

三、项目安排 

模

块 
课程内容 学时 负责教师 教师简介 学分 

讲

座 

电化学水分解 

Electrochemical water 

splitting 

2 

Shizhang Qiao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 

澳大利亚桂冠教授 

1 

电化学电源 

Electrochemical power 

sources 

2 

光化学能量转换 

Photochemical energy 

conversion 

2 

Gerald Meyer 

美国北卡大学教授 

ACS Applied Energy Materials

执行主编 太阳能电池的未来 

The future of solar cells 
2 



能量应用的共轭分子体系 

Conjugated systems for 

energy applications 

2 

Hsing-Lin Wang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Perovskite solar cells 
2 

能源用碳材料 

Carbon materials for energy 

applications 

2 

Gang Wu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RSC Advances 副主编 

 
单原子催化剂 

Single-atom catalysts 
2 

四、相关信息 

1.招生条件：  

（1）有较好的英语基础；（2）化学、化工及材料相关方向学生。 

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吴婉琼，15545151172（同微信），wuwanqiong@hit.edu.cn。 



“微分方程及应用”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年云端国际暑期学校介绍 

一、项目简介 

微分方程问题广泛地来源于自然、工程和社会科学，不同背景下

的微分方程具有不同的特点，相关问题涉及到数学的多个分支，吸引

了不同专业学者们的研究。在哈工大百年校庆之际，数学学院组织

2020 年云端数学暑期学校，以微分方程理论及应用为主题，邀请多

位国际顶级学者讲授专题课程和讲座，旨在促进相关专业的学生进一

步了解该领域，激发更多青年人的研究兴趣。 

二、项目时间 

2020年 6 月 29日-2020 年 7月 17 日 

三、项目安排 

云端暑期学校分为讲座（ distinguished lecture ）和短课程

（mini-course）两种形式。讲座主要是介绍最前沿的一些研究动态，

拟邀请报告人包括法国科学院院士 Haim Bresiz, 沃尔夫奖得主 Luis 

Cafarelli 等 12 位数学大师。短课程分为理论和应用两部分，各有 24

学时。理论部分主要内容是反应扩散方程相关专题，拟邀请美国艺术

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 Henri Berestycki 等三位数学家主讲；应用部分

主要内容包括生态数学、传染病数学和集群动力学，拟邀请数学家大

会报告人 Seung-Yeal Ha 等三位应用数学家主讲。具体安排以海报为

准，预计 6 月 7 日左右公布。 



四、相关信息 

1.招生条件：学习过常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方程等相关课程的高

年级本科生、微分方程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及青年教师。 

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方健，13936640266，jfang@hit.edu.cn 



“国际等离子体物理”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年云端国际暑期学校介绍 

一、项目简介 

等离子体物理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技术及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表现出巨大的科学价值

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同时等离子体科学又与空间环境密切相关，促进了新兴交叉学科空间天

气学的产生和发展。空间天气对全人类具有重要影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哈尔滨工业

大学等离子体物理暑期学校，依托物理学院、中俄等离子体物理应用技术联合研究中心、极

地研究院极区空间环境研究中心和“大科学工程”空间环境地面模拟系统团队。近年来哈工大

集中校内等离子体相关研究优势力量，联合俄罗斯等离子体领域优势单位，组建了中俄等离

子体联合研究团队，致力于等离子体物理基础研究、空间应用技术研究及空间环境科学研究，

服务于我校的国家大科学工程建设，积极参与极区科学研究等重要国际事务，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 

哈尔滨工业大学物理学科的创始人为我国资深女物理学家和教育家洪晶先生。早在建国

初期, 哈工大物理学科就在国内最早招收物理学研究生班, 由原苏联专家主持联合培养研究

生。马祖光院士就是由中苏联合培养的研究生之一。 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 物理教学体系改

制主要以前苏联教育模式为样板, 在50年代的末期, 除了物理教学改革外, 洪晶先生率先开

展了半导体位错的科学研究工作。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后, 哈工大物理学科开始招收物理师

资班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同时, 物理教师们在洪晶先生的带领下, 开展了激光全息、激光

红外非线性光学等科学研究工作。1981 年, 哈工大物理学科被国务院学位办确认为国内首批

博士点——光学博士点, 是全国首批 5 个光学博士点之一。1985 年成立了应用物理系，2005

年，根据学科和专业发展的需要，更名为物理系。2019 年，成立物理学院，目前学院设有

光学、等离子体物理、凝聚态物理及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四个学科。 

本次暑期学校立足于等离子体物理基础研究，面向空间科学国际前沿，充分利用等离子

体学科在基础研究及空间天气领域的研究成果，借助我校等离子体领域雄厚的国际合作基

础，引进国内外知名等离子体物理及空间科学专家，面向国内外等离子体相关学科本科生，

开设等离子体物理基础知识、数值模拟方法、空间环境及空间天气等课程，组织等离子体科

学与技术、空间环境研究等方面的国际前沿研究进展讲座。实现培养高层次、具有国际化视

野、基础扎实的优秀本科毕业生的目的。本次暑期学校的主要特色如下： 

注重学科基础，培养科学素养。本次等离子体物理国际暑期学校围绕气体放电基本知

识、空间等离子体基本概念以及等离子体物理数值模拟的基本方法等学科基础内容，提炼等

离子体物理精髓，通过集中授课的方式，让学生掌握等离子体学科基础和核心知识点，通过

三基“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的学习，奠定学生将来从事等离子体物理及应用，空

间科学研究的基础，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素养。 

密切结合国际科学前沿，开阔科学研究视野。暑期学校邀请国内外等离子体物理学科

的知名学者，就等离子体科学、空间天气的国际学术前沿进展进行系列报告，让学生掌握本

领域的学科动态，意识到等离子体学科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提升学生进一步从事本领域科

学研究的兴趣，开阔国际视野。 



走进“大科学工程”，知识密切联系实际。开设辉光放电、电弧放电、介质阻挡等气体

放电实验课，学习气体放电基本操作。介绍大科学装置“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了解装置

的科学目的，所采取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装置设计原理等，让所学知识密切地与实际应用相

联系，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密切接触等离子体领域国内外知名学者，体验全英文授课。本暑期学校邀请国内外气

体放电、等离子体数值模拟及空间科学等领域著名专家，实施全英文授课，可使学生掌握等

离子体领域的基本英语术语。学生在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获得沉浸式（immersion learning）、

基于内容的（content-based）英语学习机会。 

二、项目时间 

2020 年 7 月 10 日-7 月 17 日 

三、项目安排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教学内容由授课和讲座两部分组成，其中课程 1.5 学分，讲座 1 学分。 

1.课程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共安排 3 门课程，每门课程 8 学时，共 1.5 学分。具体介绍如下： 

课程 1：气体放电物理简介 

授课教师：Anatoly Kudryavtsev 

气体放电物理是等离子体物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气体放电现象是电流通过气体以后

由电离了的气体表现出来的。气体放电物理与应用已经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重要的科学与

工程，对高科技经济的发展及传统工业的改造有着巨大的影响。例如，1995 年全球微电子

工业的销售额达 1400 亿美元，而三分之一微电子器件设备采用气体放电产生等离子体技术。

塑料包装材料百分之九十都要经过气体放电等离子体的表面处理和改性。科学家预测：二十

一世纪气体放电等离子体科学与技术将会产生突破。据估计，气体放电等离子体技术在半导

体工业、聚合物薄膜、材料防腐蚀、等离子体电子学、等离子体合成、等离子体冶金、等离

子体煤化工、等离子体三废处理等领域的潜在市场每年将达一千几百亿美元。 

本课程将讲授等离子体基本概念介绍、气体放电产生等离子体的方法和诊断技术、各种

气体放电等离子体的基本特征及气体放电等离子体的基本应用。 

本课程将以讲授为主，安排学生进行讨论和小组作业。 

学时：8 学时 

考核方式：学习报告及平时成绩。 

课程 2：等离子体诊断理论与技术 

授课教师：Vladimir Demidov 

教学内容简介： 

等离子体诊断是根据对等离子体物理过程的了解，采用相应的方法和技术来测量等离子

体参量的科学技术。等离子体物理现象要用多个参量才能描述，就像医生对病人的病情要作

多方面的诊断后方可确诊一样。因此，借用医学中的“诊断”一词，将等离子体参量的测量称



为等离子体诊断。等离子体诊断是一个非常富有挑战性和富有活力的学科。 

本课程将介绍空间等离子体及实验室等离子体诊断原理和常见等离子体诊断技术，以及

这些技术适用的等离子体范围，并介绍一些应用研究。 

本课程将以课堂讲授为主，布置相关作业，让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并进行报告。 

学时：8 学时 

考核方式：学习报告和平时成绩。 

课程 3：等离子体数值模拟基础 

授课教师：Ismail Rafatov 

教学内容简介： 

空间科学是对空间环境的状态或事件进行检测，预报，建模，处理等方面的集成。空间

科学需要将卫星实测的数据分析之后与计算机的模拟仿真进行相应的对比研究。目前，空间

科学广泛使用数值模拟方法进行模拟。其中空间等离子体粒子模拟扮演着重要角色。本课程

围绕空间等离子体，讲授等离子体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等离子体数值模拟方法介绍，重点讲

授 Comsol 等离子体模块应用介绍及案例分析 

本课程将以课堂讲授为主，辅助计算机模拟操作，安排相关案例，组织数值模拟小组，

分组讨论实现案例的数值模拟。 

学时：8 学时 

考核方式：学习报告和平时成绩。 

2.讲座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共安排 7 次讲座，其中一个讲座为 4 学时，其他讲座 2 学时，共计

16 学时，1 学分，考核方式，每个讲座，提交学习报告一份。具体讲座信息如下： 

授课教师 职称 学校 讲座 学时 

Vladimir 

Bychkov 
教授 莫斯科国立大学 球状放电物理、技术及应用 4 

田浩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物理学院及物理学科介绍 2 

王晓钢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大科学装置介绍及进展 2 

聂秋月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大气压射流等离子产生技术 2 

袁承勋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空间尘埃等离子体前沿研究进展 2 

王莹 副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激光等离子体相互作用 2 

肖青梅 副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空间环境与空间天气 2 



3.主要授课教师介绍 

（1）Anatoly Kudryavtsev 教授 

Anatoly Kudryavtsev 教授国际知名的气体放电及等离子体应用

专家，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物理系教授。是“中俄等离子体物

理应用技术联合研究中心”俄方负责人，跟我校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有

长期合作。目前在研科研项目多项，其中多数为国际合作科研项目。

其出版专著 4 部，国际发明专利 5 个，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 200 多篇（均为 SCI 收录论文，含多篇 PRL、APL 及 POP 等国际

顶尖专业期刊论文），其中含有多篇 ESI 高被引论文（是入选具有

高 H 指数俄罗斯科学家‘共 1775 名’之一）。 

（2）Vladimir Demidov 教授 

Vladimir Demidov 现为西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博士毕业于圣彼得

堡国立大学，长期从事等离子体物理化学及等离子体系统研究，在

气体放电、等离子体电子设备、复杂等离子体、等离子体电磁相互

作用等离子体诊断等具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

是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研究

教授，空军实验室首席科学家,美国物理学会会员，美国能源部、国

家科学基金会等基金评委，Plasma Sources Sci. Technol., Rev. Sci. 

Instrum., IEEE Trans. Plasma Sci., Physics of Plasmas, J. Phys. D: Appl. Phys.,and Plasma Phys. 

Control. Fusion 等国际等离子体物理杂志评委。 

（3）Vladimir L. Bychkov 教授 

Vladimir L. Bychkov 教授为莫斯科国立大学首席科学家，长期从

事等离子体物理，是俄罗斯球放电协会会长，国际球放电协会副主

席，是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出版专著 10 余部，发表论文 200 余

篇，获得俄罗斯自然科学院 V.I.Vernadsky 银奖，850 年莫斯科科学

成就政府奖。撰写的专著《Mathematical modeling of electromagnetic 

and gravitation phenomena by the method of mechanics of continuous 

media》被授予科教发展突出贡献奖。 

（4）Ismail Rafatov 教授 

Ismail Rafatov 是中东技术大学教授，是国际等离子体物理数值

模拟专家，长期从事等离子体物理、气体放电等数值模拟研究工作，

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在国际等离子体物理会议上作邀请报告、

口头报告 20 余次，承担土耳其等国家基金 10 余项，获得 French 

Embassy Scholarship for Visiting Researchers (2017)，TÜBİTAK’s 

NATO-PC Advanced Fellowship (2004)，FOM’s (Fundamenteel 

Onderzoek der Materie) Research Fellowship (2003)，ERCIM’s 

(European Research Consortium for Informatics and Mathematics)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ship (2002)等荣誉。 

 

 

 



（5）王晓钢 教授 

王晓钢，哈尔滨工业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国家大科学工程指挥部

空间等离子体环境模拟研究系统首席科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

士、国家磁约束核聚变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物理学会等离子体物理

分会主任、美国物理学会会士（APS Fellow）；长期从事等离子体物

理研究，在聚变与空间等离子体物理的磁重联研究和复杂等离子体中

波和不稳定性研究方面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曾任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副研究员、美国 Iowa 大学研究员，大连理工大学特聘教授、高科技研究院院

长，北京大学教授、等离子体物理与聚变研究所所长，国际权威性学术期刊 J Geophys. 

Res-Space，Associate Editor 和 Plasma Phys.Contr F.编委等。 

四、相关信息 

1.招生条件：有普通物理基础，大二以上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均可参加。 

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王莹（13796628730）、袁承勋（15945992298）。 



“北极环境与健康”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年云端国际暑期学校介绍 

一、项目简介 

1．项目概述 

北极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十分密切，北极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处于特殊地

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重金属等污染物普遍存在于北极各种环境介质中，北极地区已成为

这些污染物的汇集区。这些污染物经食物链浓缩并在人体和生物体内累积，对人类和生态系

统构成潜在的危害。 

环境学院 2020 年北极暑期学校的主题为“北极环境与健康”，通过“北极的环境污染及其

对北极居民的健康影响”系类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北极环境污染的特征、来源，以及北

极环境污染对北极地区人体和生物健康的影响，从而建立热爱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和

参与治理北极的意识，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创新型北极研究人才，促进学生和青年教师与

国际资深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合作。 

2018 年 1 月 26 日，我国政府发表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加强北极人

才培养和科普教育，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培养北极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人才，建立北

极科普教育基地”。 

哈工大地处我国最北端，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2019 年 2 月，“北极大学联盟-哈尔滨工

业大学培训中心”成立，是北极大学联盟在北极八国以外成立的第一个区域中心，环境学院

李一凡教授担任培训中心主任。培训中心将为国际北极暑期学习的成功举办提供师资、招生、

宣传等多方面的支持。 

2020 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北极大学联盟-哈尔滨工业大学培训中心积极响应国

家“不聚集、不扎堆”号召，创新思维，开展网络云端授课新模式，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平台进

行直播授课，从根本上杜绝传染可能性，提高师生安全感，创造知识与平安双丰收。 

2．师资条件 

学院现有教职工 129 人，其中教授 53 人，副教授和高级工程师 38 人，讲师(工程师、

助理研究员)25 人，学院办公室及学生管理人员 13 人，形成了一支由 3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4 位长江学者、4 位国家杰青等国家级高端人才组成且 45 岁以下博士化率 100%的高水平教

师队伍。环境学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合作等方面均结出丰硕的成果，

正在努力向着世界一流学科的目标阔步前行！ 

在环境学院、北极大学联盟、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极地环境与生态专业委员会、北极大学

联盟-哈工大培训中心、哈工大极地研究院、阿斯图、国际持久性有毒物质联合研究中心、

北极环境与生态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的共同支持下，邀请到国内外北极研究领域知名学者在国

际北极暑期学校授课，为参加暑期学校的学生带来北极环境与健康领域的精彩课程。 



二、项目时间 

2020 年 7 月 6 日-2020 年 7 月 17 日 

三、项目安排 

1．授课方式 

本次国际北极暑期学校授课方式为云端网络直播模式授课。 

2．核心课程授课（2 学分）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课程的目标是使学生了解北极环境中的污染物物种类、污染水平、以

及污染来源，北极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为将来北极环境与生态研究打好基础。共开

设 4 门课程，每门课程 8 学时（0.5 学分），合计 32 学时（2 学分）。具体课程信息如下： 

课程 1：阿拉斯加农村卫生行为改变及健康影响（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to Health 

Behavior Change and Health Effects） 

授课教师：Rhonda Johnson (美国阿拉斯加大学安克雷奇分校) 

课程学时：8 学时 

课程内容简介：美国阿拉斯加地区乡村卫生设施对个人类健康的影响，系统介绍提高社

区居民公共卫生的方法和经验，收集排泄物的方法，废水和废物的收集、运输、处理以及处

置技术和方法。 

课程 2：北极环境中的本地污染（Local sources of contaminants in Arctic Environment） 

授课教师：Roland Kallenborn (挪威生命科学大学、斯瓦尔巴大学中心) 

课程学时：8 学时 

课程内容简介：北极环境中的污染物的来源可以分为 2 类：本地源和外地源。该课程主

要介绍北极圈内环境中由本地源产生的污染物，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北极新兴污染物。 

课程 3：北极环境、生态系统和人类的趋势和影响（Trends and effects on Arctic 

environment, ecosystems and humans） 

授课教师：Lars-Otto Reiersen（特罗姆瑟大学-挪威北极大学） 

课程学时：8 学时 

课程内容简介：授课人根据自己担任 20 多年的北极监测和评估项目(AMAP)执行秘书，

信息讲解 20 多年来对北极环境、生态系统和人类的趋势和影响的研究结果和发现。 

课程 4：北极环境中的由长距离传输产生的污染（Contaminants in Arctic Environment 

due to long-range transport） 

授课教师：李一凡（哈尔滨工业大学） 

课程学时：8 学时 

课程内容简介：北极环境和生态系统中的污染物可以分成两部分：本地源产生的污染物

和通过长距离迁移进入北极环境中的污染物。该课程主要介绍北极环境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的环境归趋、长距离传输及其进入北极的途径。 



3．讲座、报告（1.5 学分） 

本次暑期学校为广大学生安排了多场由国内外和我院知名学者主讲的主题学术讲座，让

同学们可以快速的了解哈尔滨工业大学，了解环境学院，了解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国家重点

实验室，并对北极研究领域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专题讲座与报告共 24 学时，1.5 学分，

主讲人及学时信息如下： 

主讲人 职称 单位 题目 
学

时 

Anatoly N. 

Nikolaev 
教授 俄罗斯东北联邦大学 北极生态系统概论 4 

Pål Markusson 教授 北极大学联盟 

北方的能力建设—高等教育合

作的作用 

北极国家认同和国家政策—以

挪威为例 

4 

Katrin Vorkamp 教授 丹麦奥胡斯大学 北极地区的新兴化学物质 4 

Jon Øyvind 

Odland 
教授 挪威科技大学 马拉维和西伯利亚的气候变化 4 

Savvinova 

Antonina 

Nikolaevna 

教授 俄罗斯东北联邦大学 
气候变化对俄罗斯北极地区当

地居民的影响 
2 

马建民 教授 北京大学 

大数据和深度学习及其在分析

北极大气持久性污染物中的应

用 

2 

Alina N. 

Steblyanskaya 
教授 哈尔滨工程大学 

北极自然与人：本地人，工业

发展和极地生态系统的未来 
2 

Harsha 

Ratnaweera 
教授 挪威生命科学大学 寒冷气候下的水和废水处理 2 

马军 
院士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北极水环境与生态文明 2 

冯玉杰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寒冷地区污染物治理、资源利

用及能源转化 
4 

邢德峰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极地微生物生态系统和厌氧

生物技术 
2 

程晓 教授 中山大学 极地遥感 2 

傅平青 教授 天津大学 
极地大气有机气溶胶的来源

和分子组成 
2 

张庆华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极地地区的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赋存、变化、来源和生物

累积 

2 



4．校外师资简介 

Rhonda Johnson 美国阿拉斯加大学安克雷奇分校健康科学系教授，曾任 UAA 卫生科

学系主任。研究方向为极地环境的公共健康问题。目前在研项目 40 余项，共发表 40 余篇高

水平的学术论文，并且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进行 100 余次口头报告或海报介绍。2000-2018 年

间讲授本科生与研究生课程 20 余门；获得荣誉四十余项。 

Pål Markusson 北极大学联盟副主席，主管北极大学联盟 North2North 项目，全球极地

外交知名学者，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多篇，并参与国内外知名会议发表口头报告 100 余次，

享誉全球。 

Lars-Otto Reiersen 自 1992 年至 2017 年，一直担任北极理事会下属的北极监测和评估

项目（AMAP）的执行秘书，现在是特罗姆瑟大学-挪威北极大学（University of Tromsø-The 

Arctic University of Norway）校长的北极科学和国际合作方面的特别顾问。Lars-Otto Reiersen 

共发表了 150 篇论文，AMAP 报告、以及政府报告。2012 年，获得“环境毒理学和化学学会

颁发的“SETAC/Rachel Carson Award”。 

Jon Øyvind Odland 挪威科技大学全球健康系教授，挪威特罗姆瑟北极大学健康科学院

国际健康系兼职教授。北极监督和评估计划（AMAP）人类健康评估组主席。研究方向为健

康教育、妇产科学、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等杂志科学编辑。近五年发表了 5 篇高水平学术论文（Pubmed 引用 166 次）；自 2000 年

以来撰写十本书的环境和产妇健康相章节；1998-2015 年间编撰 AMAP 人类健康评估报告四

份。 

Roland Kallenborn 挪威生命科学大学化学、生物技术和食品科学学院的有机化学教

授，斯瓦尔巴中心大学兼职教授，斯瓦尔巴中心大学中心位于斯瓦尔巴群岛的朗伊尔城（北

纬 78 度）。研究方向为环境中有机污染物定量分析方法开发，北极生态环境中持久性有毒

物质污染特征研究，北极地区污染物的归趋和分布。共发表 140 余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并

且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进行 200 余次口头报告或海报介绍。 

Katrin Vorkamp 丹麦奥胡斯大学环境科学系（丹麦前国家环境研究所）高级科学家。

她的科学活动主要集中在有机污染物及其在环境中的归趋，特别是它们在北极环境中的运输

和积累，主要的科学研究领域是新兴污染物的环境行为，包括北极和其他极地环境。自 2015

年以来，她一直担任 AMAP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专家组的联合主席， 2012 年担任加拿大北

方污染物计划的加拿大北极污染物评估报告（CACAR）的外部审查员。 

Anatoly N. Nikolaev 俄罗斯东北联邦大学自然和数学科学副校长，自然科学研究所主

任。研究领域是北方地区森林生长的动力学、气候因素和多年冻土对树木径向生长的影响，

利用树木年代学研究方法研究古气候。指导东北联邦大学雇员在北极地区的工作，在俄罗斯

东北部冻原生态系统的生物监测；冻土北部边界的发展动态研究；北极植物研究的实施监测；

北极地区哺乳动物和鸟类的发展动态等领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Savvinova Antonina Nikolaevna 2001 年获俄罗斯莫斯科州立大学社会经济与政治地理



学博士学位，2006 年起任俄罗斯雅库茨克东北联邦大学自然科学研究所生态与地理系副教

授。Nikolaevna 博士参加了许多国际和国家研究项目。 

马建民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原加拿大环境部空气质量

研究所研究员。联合国环境保护署(UNEP)斯德哥尔摩公约气候和大气专家组成员，主要从

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环境归趋，大气长距离迁移，源汇关系及健康风险数值模拟；

气候变化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及其对生态环境和水生生物的影响

等研究。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篇，撰写国际科学报告 9 个。 

Alina N. Steblyanskaya 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极

地经济系统及其相关发展方面，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多篇文章，自 2016 年分别于中国石油

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担任副教授。 

Harsha Ratnaweera 挪威水科学与技术领域知名专家，挪威生命科学大学教授，欧洲

水协协会理事会理事/挪威首席代表。曾任挪威国家水研究院副院长、2016 年国际水协会颗

粒分离大会主席和 2016 年欧洲水协会寒冷地区水资源管理学术会议主席。长期从事水务系

统节能降耗控制技术、智能水务与智能城市平台建设、环境能源系统大数据、污水资源化资

源等方面的研究，主持重要国际合作项目 10 余项，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 10 余篇。

开发推出的 DOSCON 智能控制产品，为挪威水务行业节能降耗做出突出贡献。 

5．校内师资 

李一凡教授  博士生导师，哈尔滨工业大学极地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国际持久性有毒物

质联合研究中心（IJRC-PTS）首席科学家和常务副主任，北极环境与生态国际联合研究中

心（IJRCAEE）首席科学家和常务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极地环境与生态专业委员会常

务副主任委员。李一凡博士是北极理事会北极检测与评估计划工作组（Arctic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Programme, AMAP）- 污染与气候变化专家组成员，协助创建北极大学联盟在 8

个北极国家之外的唯一区域中心“北极大学联盟- 哈尔滨工业大学培训中心”并担任主任。发

表 240 多篇论文，H 指数为 44。连续 5 年成为爱思维尔发布的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入选者。 

马军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环境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水处理工艺理论与技术方面的

研究与教学工作。入选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被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留学回

国人员。曾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 项、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黑龙江省发明一等奖 2

项、省长特别奖、长江学者成就奖等。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际“居里夫人”一等博士

后科学基金、国家一等博士后科学基金、国氏博士后奖励基金等。先后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863 项目、973 子项目、国家十一五水专项子课题以及一批省部级重点项

目和多项国际合作项目。 

冯玉杰教授  博士生导师，环境学院常务副院长。2002 年黑龙江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2003 年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入选人员。2004 年黑龙江省十大杰出青年称号获

得者。2011 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主要从事污染防治中功能材料的研究开发与

应用研究，环境生物技术研究。 



邢德峰教授  博士生导师，环境学院副院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主要从事污染物生物转化与能源化、环境微生

物功能基因组学，环境生物修复等方面研究。 

三、相关信息 

1．招生条件：报名学员要求有足够的英语储备基础，通过国家英语 4 级考试，可以较流利

的进行英语书写、交谈及报告，以便与外教进行科研沟通、探讨。 

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刘丽艳 13206565863，姜思领 15114558163；E-mail：IAS_HIT@163.com 

（更多信息请登录 http://uarctictc.hit.edu.cn/international/2020/0512/c11691a238803/page.htm） 



“印记哈尔滨·城市循踪”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 年云端国际暑期学校介绍 

项目简介 

哈尔滨工业大学（简称哈工大）始建于 1920 年，是首批进入国

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建设的若干所大学之一，也是 C9 联盟

成员之一。秉承“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以学生为中心，注

重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造就了大批工程实践能力强、具有团结

协作精神的创新型人才。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有着国内最早建立的建筑学科。多年来

一直坚持自身特色办学，以培养国际一流建筑设计卓越人才为目标，

正走在迈向世界一流建筑学院和国际一流学科的发展道路上。 

“印记哈尔滨”国际暑期学校创建于 2016 年，以哈尔滨独特的

城市环境和历史文化为载体，为来自海内外知名院校的优秀学子提供

兼具人文素质提升和专业能力培养的盛宴。“印记哈尔滨”至今已举

办四届，收获良好成效，取得不俗反响，成功地将其塑造为多专业、

多领域协同工作、共同学习的平台，为来自不同高校的学子，从专业

角度认知并感悟哈尔滨这座中国北方的历史文化名城提供良好契机。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将采用云端线上授课模式，以建筑设计工作营

为主线，邀请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教授、米兰理工大学教授等海外

知名学者，同国内优秀教师团队共同担任设计工作营指导教师，为学

员进行线上指导。本届国际暑期学校的授课教师，以哈尔滨城市历史

街区研究为主要课程载体，在体验北国冰城哈尔滨建筑魅力的同时，

尝试在新技术手段下进行建筑设计的创新。与此同时，通过多所国际

名校名师授课，增强学生的专业素养，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 



项目时间 

2020 年 6 月 29 日-2020 年 7 月 10 日 

项目安排 

1．教学内容 

本次暑期学校的教学内容由授课、讲座、设计工作营三大板块组

成。 

授课板块：将由国际知名历史学教授主讲，从不同主题，梳理与

阐释西方现代建筑历史的本质。 

讲座板块：由多位专家学者共同为学生作主题报告。 

设计工作营板块：4 个面向不同专业水平和学习需要、主题不同

的联合设计工作坊，由各具特色的六组指导教师团队担纲。 

具体内容见下表： 

课程 课程内容 负责教师 
学
时 

学
分 

授课 
西方现代 

建筑理论专题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Herman van Bergeijk 教授 
16 1.0 

讲座 
世界 

建筑漫谈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 Gian Luca 教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化建筑设计研究小组
专家学者，SHDT 寿恒建筑总建筑师陈寿恒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张纹韶教授 

 西澳大利亚大学设计学院 Romesh 

Goonewardene 客座教授 

 McNeel Asia 技术支持，Rhino 中国技术支持
与推广中心负责人，Shaper3d（西普设计咨
询）联合创始孙伟 

5 0.5 

设计 

工作
营 

“数字创新”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化建筑设计研究小组专
家学者、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客座教授陈寿
恒及其团队，哈工大建筑学院建筑系一年级教学
组长于戈副教授 

36 1.5 “设计建造”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化建筑设计研究小组专
家学者、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客座教授陈寿
恒及其团队，哈工大建筑学院建筑系一年级教学
组长于戈副教授 

“城市再生”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 Gian Luca 教授、哈工大建
筑学院建筑系张宇副教授 

“参数化城市
设计” 

西澳大利亚大学设计学院 RomeshGoonewardene

及其团队，哈工大建筑学院建筑系叶洋博士 



2．拟授课海外教师背景介绍 

（1）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 Gian Luca 教授 

Gian Luca Brunetti 教授来自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在连续多年及

最新（2017-2018）QS 世界大学排名上，米兰理工大学在工程与技术

领域名列世界第 17 位，其中建筑学全球第 9 位。Gian Luca Brunetti

教授的教学活动主要集中在建筑构造和气候设计上。以此为重点，该

教授同时拥有理论课程和建筑实验室研究工作。除日常教学之外，他

长期坚持与学生一起开办设计-建造工作室来建造实验建筑进行科学

研究。其研究活动主要是基于建筑模拟研究与应用，最擅长熟练的工

具是 ESP-r 仿真平台和 Radiance 照明仿真平台，同时也应用 Energy 

Plus 进行研究。关于建筑构造的研究，Gian Luca Brunetti 教授目前正

在设计适用于改造现有屋顶的光伏电池板支撑系统的原型，同时在米

兰理工大学从事欧盟地平线 2020 国际合作计划的框架研究。 

（2）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Herman van Bergeijk 教授 

Herman van Bergeijk 教授是资深的建筑历史与理论领域专家，

1995 年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建筑与城市规划先

驱 W. M. Dudok。教授自 1997 年开始教学生涯，曾在美国、意大利

等多所大学执教。2004 年起执教于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历史

与理论专业。教授已发表近 100 篇高水平学术论文，出版理论专著

30 余部，世界各地讲学 40 余次，主持 10 多项国际科研项目，同时

也是世界顶级刊物《Eigenbouwer》的资深编者。 

（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化建筑设计研究小组专家学者，

SHDT 寿恒建筑总建筑师陈寿恒 

陈寿恒先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化建筑设计研究小组专家，

是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数码建筑学术委员会创会委员。目前担任



SHDT 寿恒建筑总建筑师，2014 年被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客

座教授。他曾先后任职于世界建筑设计大师西撒－佩里（Cesar Pelli）

和加拿大建筑设计泰斗杰克-戴尔蒙特（Jack Diamond）的建筑设计事

务所，设计和建造了多个国家级地标性项目，荣获超过 12 项国际和

国内设计大奖，出版学术专著《数字营造》。他作为数字化建筑设计

专家学者，曾受邀到美国，加拿大，德国、阿联酋等国的多个国际知

名会议发表研究成果，研发了包括 RHIKNOWBOT 和高层参数化形

变系统等高尖端的数字化建筑设计系统。 

（4）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张纹韶教授 

张纹韶博士，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Associate Professor，哥伦比亚

Los Andes 大学客座教授、英国国家标准（结构用材设计标准）委员

会委员，日本京都大学客座副教授，长期从事高层木结构建筑设计、

节点连接、结构设计、材料老化性能等方面的研究与开发。发表相关

学术论文 10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60 余篇，专著 3 部。同时也是国

际建筑、土木工程等相关领域近 10 家知名期刊的稿件编委。 

（5）西澳大利亚大学设计学院 Romesh Goonewardene 客座教授 

Romesh Goonewardene，澳大利亚城市设计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Felix 实验室主任。其研究注重于新建筑工具、软件和数据分析对城

市设计、公共空间、住房和制造业的影响。Romesh 教授一直参与建

筑教育在世界各地教育网络发展的，在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印

度和斯里兰卡都多次参与课程和联合设计。 

相关信息 

1.招生条件：大二、大三、大四年级建筑学及其相关专业本科生； 

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刘老师，电话：0451-86281135，E-mail：

liuying01@hit.edu.cn 



“AI 赋能，智创未来”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 年云端国际暑期学校介绍 

一、计算学部简介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建于 1956 年，是中国最早的计算机专业之一，

已走过了 64 年的辉煌历程。1957 年率先培养研究生；1957 年研制出第一台数字

计算机。1985 年，成立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1995 年，计算机应用学科被确定

为国家“211工程”建设重点学科；1999 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被确定为“985

工程”的重点建设学科；2000 年，成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2018 年，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学科入选“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 

为进一步加快我校“双一流”建设，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打造国内领先、

世界一流的计算学科群，2020 年 3 月，哈尔滨工业大学正式组建计算学部。计

算学部下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并统筹威海、深圳校区计算机学院。学部按照一校三区“统一规划、统一标准”

的要求，跨校区建设，探索一校三区计算学科群“共建、共享、互通、互补”的新

机制，开启哈工大计算学科发展的崭新里程。 

目前，学部共有教师 144 人。其中，共享工程院院士 3 人，国家千人计划、

杰出青年等高端人才 15 人；国家教学名师 1 人，省教学名师 4 人；国家优秀教

学团队、教育部创新团队、国防创新团队各 1 个。拥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实验室 2 个，省部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9 个。 

人才培养一直是计算机学科的优势与特色，所培养的学生以业务素质高、基

础扎实和能力强而享有盛誉，并被业界称为“哈工大人才培养现象”。60 余年来，

计算机学科累计培养了 5000余名博士生、13000余名硕士生、16000余名本科生。 

毕业生代表有王天然院士、方滨兴院士、高文院士、怀进鹏院士，陈熙霖等 6 位

杰青，以及一大批计算机领域杰出人才。培养的一批毕业生成为国家级计算机研

究所所长、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及系主任等；还培养了一批知名的企业人才，如

阿里安全副总裁杜跃进、百度副总裁王海峰、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明等。 

 

 



二、云端国际暑期学校时间 

2020 年 7 月 6 日-2020 年 7 月 17 日 

三、国际暑期学校教学安排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包括在线课程教学、在线学术讲堂两个环节。 

在线课程教学：包括“Graphical Models and Probabilistic Inference”、“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for Big Microbiome Data Analysis”和“Multi-Agent and 

Multi-Robot Systems”三门课程。 

在线学术讲堂：多场由我校知名学者、专家主讲的主题学术讲座，让同学们

在学习专业知识，领略前沿技术的同时快速了解哈尔滨工业大学，了解计算机科

学发展趋势，并对相关领域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与此同时，还将组织安排丰富多彩的云端参观和交流活动，竭力为学生呈现

一个精彩、丰富、有收获的云端国际暑期学校。 

详细安排见下表：  

环节安排 具体内容 负责教师 学时 学分 

课程讲授 

（三选一） 

 Graphical Models and 

Probabilistic Inference 

Prof. Gaurav Sharma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16 1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for 

Big Microbiome Data Analysis 

Prof. Xiaohua Hu 

Drexel University 
16 1 

 Multi-Agent and Multi-Robot 

Systems 

Prof.Francesco Amigon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Milan 
16 1 

学术讲堂 

坚持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发展 

李生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学部教授 

ACL 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4 

1 

物联网与智能感知概述 

刘劼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学部教授
IEEE Fellow 

4 

网络空间安全问题与挑战 

张宏莉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学部教授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 

兼计算学部副主任 

4 

迈向智能化与生态化时代的 

互联网服务计算 

王忠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学部教授 
4 



四、课程及师资介绍 

1.课程名称：Graphical Models and Probabilistic Inference，16 学时 

主讲教师及介绍：Gaurav Sharma 教授，IEEE FELLOW，罗切斯特大学计算

机科学、生物统计学、计算生物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卓越科学数据科

学领域的杰出研究员。Gaurav Sharma 教授于 1992 年获在印度科技学院获得通信

工程硕士学位，1995 年在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获得应用数学硕士学位，1996 年

在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获得电子计算机工程专业博士学位。于 2003 年 8 月开始

在罗切斯特大学任职，2008 年 7 月担任电子成像系统中心主任，2009 年 7 月担

任新兴和创新科学中心主任。主要的研究方向为彩色成像/图像处理、多媒体安

全、生物信息学/基因组信号处理等。在这些领域中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并得到世

界各地同行的认可。曾担任施乐研发技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彩色成像研发的项

目负责人，拥有 52 项专利。Sharma 教授是 IEEE 、SPIE、 IS&T FELLOW。他

也是 Sigma Xi，科学研究协会、Phi Kappa Phi 和 Pi Mu 荣誉学会的当选成员。 

Gaurav Sharma 教授在罗切斯特大学负责信号图像处理、数字彩色成像、信

息理论和通信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工作。主讲课程包括信息论、数字通信、

概率模型的推断和估算、实时信号处理组合等。 

课程简介：图模型为机器学习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框架，允许不同的因素有效

地表示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使使用有原则的概率方法进行推理和参数估计。这

门课会提供图模型的介绍，这些模型已成为机器学习在计算机视觉、图像/视频

处理、模式识别和分类、通信与纠错编码，生物信息学等多个不同领域的应用的

标准工具。整个课程中使用其中一些应用程序以演示图模型在实践中的应用。本

课程旨在为学生提供推理的基础以及使用概率模型进行估算的能力。 

2.课程名称：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for Big Microbiome Data Analysis，

16 学时 

主讲教师及介绍：Xiaohua Hu 教授，系美国德雷塞尔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

院教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视觉与决策信息中心创始副主任，国际期刊 Data 

Mining and Bioinformatics、Granular Computing、Rough Sets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创始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数据挖掘、社交媒体分析、生物信息学等。2001 年

获 IEEE 数据挖掘杰出服务奖；2004 年获 IEEESymposium o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in Bioinformatics and Computational Biology 最佳论文奖；2005 年获

http://www.inderscience.com/browse/index.php?journalID=189
http://www.inderscience.com/browse/index.php?journalID=189
http://www.inderscience.com/browse/index.php?journalCODE=ijgcrsis
http://www.inderscience.com/browse/index.php?journalCODE=ijgcrsis


NSFCareer Award；2007 年获人工智能国际会议最佳论文奖和 IEEE 生物信息学

和生物工程杰出贡献奖；2010 年获 IEEE 粒计算杰出贡献奖；2013 年获 IEEE 生

物信息学与生物医学国际会议最佳学生论文奖。 

课程简介：生物信息学研究生物信息的采集、处理、分析和解释，通过综合

利用生物学与计算机科学的方法揭示大量而复杂的生物数据所隐含的生物学奥

秘。本课程聚焦微生物大数据分析，学习所需的机器学习算法并开展相应的实验。

首先介绍微生物大数据挖掘与分析的基本原理，学习生物大数据可视化的基本技

术（主坐标分析 PCoA、进化树 phylogenetic tree、t-SNE 聚类算法等）；学习微

生物大数据的分类方法，包括 NMF、随机森林、深度学习等在该领域的应用，

以及特征选取和生物标志物发现方法等；学习微生物交互网络的预测技术，包括

相关性和相似性分析、高阶关系推断、基于网络的关联性预测、微生物交互网络

分析等方法；利用文本挖掘技术进行微生物关系的识别，包括细菌实体识别和细

菌关系抽取。 

3.课程名称：Multi-Agent and Multi-Robot Systems，16 学时 

主讲教师及介绍：Francesco Amigoni 教授，系米兰理工大学教授，IEEE 高

级会员，AAAI 会员，AI*IA 会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自主移动机器人、多主体系

统等。2005 年获意大利人工智能协会青年研究人员“马尔科·索马维科”人工

智能奖；2009 年获 IAT 最佳学生论文奖；2012 年获机器人世界杯救援模拟联赛

虚拟机器人大赛冠军；2015 年获 Water Resource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期刊

最佳研究论文奖；2016 年获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Issues with Deployment of 

Emerging Agent-Based Systems 最佳论文奖；2017 年获 ISOCS/IEEE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lfaction and Electronic Nose 最佳论文奖；2018 年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Autonomous Systems 最佳论文提名。 

课程简介：智能体可被看作一个具有感知外部环境和自主 AI 能力的软件/

硬件实体，而多智能体系统是一个在特定环境中进行交互的多个智能体所组成的

计算系统，通过独立决策和彼此之间的协作完成特定任务。为实现通用智能，

AI 智能体必须学习如何在开放环境中与其他智能体进行互动。该类系统广泛存

在于自动驾驶、机器人足球、智能家居和养老、智能仓储管理等典型场景中。本

课程介绍多智能体和多机器人系统的定义和结构、多智能体与多机器人的基本互

动形式（包括任务分配，协调等）、多智能体系统的分布式约束优化算法（包括



问题定义、完全和近似算法设计等）、多智能体路径搜索算法（包括基于冲突的

搜索、不完全算法/协作式 A*算法等），最后，介绍相应的编程框架和具体应用

场景。 

五、相关信息 

1.本次国际暑期学校面向海外合作院校和国内知名高校招收相关专业（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安全、生物信息学、

通信工程、自动控制、电气工程等）大二、大三年级本科生。由于课程为英文授

课，需要学生具备较强英文听说能力。 

2.在课程教授环节中，三门课程选择一门进行修读，获得 1 学分。 

3.联系人：郑老师，电话：0451-86403509，E-mail：707068838@qq.com 

文老师，电话：0451-86413309，E-mail：wen_qi@hit.edu.cn 

金老师，电话：0451-86418711，E-mail：jinshuo@hit.edu.cn 

mailto:jinshuo@hit.edu.cn


“哈尔滨档案-城市历史与文化对话”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年云端国际暑期学校介绍 

一、项目简介 

外语国际暑期学校主要依托外国语学院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心开展。该中心是国内成立

最早、出版专著最早、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最早、在国内外该领域影响较大的研究机构之一。

中心前主任贾玉新教授曾任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副会长和会长、国际跨文化交际学会主席

（总部在美国）（2007-2010）。宋莉教授曾任国际跨文化交际学会主席（2011-2013），现任

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副会长、国际跨文化交际学会主任理事。该中心在中国学会与国际学会、

中国学者与国际学者学术合作与交流、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与国际接轨方面发挥了重大作

用。中心研究成果在国内外该学科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目前作为中方参与院校之一，与比利

时鲁汶大学、英国杜伦大学等高校共同承担欧盟伊拉莫斯+项目“RICH-Ed”(中国高等教育

跨文化教育资源研究)。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充分利用外国语学院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最新成果，跨文化交际、国别

研究、中国文化方面的优质课程资源，以及国内外知名学者的授课和讲座，通过深度合作和

资源共享，打造外语国际暑期学校的品牌，提升学校和外国语学院的影响力。 

主题立足地方文化，拓展国际视野。本次外语国际暑期学校的主题为“哈尔滨档案—

—城市历史与文化对话”。与中国其它古城相比，哈尔滨城市历史很短，却体现了多民族的

融合与多元文化的碰撞。这个城市以其包容的心态，融入了他国文化的特质。无论是其城市

历史，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当下发展，都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城市风貌。项目通过课程、讲座、

体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的方式，以一所大学的发展了解一座城市；以一座城市

的历史变迁与生机勃发，了解当今中国的过往与未来。 

体验式教学拓展文化知识、强调浸润与融合。在教学与体验过程中，兼顾中西方文化

的学习，领略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实现文化间的对话，寻求文化间性

（interculturality）；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思辨能力。 

知名学者引领文化之旅，重视思维训练。暑期学校邀请国内外文化研究、文学研究、历

史研究领域著名学者，全英文授课。学生在学习文化的同时，获得沉浸式（immersion learning）、

基于内容的（content-based）英语学习机会。 

朋辈开展互助学习、促进全人培养。暑期学校中，来自不同学校、不同文化背景的学

生在聆听课程、讲座的同时，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活动中产生思维的碰撞。在共同完成文

化探险的过程中，在教师的引导下，增强跨文化意识，进而发展理解其他文化的包容心，达

到提升国际化视野的目的。 



二、时间安排 

2020 年 7 月 6 日-2020 年 7 月 16 日 

（注：因国外教授和中国有时差，具体授课时间可能会调整） 

三、课程安排 

本次暑期学校教学内容由授课、讲座和云端实践教学三大板块组成，其中课程 2 学分，

讲座和实践教学 0.5 学分。 

1.课堂教学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共安排 2 门课程，每门课程 16 学时，1 学分。具体介绍如下： 

课程 1：全球化世界中的跨文化对话 

授课教师：Edwin McDaniel  

在数字革命的推动作用下，全球化时代使国际社会急剧变得紧密。现如今，商业活动、

第一周 

星期一 

6 日 

08:30-11:30 开学式+云端参观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史馆 

13:30-15:30 学术讲座 1 

星期二 

7 日 

08:00-09:45 授课 I-1 

10:00-11:45 授课 II-1 

13:30-15:30 学术讲座 2 

星期三 

8 日 

08:00-11:45 授课 I-2 

10:00-11:45 授课 II-2 

13:30-17:30 体验式学习 1 

星期四 

9 日 

08:00-09:45 授课 I-3 

10:00-11:45 授课 II-3 

13:30-17:30 体验式学习 2 

星期五 

10 日 

08:00-09:45 授课 I-4 

10:00-11:45 授课 II-4 

13:30-17:30  

第二周 

星期一 

13 日 

08:00-09:45 授课 I-5 

10:00-11:45 授课 II-5 

13:30-15:30 授课 I-6 

15:45-17:30 授课 II-6 

星期二 

14 日 

08:00-09:45 授课 I-7 

10:00-11:45 授课 II-7 

13:30-15:30  

星期三 

15 日 

08:00-09:45 授课 I-8 

10:00-11:45 授课 II-8 

13:30-17:30  

星期四 

16 日 

08:00-11:45 团队合作项目展示 

13:30-15:00 团队合作项目展示 

15:30-16:00 结业式 



媒体素材和游客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跨越国界。不同国家的个人和组织共同组建合资企业，构

建战略安全与贸易联盟，共同应对影响全球共同利益的问题，合作应对人道主义灾难，已成

为普遍现象。当代全球社会要求外交官、企业领导人和国际经理人具备文化能力和有效的跨

文化沟通技巧。 

本课程将结合当代中国日益国际化的背景，向学生介绍文化、交际和跨文化交际的基本

概念，其中涉及跨文化互动的主要理论观点，以及交流和文化在不同的语境下的作用。以下

是一些具体的讨论话题:全球化世界中的当代中国、文化与传播概论、文化价值类型、中国

的文化价值观、跨语境的中国文化、比较跨文化实践与沟通模式 

本课程将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包括讲课、互动模拟、案例分析和小组作业。 

学时：16 学时 

考核方式：学习报告及平时成绩。 

课程 2：城市与历史：在云端探索世界上历史文化名城 

授课教师：Charles Lock 

本课程由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著名教授查尔斯•洛克以描写各个城市的文学作品为切入点，

探索城市历史和文学作品之间的互动。洛克教授也将带领学生在云端浏览哥本哈根、巴黎、

伦敦、罗马等耳熟能详的名城。了解这些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其之所以成为历史文化名城背

后的各种决定性因素。课程以小视频、云直播等形式，让学生跟着大师去解读历史，领略风

光，分析人文风情背后的文化因素。 

学时：16 学时 

考核方式：学习报告和平时成绩。 

2. 讲座与云端实践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共安排 2 次讲座，每个讲座 2 学时；2 次云端实践活动，每次 2 学时。

共计 8 学时，0.5 学分。具体介绍如下： 

讲座 1：从“仁”出发，会通古今中外文化与文明智慧，行命运共同体之大道 

主讲人：贾玉新 

学时：2 学时 

考核方式：学习报告 

21 世纪全球化的今天，人类从未有像今天这样强大，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脆弱，也因此

从未像今天这样彼此连接、相互依存。跨文化交际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正在面临前

所未有的挑战。全球人共系同一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或者选择和谐相处，或者选择

一起消亡。我们深信，唯有命运共同体才能拯救世界。天下人唯有通过平等的跨文化交际和

对话实现和谐相处、共生共存、共同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确保人类生存，才能

维护人类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 

在现代化向全球化转变的二十一世纪，我们必须跨越文化、跨越国界、跨越时代、跨越



东西方界限，乃至人类自身的边界。只有放眼观宇宙，以全部人类历史和整个地球为背景，

对人类发展方向，不仅从人类的立场加以定位，而且在宇宙的视野下加以定位，这要求我们

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超越现代主义，唯此，我们才能准确地预测全球文化在 21 世纪的

发展方向。我们应当超越人类中心论，以重新获得生命力的儒家“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的宇宙观为视野，在 21 世纪，实现以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跨文化交际教育。我们主张应从

“仁”出发，走跨文化交际、尤其跨文化对话之路, 欣赏、欢庆并接受差异，化解对立和冲

突，会通古今中外文化和文明智慧，行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大道。 

讲座 2：哈尔滨犹太人社区历史研究 

主讲人：Mara Moustafine 

该讲座追溯哈尔滨犹太人社区的发展历史，结合小说《哈尔滨档案》的内容，探寻哈尔

滨城市文化的特点，犹太文化与哈尔滨文化的交融，通过历史记忆，呈现中华文化的特质，

及其对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际活动的重要启示作用。 

学时：2 学时 

考核方式：学习报告 

云端实践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共安排 2 次云端体验式学习，使学生通过系列教学探索活动，增进对

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城市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增强自我认知和对中华文化多元化、开放

包容、家国情怀等民族特点与身份的认知和认同，培养国际化视野与全球公民意识，同时提

升学生的跨文化思辨能力和探索学习的能力等。 

实践 1：在哈尔滨的历史博物馆中拓展跨文化能力 

讲解与实践：曹云峰 

①从一所大学了解一个城市：哈工大校史馆 

目的：了解哈工大的建立与发展历程，以哈工大的成长历程了解哈尔滨城市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发展史，感受哈工大的传统与精神，增强为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奋斗的决

心与责任感。 

②拓展人与空间的连接：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保护街区 

目的：体验哈尔滨城市的国际化、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创新进取的城市精神，通过云

端考察，反思城市历史和建筑环境对生活方式的影响，增强民族文化认同，促进对城市可持

续性发展与环境关系的思考。 

实践 2 ：体验哈尔滨城市文化，构建个人与历史、文化、世界的关联 

讲解与实践：宋莉 

①发现一个族裔的历史，见证多元文化碰撞：犹太墓和犹太人纪念馆 

目的：了解哈尔滨城市历史和犹太人与哈尔滨城市及哈尔滨人的深厚情谊。在与 731

侵华部队陈列馆的对比和反思中感悟并学习仁爱、开放、包容、和谐的哈尔滨的城市品格与



传统，并学习将其应用于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交往中。 

②探索文明进程，鉴赏人类瑰宝：金上京遗址 

目的：了解金上京的历史，见证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的发展，加强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

知，提高民族文化认同和对中华文化多元化的认识与理解。 

四、授课教师详细介绍 

（1）埃德温·麦克丹尼尔（Edwin McDaniel） 

埃德温·麦克丹尼尔教授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现在圣地亚哥州立

大学和北京汇丰商学院深圳校区任教。麦克丹尼尔博士是 8 本跨文化交际教材的合著者/联

合编辑，其文章和专著已经在中国、韩国、日本、台湾以及美国出版。曾任日本爱知淑德大

学跨文化交际学教授，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日本 ICU 基金会访问学者。麦克丹尼尔博士还

拥有历史学硕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和东北亚地区。在开始学术生涯之前，麦克丹

尼尔博士曾在政府工作，有在 40 多个国家工作、旅行和生活的经历。 

（2）查尔斯•洛克（Charles Lock） 

查尔斯•洛克教授 1982 年获得牛津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此后分别在多伦多大学

和哥本哈根大学任教，主要从事英语文学研究，著述颇丰，出版专著一部，发表学术论文

300 余篇，担任四本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 

（3）玛雅•穆斯塔芬（Mara Moustafine） 

玛雅•穆斯塔芬为澳大利亚知名作家，主要致力于研究和发表关于澳大利亚犹太人移民

历史方面的著作，曾发表《哈尔滨档案》等著名获奖著作，对 20 世纪初到 50 年代哈尔滨的

城市历史和移民历史有着丰厚的研究经验。玛雅•穆斯塔芬曾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语

言培训中心主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澳大利亚作家协会会员、

悉尼移民仲裁委员会成员。 

（4）贾玉新 

贾玉新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是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科创始人之一，曾先后在

国际跨文化交际研究学会和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任副会长和会长。曾任黑龙江省学术委员会

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分会副会长。多年从事跨文化交际、社会语言学、心

理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在国内外及全球出版有影响的专著两部：为我

国跨文化交际学科奠基之作在我国和美国出版，突破传统西方理论框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全球公民为目标、以儒家“人类宇宙”论为视域的新著在我国和全球出版发行。是上海外

语教育出版社跨文化交际丛书编委会主任，引进跨文化交际经典著作二十余部, 国内外发表

论文四十余篇。贾玉新教授是国内外几个学术刊物的编委和顾问，在国内和美国、日本等几

个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讲授跨文化交际和社会语言学等课程。为表彰贾玉新教授的成就，国

际跨文化交际研究学会和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先后为他颁发了“终身成就奖”。 



（5）宋莉 

宋莉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跨文化交际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

外国语大学博士，曾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学，在美国路易维尔大学讲授中国文化课程。主

要科研领域为跨文化外语教育、跨文化交际学和社会语言学等。提出并倡导跨文化交际法英

语教学，侧重语言文化和交际的交界面及跨文化对话性的研究。近年研究重点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框架下的中国文化智慧对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际学科体系建设及跨文化交际教育范式

转型的重要价值，语言与社会文化实践、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跨文化本质与路径等。主持完成

国家社科基金“中国高校英语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认知与实践”等项目, 在国内外专著、期

刊和会议上发表相关成果数十篇，出版相关教材与编著多部。目前主持与参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框架下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研究”（省哲社科专项）和中欧合作的“中国高等教育

跨文化教育资源研究”（Erasmus+ RICH-Ed Project）等研究。学术兼职：曾任国际跨文化交

际学会（IAICS）主席、现任主任理事，曾任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CAFIC）秘书长、现任

副会长，兼任 ICS、ICR、Asian Englishes 和《跨文化研究论丛》等期刊编委和评审等。 

（6）曹云峰 

曹云峰，哈尔滨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研究工作，

编有《哈工大追梦人》等 4 种图书，发表《博物馆视角下的哈工大工程教育发展历程》《高

校展馆，在历史的见证中传承文化》等十余篇研究哈工大历史文化的文章，参与完成哈工大

校训石、航天馆等多处标志性校园文化景观建设，多次在全国高校博物馆建设研讨会上做主

旨发言。2014 年开始涉足对中东铁路和哈尔滨城市历史的研究，开设《风雨中东路》选修

课，以风趣幽默的讲授和实地教学风格，受到学生的喜爱。 

五、相关信息 

1.招生条件：中国学生英语水平 6 级以上，国外学生要求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选修

过汉语以及中国文化相关课程。 

2.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夏丹（13796024634 ，E-mail：xiadanhit@126.com），李婷

（13845080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