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爾濱工業大學 

2022 年線上國際暑期學校 

哈爾濱工業大學坐落於“盛夏避暑天堂”的冰城夏都哈爾濱

市，2022 年夏季學期將繼續舉辦不同主題、特色鮮明的線上國際

暑期學校，分別聯合各自領域國際知名教授，講授專業前沿知識，

與來自國內外優秀本科生探究學術前沿問題，在專業熱門領域進

行探討交流、合作創新。 

哈爾濱工業大學 2022 年線上國際暑期學校共舉辦七個主題

項目，詳細信息如下： 

序號 項目主題 舉辦時間 舉辦方式 

A 智能通信技術賦能物聯網 7.11-7.24 

線上授課 

+講座 

B 智能機器人 6.30-7.15 

C 電氣智慧，驅動未來 6.27-7.8 

D 智能土木與智能建造 6.21-7.4 

E 印記哈爾濱 城市循蹤 6.19-7.1 

F 哈爾濱檔案-城市歷史與文化對話 6.27-7.8 

G 北極生態環境-全球氣候變化的哨兵 6.27-7.10 

 

報名及有關事宜： 

1. 各項目主題均有具體的招生要求，詳情請參閱項目簡介； 

2. 每名學生只能報名參加 1 個項目，全程英文授課； 

2.報名同學需提供證件照片，用作出具正式成績單； 

3.報名截止後，各主題項目負責教師會通過建立微信群組方

式直接通知學生後續上課事宜，請在報名時提供微信號碼； 



“智能通信技术赋能物联网”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2 年国际暑期学校项目介绍 

一、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介绍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始建于 1959 年，设有“信息与通信工程类”一个大类

招生专业，包括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对抗技术、遥感科学与技术、电

磁场与无线技术五个专业。设有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及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二

级学科。2007 年通信与信息系统二级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信号与信息处

理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2017 年教育部双一流学科评估 A-，同年作为哈尔滨工

业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群、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入选世

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学院有教学科研人员等 151 人，教授 50 人、副教授 79 人，同时具有博士生

导师 63 人，硕士生导师 133 人。其中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双院

士刘永坦教授为我国著名雷达及电子信息系统专家，2018 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学院现有在校本科生 954 人，硕士研究生 379 人，博士研究生 255 人。 

结合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学院已经形成新体制雷达与对海探

测技术、空间信息网络、抗干扰数据链传输技术、移动通信系统与移动互联网、

航天测控和工业智能测试、空间对地观测信息处理、微波智能材料、毫米波/太

赫兹高分辨率成像技术等研究方向。作为宇航科学与技术、无线通信技术和信息

感知技术三个 2011 协同创新中心的重要成员，学院近五年来承担 973、863、自

然科学基金、国防类基础科研和校企合作研究等科研项目 500 多项，累计经费突

破 5 亿元；发表了 SCI 论文 400 余篇，授权专利 400 余项；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 1 项，中国专利奖银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省部级

A.



科技奖 30 余项，为国防装备建设和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奠定了

双一流建设的基础。 

2018 年，双院士刘永坦教授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刘永坦教授是

我国著名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与技术奠基人

和引领者。他领导和培育的创新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了新体制雷达研究，

技术成果“领跑”世界，成功实现工程应用，为我国筑起“海防长城”做出了

卓越的贡献，在保卫祖国海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国际暑期学校主题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主题为：“智能信息技术赋能工业互联网”，主要从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工业大数据等相关领域的前沿技术出发，通

过国际一流学者的系列课程和主题讲座，引导本科生了解先进信息和通信技

术领域最新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加深 5G、AI 以及工业互联网等技

术对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的理解，深入理解日益智能化的信息通信技术在

智能制造和人工智能时代给世界格局（政治、经济、文化等）和人类生活模

式带来的深远影响，培养本科生对未来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相

关交叉研究领域的兴趣。 

本次暑期学校的学术讲座部分将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电信学院、IEEE 

ComSoc Harbin Chapter 和 IEEE Communication Society 共同邀请学者，并组

织实施。 

             
  



三、 国际暑期学校学习和活动内容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从 2022 年 7 月 11 日开始，7 月 24 日结束，包括学术讲

座、课堂教学和创新实践三个环节，总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模块 内容 学时 学分 

学术 
讲座 

智能信息方向主题报告 Lajos Hanzo 
（院士） 

2 

2 

IRS 辅助的射频和光学无线通信 Robert Schober 2 

通信技术的发展与演进 Hsiao-Hwa Chen 2 

5G 物联网网络 Yonghui Li 2 

未来无线网络的能源自持性 Kun Yang 2 

建筑物的基本无线性能 Jiliang Zhang 2 

利用无线光纤传感系统 
进行人体传感 

Qingquan Sun 2 

引导新兴通信网络的经济学和博弈论 Lingjie Duan 2 

智能电网与未来能源-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Hongjian Sun 4 

面向 6G 和物联网的移动边缘计算 Yan Zhang 2 

基于 AI 的 RAN 服务优化 Tao Chen 2 

能量收集通信：理论与原则 Yunfei Chen 4 

基于遥感数据的变化检测 Tian JiaoJiao 2 

自动驾驶中的环境感知和建模 Shiyong Cui 2 

课程 
教学 

3D 视频信号压缩和通信 
国际前沿技术 

Wei Xiang 16 1 

实践 
创新 

无线电 GPS 信号源设计  32 2 

学时合计 学分合计 

80 5 

 



学术讲座学者及报告简介 

Lajos Hanzo is a professor of th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IEEE 

Fellow, IET Fellow, Member of the Roy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Foreign Member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Lajos Hanzo was 

the EIC of IEEE Press from 2008 to 2012; he also served as editor-in-chief 

and editor of several academic journals, such as the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the Wiley Journal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Mobile Computing, 

Elsevier PhyCom, etc. Mobile Computing, Elsevier PhyCom, etc. He has published 18 highly 

cited John Wiley - IEEE Press monographs on Anglo-American studies, totaling over 10,000. In 

total,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1800 articles in IEEE Xplore: more than 44,000 Google Scholar 

citations. In addition, Lajos Hanzo has received numerous honorary awards: FREng, 2004; FIEE 

2003; FIEEE, 2004; DSc, 2004; VC’s Teaching Award, 2006; IEE Signal. Proc. Distinguished 

Lecture; RAEng. Vodafone Lecturer 2007; WCNC’2007 Best Paper Prize; ICC’2009 Best Paper 

Prize; IEEE Wireless Technical Committee Achievement Award; IET Sir Monti Finniston 

Award; Fellow of the European Signal Processing Association 2011; Dr. Honoris Causa 2011, 

Budapest; WCNC’13 Best paper award;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Advanced Fellow 2012; RS 

Wolfson Fellow 2013; IEEE Radio Communications Achievement Award, 2013, IEEE VTS 

Avant-Garde Award 2014, Dr. Honoris Causa 2015, Edinburgh; IEEE VTS Avant-Garde Award 

2014; Foreign Member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16; EURASIP Papoulis 

Award’2018; IEEE ComSoc Education Award; Best Journal Paper Award’2019.  

Robert Schober, he (S'98, M'01, SM'08, F'10) received the Diplom (Univ.) 

and the Ph.D. degre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Friedrich-Alexander 

University of Erlangen-Nuremberg (FAU), Germany, in 1997 and 2000, 

respectively. From 2002 to 2011, he was a Professor and Canada Research 

Chair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 Vancouver, Canada. 

Since January 2012 he is an Alexander von Humboldt Professor and the 

Chair for Digital Communication at FAU. His research interests fall into the broad areas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Statistical Signal Processing. Robert 

received several awards for his work including the 2002 Heinz Maier Leibnitz Award of the 

German Science Foundation (DFG), the 2004 Innovations Award of the Vodafone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Mobile Communications, a 2006 UBC Killam Research Prize, a 2007 Wilhelm 

Friedrich Bessel Research Award of the 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 the 2008 Charles 

McDowell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Research from UBC, a 2011 Alexander von Humboldt 



Professorship, a 2012 NSERC E.W.R. Stacie Fellowship, and a 2017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Recognition Award by the 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Technical Committee. Since 2017, 

he has been listed as a Highly Cited Researcher by the Web of Science. Robert is a Fellow of the 

Canadian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 Fellow of the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Canada, and a 

Member of the Germa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rom 2012 to 2015, he 

served as Editor-in-Chief of the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 Currently, he serves as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and as VP Publications for the 

IEEE Communication Society (ComSoc). 

Title: IRS-aided RF and Optical Wireless Communication: Modeling,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Intelligent reflecting surfaces (IRSs) have the potential to transform both wireless radio 

frequency (RF) and free-space optics (FSO)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nto smart reconfigurable 

propagation environments. To realize the full potential of this new paradigm, careful 

physics-based modeling, scalable design, and efficient optimization techniques for IRS-assisted 

wireless systems have to be developed. In this presentation, we first consider IRS-assisted RF 

systems, for which we develop a physics-based model. Careful analysis of the proposed model 

reveals that large IRS with thousands of phase-shift elements are need to compensate for the large 

end-to-end path-loss introduced by the multiplication of the individual path-losses of the 

transmitter-to-IRS and IRS-to-receiver channels. For scalable optimization we partition the IRS 

unit cells into several subsets, referred to as tiles, which are optimized in two stages, namely an 

offline design stage and an online optimization stage. Subsequently, for IRS-assisted FSO 

systems, different options for realizing optical IRS are discussed. Then, we model the resulting 

geometric and misalignment losses (GML) of the end-to-end channel, where we take into 

account the impact of building sway. Models based on geometric optics and the Huygens-Fresnel 

principle are compared. Finally, promising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both IRS-assisted RF 

and IRS-assisted FSO systems are provided. 

Tao Chen is a research team leader on connectivity services and 

solutions at VTT Technical Research Centre of Finland, a honorary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Kent, UK, and an adjunct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 Finland. He has more than 2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He has led several EU and 

national research projects, covering various topics from cognitive radio, 

green communications, to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 and 5G radio access networks. Dr. Chen 



is technical editor of 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and IEEE Transactions on 

Cognitive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80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His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disaggregated RAN,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 for 5G mobile networks, AI for communications, dynamic spectrum access, energy 

efficiency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in heterogeneous wireless networks. 

Title: AI for RAN service optimization 

Radio access networks (RAN) have become extremely complex. For instance, in 5G networks, 

frequency bands are equally shared among 5G base stations, which makes the network-wide 

resource coordination very challenge. The use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t (AI)/machine learning 

(ML) can help manage this complexity. In the recent O-RAN initiative, the intelligence has been 

introduced as a native feature to support RAN control. This talk will include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will provide an overview on AI/ML for resource optimization problems in RAN. The focus 

of AI/ML algorithms will be on Markov decision process,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nd deep 

Q-learning. The second part will introduce the native AI/ML support under the O-RAN control 

framework. The state of the current O-RAN development will be examined, followed by the 

solutions to integrate the Open AI platform with O-RAN control framework. The details will be 

given on how to design AI/ML flow to support smart RAN services. Finally,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to apply AI/ML for RAN service optimization will be highlighted. 

Qingquan Sun is currently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Bernardino, 92407, USA. He received the Master and Ph.D. degrees in 

the field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a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Tuscaloosa, AL, USA in 2009 

and 2013, respectively. Dr. Sun’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intelligent 

sensing, machine learning and data sciences in cyber-physical systems. 

Dr. Sun has published around 20 IEEE journal/conference papers in his research fields. He also 

has led three NSF projects. Dr. Sun’s research has been supported by U.S. NSF, U.S. NIH, and 

other resources. He serves as an Associate Editor f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nsor and Sensing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s and Communications, and a Reviewer for 8 

IEEE Transactions/Journals.  

Title: Human Sensing with Wireless Fiber-optic Sensing Systems 

Human sensing covers the issues of detection, localization, count estim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activity recognition. Such issues can be solved by using behavioral biometrics. Behavioral 

biometrics, such as gesture, gait, walking trajectory, and speech rhythm, are advantageous in 

their tolerance of low sensory resolution, long sensing distance, and poo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Many applications in homeland security, energy efficient building, and healthcare 

require human sensing based on people’s behavioral traits. 

This presentation provides a framework of low-cost, low-data-throughput, fast-response solution 

for human sensing, which is based on binary wireless compressive sensing systems. Particularly, 

this presentation focuses on such a system based on fiber-optic sensors and walking trajectory 

biometrics. Integrated with compressive binary sensing technology, this system can perform 

human localization, tracking, and counting efficiently. 

Yunfei Chen obtained his Bachelor’s and Master’s degrees from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in China in 1998 and 2001, respectively. 

He obtained his PhD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in Canada 

in 2006. He is currently a Reader in the School of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in the UK.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wireless system design and analysis, UAV communications, energy 

harvesting communications, physical layer security, multiple-input-multiple-output, and 

statistical signal processing for communications in general. He served as editor for the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 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Letters and IEEE 

Communications Letters, as well as guest editors for special issues in various IEEE and 

non-IEEE journals. He was awarded exemplary reviewer for the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 IEEE Communications Letters and 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Letters 

between 2015 and 2017. He won the Best Paper awards from the IEEE ICCC 2016, VTC-Spring 

2017, ICNC 2018, WOCC2019 and WCSP2019. He has co-authored nearly 300 peer-reviewed 

journal papers and 100 peer-reviewed conference papers. In addition, he contributed chapters in 

four books published by the IET Press and Springer, as well as completed a single-authored book 

on energy harvesting communications recently published by Wiley. His total Google citation is 

8200. In 2020 and 2021, he was listed as Highly Cited Researchers by Clarivate and World’s Top 

2% Scientist by Standard University.  

Title: Energy Harvesting Communications: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Mobile devices rely on batteries for portable solutions. However, batteries often have a limited 

lifetime. Hence, mobile devices have to be stopped from time to time in order for their batteries to 

be recharged or replaced, causing considerable disruptions to mobile services. As a promising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energy harvesting can be used for sustained operation of the mobile 

devices. In energy harvesting, the mobile device is equipped with an energy harvester and thus, it 

can collect energy from either dedicated or ambient sources using light or radio signals without 

relying on any fixed batteries. This is suitable for many low-power wireless applications, 

including wireless sensing. In this talk, the main theories in energy harvesting communications 

will be discussed. These include energy harvesting methods, energy harvesting detection, energy 

harvesting estimation and other important parts of a communications system. Then, several 

important examples of using energy harvesting communications, such as energy harvesting 

relaying and energy harvesting cognitive radios will be discussed. The talk will focus on the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used in energy harvesting communications. 

Hongjian Sun (S'07-M'11-SM'15) received BSc and MSc degrees from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2005 and 2007, respectively, and the 

Ph.D.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K., in 2011. He held 

post-doctoral positions with King's College London, U.K., 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USA. Since 2013, he has bee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Durham, 

U.K., where he is now a Chair Professor, Director of Smart Grid Laboratory, 

and Fellow of Durham Energy Institute. He has authored or co-authored over 150 articles in 

refereed journals, conferences, patents and standards. Hi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1) smart 

grid: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2) smart grid: demand side management and demand 

response; and 3) smart grid: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integration. He is an Editor-in-Chief for 

IET Smart Grid journal, and an Editor fo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 He also 

served as a Guest Editor of the IEEE Communication Magazine and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 for several feature topics. He has secured a number of research grants from 

a variety of funding bodies and Industry (including EU H2020, UK EPSRC, UK BEIS, Innovate 

UK, GCRF networking, ERDF etc.), and led large research consortia involving Universities of 

Tubingen, Princeton, Klagenfurt, California, Heriot-Watt, Southeast (China),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e is also a Chartered Engineer and visiting Professorial Fellow i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itle: Smart Grid & Future Energy – Ho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will change our lives 

“Energy is the dominant contributor to climate change, accounting for around 60% of total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United Nations.Meanwhile, access to energy services plays a vital 

role in enhancing both a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uman’s quality of life. However, 



globally one in five people don’t have access to modern electricity. Eve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energy systems are going through rapid and substantial changes, due to the decarbonization 

need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Conventional centralized energy system design causes 

technical inefficiencies or failures. A few points in the energy network have large-scale 

generation, but when they fail the whole system fails. Smart grid technologies will be needed to 

better integrate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in various scales to provide reliable and stable power 

supply. Other energy systems, such as heat and transport, also need to be decarbonized, but this 

will cause more challenging issue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could 

improve the design and operations of such a system. This series of talks will cover fundamentals 

of smart grid and future energy technologies, together with a high-level summary of recent 

advances of using ICT in this system, e.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ockchain. 

Kun Yang (杨鲲) is a Member of Academia Europaea (MAE). He obtained 

his Ph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UK. He is currently a Chair Professor 

and the Head of Network Convergence Laboratory in the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Essex, UK. He 

is also an affiliated professor in UESTC, Chengdu. Before joining in the 

University of Essex at 2003, he worked at UCL on several EU research projects in the area of 

network management and context-aware services. Now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on 

wireless networks, future Internet architecture, data and energy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mobile edge computing (MEC), etc.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300 technical papers 

and filed 20 patents. He manages research projects funded by EU FP7/H2020, EPSRC, and 

industries such as British Telecom. He serves on the editorial boards of a number of IEEE 

journals (e.g., IEEE TNSE, ComMag, WCL) and is an IEEE ComSoc Distinguished Lecturer 

(2020-2021). He has been a Judge of the GSMA GLOMO (Global Mobile Awards) at WMC 

(World Mobile Congress) since 2019. He is on the panels of various EU and national funding 

bodies such as EU FP7/ERC, UK EPSRC and China’s NSFC, etc.  

Title: Energy Self-Sustainability in Future Wireless Networks  

The world is going wireless and mobile but not too much in energy transfer yet, at least not at a 

reasonably long distance. Researchers from both academia and industries have put much effort in 

achieving this goal. Starting from some introduction of the basics of wireless power transfer 

(WPT) covering its applications and principles the Talk moves on to a more exciting field of data 

and energy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DEIN), i.e., transmitting information and 



energy simultaneously and wirelessly. Some research outcomes from the speaker’s research 

group will be reported, including various aspects of DEIN and a prototype system. Then the Talk 

will introduce a new concept called energy self-sustainability (ESS) which is envisaged as an 

inherent service for future wireless mobile networks such as 6G. Discussions on how ESS can be 

achieved with the support of emerging 6G enabl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THz and RIS 

(reconfigurable intelligent surface) will also be briefly presented. 

Jiliang Zhang received the B.E., M.E., and Ph.D. degrees from the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China, in 2007, 2009, and 2014, 

respectively. He was a Postdoctoral Fellow with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rom 2014 to 2016, an Associate 

Professor with the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Lanzhou University from 2017 to 2019, and a researcher at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othenburg, Sweden from 2017 

to 2018. He is now a Marie Curie Research Fellow at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Sheffield, UK. His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wireless channel modelling, modulation system, relay system, vehicular 

communications, ultra-dense small cell networks, and smart environment modelling. He served 

as editor for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and Mobile Computing and Electronics.  

Title: Fundamental Wireless Performance of a Building 

Over 80% of wireless traffic already takes place in buildings. Like water, gas, and electricity, 

wireless communication is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utilities of a building. It is well 

known that building structur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building wireless networks. If we 

seek to achieve the optimal network performance indoors, the buildings should be designed with 

the objective of maximizing wireless performance. So far, wireless performance has not yet been 

considered when designing a building. In this talk, I will introduce a novel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 of building wireless performance (BWP) to a wide audience in both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building design, emphasizing its broad impacts on wireless network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and on building layout/material design. We first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BWP evaluation framework proposed in our state-of-the-art works and explain their 

interconnections. Then, we outline the potential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is exciting research area 

to encourage furthe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Lingjie Dua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Tenured) in the Engineering 

Systems and Design Pillar at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MIT.  He received 

Ph.D. degree in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2012. He received Bachelor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2008. During 2011, he was a 

visiting scholar in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s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Lingjie Duan has been actively working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ield 

“Network Economics”, by combining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game theory. He has used 

optimization and game theory extensively as both modeling languages and solution tools to study 

the cooperative or competitive interplay among various parties in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He received 2016 SUTD Excellence in Research Award, and in 2015 he received the 

10th IEEE ComSoc Asia-Pacific Outstanding Young Researcher Award. He was also the Finalist 

of Hong Kong Young Scientist Award 2014 under Engineering Science track. He has many 

highly-cited top engineering, business and AI publications. Among his recent publications, 5 

journal papers were classified as ESI Highly Cited Papers by the I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 

on Web of Science. He is an Editor of both IEEE Transactio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TWC). He is also 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He 

was also an Editor of IEEE Communications Surveys and Tutorials (COMST) from 2016 to 2019. 

He served as Guest Editor of IEEE Journal on Selected Areas in Communications (JSAC), 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and IEEE Transactions on Cognitive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He also served as the Co-Chair of Cognitive Radio and Networks Symposium of 

IEEE ICC 2019, the Workshop Co-Chair of IEEE WiOPT 2018, the Co-Chair of VTC 2017 

Future Trends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track, the Program Co-Chair of IEEE 

INFOCOM’2014 GCCCN Workshop, ICCS’2014 special session on Economic Theory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s Symposium of IEEE ICCC 

2015, the GCNC Symposium of IEEE ICNC 2016, and IEEE INFOCOM’2016 GSNC 

Workshop. He is also the Publicity Co-chair of IEEE WCNC 2017. He is a technical program 

committee (TPC) member of many leading conferences in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e.g., 

ACM MobiHoc, IEEE INFOCOM, SECON, ICC, GLOBECOM and WCNC). He is a Senior 

Member of IEEE. 

Title: Economics and game theory for guiding emerging communication networks  



I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wireless network operators to jointly optimize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cisions for business success. An operator's decisions may involve 

the choices and timings of technology adoptions, the amount of resources to invest, and the prices 

to set for his services. These decisions are coupled with each other and need to be jointly 

optimized, and such optimization will be challenging when the operator faces limited resources, 

immature technology, and market competition. 

This course or series or seminars introduces the models of microeconomics, game theory, and 

mechanism design from scratch, and gradually includes advanced applications of economics and 

game theory to emerging communication networks. The detailed topics include market 

mechanisms, user payoffs, operator profit maximization, welfare maximization, pricing, strategic 

games, pure and mixed strategies, Nash equilibrium, correlated equilibrium, backward induction, 

subgame perfect equilibrium, repeated game, Bayesian games, multi-agent mechanism designs 

(auction, pricing, contract), sharing economy, and distributed systems. It also provides guidance 

to student projects on applying network economics to research new problems in communication 

networks. 

Yonghui Li is a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Wireless Engineering 

Laboratory, in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He is the recipient of the prestigious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ARC) Queen Elizabeth II Fellowship in 2008 and ARC 

Future Fellowship in 2012. His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the area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Internet of Things, Wireless networks, 5G and 

wireless AI. He participated in $500million Australian national Smart Grid Smart City project, 

the world first large-scale demonstration project.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300 papers in IEEE 

journals and conferences. Several of his journal papers have been included in ESI highly cited 

papers. According to google scholar, his research works have been cited more than 12000 times. 

He is now an editor for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 and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He also served as a guest editor for several special issues of IEEE 

journals, such as IEEE JSAC special issue on Millimeter Wave Communications,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on Wireless AI, IEEE IoT Journal,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 IEEE Access. He received several best paper awards. 

Title: 5G IoT Networks  

Connected smart objects, platforms and environme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the next bi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enabling significant society change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entire 



physical world will be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referred to as Internet of Things (IoT). The 

intelligent IoT network for automatic interaction and processing between objects and 

environments will become an inherent part of areas such as electricity, transportation, industrial 

control, utilities management, healthcar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mining. Wireless 

networks are one of the key enabling technologies of the IoT. They are likely to be universally 

used for last mile connectivity due to their flexibility, scalability and cost effectiveness. The 

attributes and traffic models of IoT networks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convention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which are designed to transmit voice, data and multimedia. IoT access 

networks face many unique challenges that cannot be addressed by existing network protocols; 

these include support for a truly massive number of devices, the transmission of huge volumes of 

data burst in large-scale networks over limited bandwidth, and the ability to accommodate 

diverse traffic patterns and quality of service (QoS) requirements. Some IoT applications have 

much stringent latency and reliability requirements which cannot be accommodated by existing 

wireless networks.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 requir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wireless 

access technologies, underlying network protocols, signal processing techniques and security 

protocols. In this talk, I will present the IoT network development, architecture, key challenges, 

requirements, potential solutions and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in this area, particularly in 5G 

massive connectivity and uRLLC. 

Hsiao-Hwa Chen, Hsiao-Hwa Chen is currently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Science, Taiwan Cheng 

Kung University. He obtained his BSc and MSc degrees from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and a PhD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Oulu, 

Finland, in 1982, 1985, and 1991, respectively. He authored or 

co-authored over 400 technical papers in major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nd conferences, six books, and more than ten book chapters in the areas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He served as the general chair, TPC chair, and symposium chair for man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He is the founding Editor-in-Chief of Wiley’s Security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Journal. He is the recipient of the best paper award in IEEE WCNC 

2008 and the recipient of IEEE 2016 Jack Neubauer Memorial Award. He served as the 

Editor-in-Chief for 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from 2012 to 2015. He was an elected 

Member-at-Large of IEEE ComSoc from 2015 to 2016. He is serving as TPC Chair for IEEE 

Globecom 2019. He is a Fellow of IEEE, IET, and BCS. 

Title: To be orthogonal or not to be: CDMA technology revisited for B5G wireless 



B5G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face a lot of serious challenges. Massive connectivity plus severe 

shortage of radio spectrum pose a big issue to implement wireless-everything, and the ultra-fast 

data rate requirement makes energy per bit extremely low to meet the minimum SNR 

requirement. On the other hand, traditional OMA will no longer be capable to ensure a very short 

latency in B5G systems, which is critical to time-sensitive wireless services, such as autonomous 

driving, remote surgery, etc. CDMA as an important NOMA scheme will play its vital role in 

B5G systems in a context of next-generation CDMA technologies. In this talk, we will revisit our 

research works on the NG-CDMA and will showcase what we have done so far as an effort to 

develop the NG-CDMA technologies, which include innovative signature code design based on 

REAL approach, multi-dimensional CDMA, space time spread coding (STSC) for MIMO 

applications, column-wise complementary coded CDMA for channel frequency/time selectivity 

mitigation, development of general code-domain NOMA schemes, single code cyclic shift 

(SCCS) multiple access, frequency diversity assisted CC-CDMA systems, etc. 

Yan Zhang is currently a Full Professor with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cs, University of Oslo, Norway. He received the Ph.D. degree 

from the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He received M.S. and B.S from 

Beihang University and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respectivel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next-generation wireless networks leading to 6G, green and secure cyber-physical systems (e.g., 

smart grid and transport). Dr. Zhang is an Editor (or Area Editor, Senior Editor, Associate Editor) 

for several IEEE transactions/magazine, including IEEE Network Magazine, IEEE Transactions 

on Green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Network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 IEEE Communications Survey and Tutorials, IEEE Internet of Things Journal, IEEE 

Systems Journal, IEEE Vehicular Technology Magazine, and IEEE Blockchain Technical Briefs. 

He is a symposium/track chair in a number of conferences, including IEEE ICC 2021, IEEE 

SmartGridComm 2021, and IEEE Globecom 2017. He is the Chair of IEEE Communications 

Society Technical Committee on Green Communications and Computing (TCGCC). He is an 

IEEE Communications Society Distinguished Lecturer and IEEE Vehicular Technology Society 

Distinguished Speaker. He was an IEEE Vehicular Technology Society Distinguished Lecturer 

during 2016-2020. Since 2018, Prof. Zhang was a recipient of the global "Highly Cited 

Researcher" Award (Web of Science top 1% most cited worldwide). He is Fellow of IEEE, 

Fellow of IET, elected member of Academia Europaea (MAE), elected member of the Royal 



Norwegian Societ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 (DKNVS), and elected member of Norwegian 

Academy of Technological Sciences (NTVA). 

Title: Digital Twin for 6G and IoT 

In this talk, we mainly introduce our recent studies on Digital Twin (DT) for 6G, Edge 

Computing, air-ground networks, and IoT. We will first introduce the main concepts and 

challenges related to Digital Twin and we will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why and how DT can be 

adapted for 6G. Then, we present a novel scenario DITEN (Digital Twin Edge Networks) and the 

research challenges related to offloading, edge association and resource optimization. 

Throughout the talk, we join DT and machine learning to add intelligence and present our ideas 

on utilizing machine learning (e.g.,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ederated learning) for 

low-latency, privacy-preservation, and energy-efficiency in 6G networks. Finally, we point out 

several promising research directions when DT joins Intelligent Reflecting Surface (IRS), 

blockchain, and deep learning.  

Shiyong Cui, obtained his PhD in computer science in 2014 from the 

Siegen University, Germany. Currently he is a senior scientist in machine 

learning and autonomous driving at Continental Inc. The current focus is 

the development of machine learning/deep learning for multi-sensor data 

fusion and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 modeling and perception for 

autonomous driving. He has been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systems for major OEM, such as BMW, Honda, Toyota, etc. Previously he had been working 

with the German Aerospace Center(DLR) for eight years. It was mainly involving large scale 

machine learning for big satellite data archiv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irborne imaging 

platform.  He is a reviewer of major IEEE scientific journals, e. g., IEEE TGRS, IEEE JSTARs, 

IEEE TIP, IEEE GRSL, IEEE TII, IEEE ACESS, ISPRS.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50 papers 

in scientific journals and conferences. 

Title: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nd modeling in autonomous driving 

This presentation will give 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nd modeling in 

autonomous driving. To reach a status of fully autonomous driving,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of ego vehicle is highly demanded. To this end, 

various sensors, like camera, radar, lidar, ultrasonic, are deployed to acquire a comprehensive 

modeling of the environment, which comprise ego motion and localization, traffic participants, 

road model, static environment, traffic control information, etc. This presentation will focus on 



these essential elements in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nd modeling. Front technologies in 

machine/deep learning, computer vision, sensor fusion are involved in these topics and will be 

presented in this talk. 

Jiaojiao Tian, is a senior researcher at German Aerospace Center (DLR). 

She received her Ph.D. degree in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from 

Osnabrück University, Germany in 2013. Currently she leads the 3D 

Modelling group in Photogrammetry and Image Analysis Department,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nstitute (IMF).  In 2011, she was a Guest 

Scientist with the Institute of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ETH Zürich. She has 

published over 50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nd conferences.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hange detection in 2D and 3D, digital surface model (DSM) generation, deep-learning based 3D 

point cloud semantic segmentation, object extra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Title: Change detection using remotely sensed data – from 2D to 3D 

This presentation will focus on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of remote sensing data based change 

detection in 2D and 3D. It will start with general considerations and techniques in 2D change 

detection. The traditional and deep learning based approaches and applications will be generally 

introduced. In the second part, important issues in 3D change detection methods will be 

addressed, including different types of 3D datasets and our recent work on fusion-based 3D 

change detection. In the en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change detection are highlighted.  

 

  



四、 课程内容介绍 

3D视频信号压缩和通信国际前沿技术（16学时） 

从3D视频的发展历史、应用场景出发，深入浅出地讲解3D视频的采集、编

码、传输、渲染和质量评估中的技术关键点。通过本课程学习，引导学生了解3D

视频的发展历史和3D视频的压缩标准，理解3D视频的压缩过程，掌握最基本的

3D视频压缩方法。 

五、 实践创新 

无线电GPS信号源设计（32学时，理论4学时+实践28学时） 

为电子信息类专业实践创新活动，以教师讲授为辅、学生动手实践为主，以

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创新意识为目标，以软硬件结合应用为基础，要求学生能

够综合无线电知识，通信调制，编程思维等知识和工程技能。经过需求分析、资

料查询、方案论证、设计调试、指标测试、分析总结等过程，完成基于软件无线

电的GPS射频信号源的设计与实现。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掌握电子系统

分析与设计的整个流程，形成系统级设计的理念，理解基本的无线电基本概念和

技术架构，认识射频信号产生与发射的基本过程，并同步锻炼工科人才培养中必

需发展的团队合作能力。最终，以独立设计和开发完成的的中小型应用电子系统

作为实践成果。 

具体学时分配与授课内容如下。 

类别 学时 授课与实践内容 

理论学时 
2学时 GPS信号的应用，结构特点与实现方法 

2学时 软件无线电的概述、功能介绍和实现方法 

实践学时 

4学时 硬件端设备基本使用方法，Gnuradio软件介绍 

8学时 GPS信号源设计，仿真验证功能实现 

8学时 硬件端GPS射频信号生成 

8学时 硬件端GPS射频信号接收并有效解码 



六、 其他活动安排 

1.校内专业实验室参观与交流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计划拟安排学员参观威海雷达站（线上）、哈工大博物馆、

航天馆，电信学院雷达、通信、测控、遥感、微波相关科研和教学实验室，航天

学院卫星研究所，机电学院机器人研究所。通过使学员近距离了解和感受哈工大

的历史和传统，达到展示和宣传哈工大百年传承和世界一流工科强校的目的。 

2.刘永坦院士先进事迹报告 

由报告团骨干成员宗华老师主讲，力求向学员展现坦先生身上强烈的家国情

怀和科学精神，以及作为哈工大“八百壮士”一员的刘永坦院士如何在哈工大这

块沃土一步步施展才华和怀揣理想、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的成才历程。 

3.户外活动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计划安排学员参观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陈列馆（威海，线

上）、机器人集团、731遗址、北大荒纪念馆、东北抗联遗址遗迹，旨在突出龙

江地方特色、突出实践教育，展现龙江人民艰苦奋斗的经历和不忘初心、开拓进

取的精神。 

七、 国际暑期学校申报信息 

1.项目时间：2022年7月11日-7月24日 

2.招生对象：2019、2020级优秀本科生 

3.联系方式：刘老师，18645599889 

咨询 QQ 群：961822702（加群请说明：哈工大2022暑期学校-所在院校简称

-姓名） 

学院官网：http://seie.hit.edu.cn/ 

 

http://seie.hit.edu.cn/
Candy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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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机器人”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2年国际暑期学校项目介绍 

一、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学院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介绍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成立于 1993 年，其前身是始建于 1920 年的机

械工程专业。该专业是全国首批硕士点（1981）和博士点（1986）学科、首批（1987）

博士后流动站、首批（1998）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单位。2007 年被评为国

家一级重点学科。学院拥有工程院院士 2 人，国家级高端人才 29 人，国家教学

名师 1 人，全国优秀教师 1 人，省教学名师 6 人。拥有 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

个国防科技工业技术研究应用中心、1 个国家级教学团队、2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和 6 个省部级实验室及中心。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依托于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该实验室是国

内机器人领域的佼佼者，是国内仅有的机器人领域的两所国家重点实验室之一，

是高校系统内唯一的一所国家重点实验室。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即研制出我

国第一台弧焊机器人和第一台点焊机器人。目前重点实验室具有一支高素质的教

学、科研队伍，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支由院士、资深教授等为学术带头人

的学术梯队。先后与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澳大利

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近三年来，实验室承担包

括载人航天、神光 III、探月等国家重大工程，IC、NC、核高基等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等一批科研任务，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两项，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省部级一等奖八项。发表论文

被 SCI 检索 200 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60 余项。 

二、讲座与报告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安排了多场由我校知名学者主讲的主题学术讲座，让同学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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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快速的了解哈尔滨工业大学，了解机器人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并对相

关的领域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具体讲座安排如下： 

主讲人 职称 单位 题目 学时 

蔡鹤皋 
中国工程院院

士，教授 

机电工程学院 

机电控制及自动化系 
智能机器人的发展 4 

邓宗全 
中国工程院院

士，教授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系 
月球车及其智能部件 4 

刘  宏 
中国工程院院

士，教授 

机电工程学院，机器人技

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空间智能机器人 4 

Cyrille 

Breard 
博士 中国商飞集团（COMAC） 大飞机上的智能装备 4 

Steve 

Wereley 
教授 

美国普渡大学 

机械工程系 

智能流体机电系统

(线上授课) 
4 

Michel 

Fillon 
教授 

法国普瓦捷大学 Pprime

研究所，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CNRS） 

智能机电系统中的传

动部件(线上授课) 
4 

Paul 

Imbertson 

教授 

IEEE 美国双子

城优秀会员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 
人机智能交互设计

(线上授课) 
4 

Gurvinder S. 

Virk 
教授 瑞典耶夫勒大学 

智能传感系统(线上

授课) 
4 

三、拟授课海外教师背景介绍 

本届暑期学校邀请到了英国皇家工程院 Kenneth T V Grattan 院士为学生授

课，关于 Kenneth T V Grattan 院士具体介绍如下。 

Kenneth T V Grattan—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国际计量联合会主席，伦敦城

市大学教授。于 1974 年获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理学学士学位，并继续获得了激

光物理学博士学位。1978 年，他成为皇家理工学院的研究员。1983 年，加入伦

敦城市大学；1991 年，被聘用为测量与测试仪器学科教授并担任电气、电子与

信息工程系主任；2001 年至 2008 年，任工学院副院长和代理院长；2008 年至

2012 年任工程与数学科学学院和信息工程学院首任联合院长；2013 年被任命为

城市研究生院首任院长，并被聘为科学仪器学乔治丹尼尔斯教授；2014 年任英

国皇家工程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包括光纤和光学系统在测量一系列物理和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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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方面的发展和使用；拥有许多用于工业光学监控仪器系统的专利。1992 年

获伦敦城市大学理学博士学位；2014 年获奥拉迪亚大学荣誉博士。他获得过卡

伦德奖章、两次霍尼韦尔奖、哈罗德哈里特爵士奖章和应用光学部门奖。2008

年当选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2014 年当选为国际计量联合会（IMEKO）主席。

Grattan 已经担任《测量科学与技术》副主编多年，并在他所在领域美国与欧洲

主要期刊的编辑部任职；以作者或共同作者的身份在国际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700 余篇。 

四、课程内容介绍 

课程名称：光纤传感系统 (Optical Fibre Sensors) 

授课教师： Kenneth T V Grattan 教授，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课程学时：16 学时（1 学分） 

课程内容简介： 

前沿技术的工程应用成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在这一背景下，前沿技术推动

了光纤传感领域不断地扩展和发展，为智能机电系统、智能机器人等的进一步发

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传感器是机器人系统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传感器为机器

人感知它们所在世界。本课程将对光纤传感领域和与其相关的新的工程领域进行

深入讨论，更好地理解其在基础科学中的发展，为光纤传感器在智能机器人、智

能机电系统中的应用奠定基础。 

经过多年的授课实践以及不断地的修订和扩展，本课程内容反映了该领域的

最新的发展现状，为未来学生可能学习的更加专业的技术应用内容的课程提供了

必要的背景知识和学习引导。 

本课程以光纤传感器已有的工程技术经验和相关专业基础知识为核心，从传

感器技术的基本原理和要点开始，涵盖了和传感系统、智能机电系统、智能机器

人相关的广泛领域。课程主要概述了光纤传感器技术领域的进展和发展，重点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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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了目前最新研究的主要问题，并说明了有效光纤传感器发展的许多重要应用和

关键领域。 

本课程是在主讲人及同事数十年的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展开，其特点是将重点

放在了最新的智能机电系统、智能机器人等工业应用。 

五、智能机器人设计竞赛 

指导教师组：刘佳男、曾昭阳等。 

5.1 比赛主旨要求 

主题：“智能机器人创新设计” 

在智能机器人设计过程中引入众创社区的模式，分为 3D 打印、激光切割及

电路板制作三个模块，每个模块对应 2-3 个团队，每一个团队有一个独立的虚拟

货币账户，账户内会有一定的初始资金，社区鼓励学生在竞赛过程中通过付费交

易的方式进行跨团队的技术协作，通过技术协作取长补短，突破自身团队能力限

制，更好的完成挑战任务。 

5.2 参赛作品设计要求 

 参赛队的机器人作品将采用智能机器人创新平台等，该平台主要由铝镁

合金机械件构成，零件通用性强，构件丰富，扩展性强，允许采用一定比例的自

配零件。 

 参赛作品须符合“智能机器人对抗赛”的相关要求，必须使用统一的平

台，对参赛队的机器人尺寸、型号、重量和数量等无任何要求，着重考察作品的

创新和实战性。 

 学生参赛作品必须是学生自主开发制作的创新作品，完成竞赛时应提交

一份正式报告，报告应包括作品名称、作品简介、研制过程、创意设计及结构设

计的新颖性、科学性、实用性、先进性和实用价值，以及自我评价、指导教师评

价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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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奖项设置 

竞赛设立一等奖一队、二等奖两队，三等奖三队，将颁发竞赛获奖证书，具

体奖励内容待定。 

5.4 时间安排 

竞赛为暑期学校最后一周的主题环节，共计 40 学时，包括前期指导单元和

竞赛单元。 

六、参观等其他活动安排 

本届暑期学校将组织学员参观哈工大机器人研究所、机器人产业集团、航天馆、

校史馆、工业工程智能仓储物流实验室、博物馆等。 

七、具体日程 

具体日程安排见下表。 

第一周 

星期四 
09:00-11:30 开学式 + 学术讲座 1 

13:30-17:00 参观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星期五 

08:00-10:30 学术讲座 2 

13:30-15:00 参观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史馆 

15:30-17:00 参观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 

第二周 

星期一 

08:00-11:30 授课 I-1 

13:30-15:30 学术讲座 3 

18:30 -21:00 素质拓展训练 

星期二 
08:00-11:30 授课 I-2 

13:30-15:30 学术讲座 4 

星期三 
08:00-11:30 授课 I-3 

13:30-15:30 学术讲座 5 

星期四 
08:00-11:30 授课 I-4 

13:30-15:30 学术讲座 6 

星期五 

08:00-10:00 学术讲座 7 

10:30-12:00 学术讲座 8 

14:30-17:00 参观机器人集团 

第三周 

星期一 全天 
智能机器人设计 训练 1 

智能机器人设计 训练 2 

星期二 全天 
智能机器人设计 训练 3 

智能机器人设计 训练 4 

星期三 全天 智能机器人设计 竞赛 I - 小组赛 

星期四 全天 智能机器人设计 竞赛 II - 淘汰赛 

星期五 08:00-11:00 竞赛决赛、颁奖及暑期学校毕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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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以实际安排为准。 

八、报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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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电

气、自动化、计算机、材料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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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老师，电话：15244778842，E-mail：gengyanquan@hit.edu.cn。 

 

 

 

 

 

 

 

 

 

 

 

 

 

 

 

 

 

mailto:gengyanquan@hit.edu.cn
Candy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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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历届“智能机器人”国际暑期学校回顾 

 

哈工大“智能机器人”国际暑期学校，蔡鹤皋院士讲座 

 

第一届哈工大“智能机器人”国际暑期学校开幕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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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哈工大“智能机器人”国际暑期学校开幕式合影 

 

第三届哈工大“智能机器人”国际暑期学校开幕式合影 

 

哈工大“智能机器人”国际暑期学校机器人对抗赛掠影 



“电气智慧，驱动未来”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2 年国际暑期学校项目介绍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智慧、驱动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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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制造、智慧能源、智慧城市”等特色，

彰显“电气智慧，驱动未来”的社会意义和国际影响力。 

2020 年及 2021 年，“电气智慧，驱动未来”国际暑期学校已以

云上办会的形式成功举办两届，吸引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大连理工

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学员参加。通过专题课程、讲座、云导览、素质

培养、团队训练等形式，向来自不同学校的同学们介绍了哈工大电气

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整体科研、教学情况，以及学生创新实践活动等多

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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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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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级高端人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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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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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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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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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 27 日-2022 年 7 月 8 日 

三、项目安排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的教学内容包括专题课程、专题讲座、互动交

流环节及 Teamwork 团建活动。最后，将通过总结汇报的形式交流学

习心得，并为同学们颁发结业证书。 

专题课程：计划任课教师将在 3 位学者中选择，包括 Alistair 

Duffy 教授（英国德蒙福特大学）、José Marcos Alonso Alvarez 教授

（西班牙奥维多大学）、董润桢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每门课程平

均 16 学时，分别从不同角度带领同学们了解电气工程的前沿技术和

关键问题。  

专题讲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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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动交流：参观电气学院基础实验中心、联合实验室、研究所。

以及向同学们介绍电气学院的特色学生活动，如全国电子竞赛、智能

车竞赛等内容，邀请在学科竞赛、创新创业、科学研究方面表现突出

的个人及团队做报告，与外校同学共同切磋交流，增加同学们相互交

流、共同切磋的机会。 

Teamwork 团建活动：包括学生分组、选题、团队合作攻关，以

及验收展示环节。同学们将自由分组，结合暑期课堂内容，在 6-8 个

预设主题中任选一题展开调研，进一步加强同学们对授课与讲座内容

的领悟深度，增强同学们对电气工程学科相关技术的认知度，引导同

学们自主创新能力培养，增强互动、增进友谊。 

模

块 

课程内容 负责教师 

学

时 

学分 

课

程 

3 

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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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

程 

3 

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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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0 

课

程 

3 

选 

Cyber physical 

system 

董润桢教授 

Tang 教授作为质量与可靠性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常年致力

于工业与系统质量与文件可靠性研究，与新加坡国防部、新

加坡内政部、菲利浦、希捷、惠普、西门子、以莱特、淡马

16 1.0 



1 锡等著名机构和跨国企业展开长期合作。累计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其中期刊论文 160 余篇。与全世界超过 30 家元器

件和工业系统设计企业开展过项目合作，年均项目经费超过

400 万新元。 

讲

座

交

流 

“电气百年”讲

堂、互动交流 

 Analysis and design of planar magnetic components

（Ouyang Ziwei 教授，丹麦科技大学，2 学时） 

 High step-up converters based on impedance source 

network（Yam Siwakoki 教授，悉尼科技大学，2 学时） 

 A multi-phase multilevel powertrain for full electric aircraft

（Carlo Cecati 教授，拉奎拉大学，2 学时） 

 Network-oriented automatic driving: key technologies and 

challenges（张宗华教授，法国高等电信与矿业研究院，

2 学时） 

 电气前沿技术（徐殿国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1 学时） 

 国家大科学工程（李立毅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1 学

时） 

 微特电机的典型应用（李勇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1

学时） 

 可再生能源电网（郭志忠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1 学

时） 

互动交流，4 学时 

 哈工大智能车俱乐部，1 学时 

 Teamwork 团建活动，3 学时 

16 1.0 

四、国际暑期学校申报相关信息 

1.项目时间：2022 年 6 月 27 日-2022 年 7 月 8 日 

2.招生条件：电气相关专业，有一定的英语基础。 

3. 联 系 人 及 电 话 ： 孙 老 师 ， 0451-86418297 ， Email ：

sunjiayue@hit.edu.cn。 

4.学院官网：http://hitee.hit.edu.cn/ 

mailto:sunjiayue@hit.edu.cn
Candy
高亮



“智能土木与智能建造”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2年国际暑期学校项目介绍 

一、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简介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20 年创立的哈尔滨中俄

工业学校铁道建筑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校伊始的两个专业之一。1950 年成

立新中国最早的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52 年起招收导师制研究生和研究生班，

1986 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拥有土木工程和力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1998 年是全国首批土木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1995 年土木工程专业

以优异成绩首批通过国家专业认证评估，2000 年和 2005 年分别以优异成绩通过

5 年一次的国家专业复评。2021 年土木工程专业通过工程教育认证。2001 年和

2007 年结构工程学科、防灾减灾及防护工程学科获批国家二级重点学科，2007

年土木工程获批国家一级重点学科。2002 年工程力学被评为国防重点学科。土

木工程学科和力学学科在教育部历次学科评估中均名列前茅：第一轮和第二轮学

科评估土木工程和力学均位列第三，第三轮学科评估土木工程位列第二、力学并

列第一，第四轮学科评估土木工程和力学均位列 A 档。2017 年，土木工程学科

和力学学科均入选“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2021 年土木工程学科和力学学科

均入选“双一流培优学科”。在 US News2021 排名中，土木工程学科位列全球第

16 位。 

土木工程学院设有土木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工程管理和智能建造四个

本科专业。土木工程专业下设建筑工程和土木工程材料两个专业方向和一个土木

工程精英班（按 4+2 目标培养）。土木工程专业和工程管理专业均入选国家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入选黑龙江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D.



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学院可授予土木工程和力学工学硕士/博士学位，以及

土木水利领域工程硕士/博士学位。所拥有的二级学科方向包括：结构工程、防

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岩土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土木工程材料、土木工程

建造与管理、工程力学、固体力学，以及智慧城市交叉方向。学院还招收非全日

制工程管理硕士（MEM）研究生和土木水利领域非全日制工程博士研究生。 

土木工程学院现有教职工 166 人，其中专任教师 119 人，教授 55 人，副教

授 51 人，已形成一支知识和年龄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拥有王光远、沈世钊、

谢礼立、欧进萍 4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国家级高端人才 20 余人次，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国家级教学团队等高层次科研教学团队 6 个。 

土木工程学院拥有“寒区低碳建筑技术开发与利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

中心，以及“结构工程灾变与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土木工程智能防灾减

灾”工信部重点实验室等 9 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中国-东盟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土木工程分中心等 3 个国际合作平台，和“土建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等 4 个国家级教育教学平台。 

在人才培养方面，学院一直以培养“国际一流土木工程精英人才”为目标，

坚持“规格严格、功夫到家”育人理念，坚持“大师引领”，将科研优势转化为

教学资源。建设了《结构力学》、《土木工程导论》、《钢结构》、《组合结构》等

10 余门国家级课程，编著出版有重要影响高水平教材 50 余本。累计培养毕业生

35000 余人。培养了以王光远、沈世钊等 6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 20 余位国家级

高端人才为代表的一大批学界精英，以中国建筑业协会会长齐骥、中国建筑学会

会长修龙为代表的一大批行业领军人才，以文化部原部长刘忠德、甘肃原省委书

记闫海旺为代表的一大批治国栋梁。 

在科学研究方面，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中国建造重大需求，重点发展高性能



与低碳结构工程、城市工程抗灾韧性与多灾害防御、寒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智

能土木工程、海洋土木工程 5 个优势特色方向；构建了大师+团队的协同创新模

式，形成了前沿基础研究、重大工程创新和高端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学科体系。

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首创以“工程全系统全寿命优化理论”为核心的新一代工

程设计理论；创立了钢管混凝土统一理论，形成了完整的钢管混凝土与组合结构

设计理论体系；系统构建大跨空间结构设计理论体系，创造性提出世界最大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的主动反射面可变位索网体系；提出“基于性

态的抗震设计理论”体系，支撑了上千项重大、复杂工程的抗震设计；引领了结

构健康监测与振动控制的学科发展方向，并在广州电视塔和 2008 奥运会“水立

方”项目中得到成功应用；提出了一种具有超隔热性能的双负陶瓷气凝胶材料，

为解决困扰陶瓷类超隔热材料近一个世纪的脆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有效途径，

成果发表于国际著名期刊《Science》。先后获得国家三大科技奖 20 余项，其中

2013-2018 年连续 6 年牵头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 

土木工程学院与国际知名大学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已与美、英、日、俄、

法、德、瑞士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大学签署了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协议。

从 2012 年起招收土木工程专业国际留学生班，形成了本、硕、博全英文授课体

系。2011 年，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共建 HIT-UCSD 海外学术合作基地。

2016 年，与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合作建立的“中俄极地工程研究中心”。2017

年，牵头成立的“中国-东盟科学技术研究院土木工程分中心”。 

土木工程学院正朝着建设国际一流土木工程学院和国际一流学科的宏伟目

标跨越发展。 

二、 项目概述 

新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赋予土木工程学科新的内涵，传统



土木工程理念也正在将向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智能方向发展。2020 年 3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加快“新基建”。深度应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成为国家重大需求。智能土木工程领域

研究关系到我国的根本利益，对高端专门人才有巨大的需求，涉及到我国长远发

展和国民生存环境的重要科学领域。深入研究与智能土木工程有关的重大科学问

题，为解决人类现在和未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做出贡献是国家利益的体现，也将

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供高水平拔尖人才。 

在此背景下，亟需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面向国家防灾减灾、新基建等重大

战略需求和学科前沿，聚焦高性能结构与建筑工业化；城市及重大工程多灾害与

防护；重大基础设施系统全寿命性能监控、维护与设计；先进土木工程材料；寒

区岩土与地下工程等土木工程关键领域，立德树人，培养信念执着，社会责任感

强，创新能力突出，理论功底深厚，专业知识精深，具有国际化视野并活跃在国

际学术前沿，能够引领智能土木工程行业未来发展的创新领军人才。 

为了聚焦土木工程新时代背景下原创理论和关键技术，探索智能土木与智能

建造的需求和发展方向，本项目涉及的主题包括：（1）城市与工程结构韧性理论；

（2）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3）智能材料在土木工程中

的应用；（4）极地与寒区冰灾与冻土灾害防控理论。 

三、 项目时间 

2022 年 6 月 21 日-2022 年 7 月 4 日。 

四、 项目安排 

1. 教学内容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的教学内容包括学术讲座、课堂教学和课外教学三个部分，

具体内容如下： 



模块 课程内容 授课教师 
学

时 

学

分 

授课 

土木工程 FRP 复合材料 
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实验

室（EMPA）Urs Meier 教授 
16 1 

土动力学 

英国萨里大学 

Subhamoy Bhattacharya 教授 

16 1 

讲座 

Smart and Safe Urban 

Excavation 
美国普渡大学蔡胡波 教授 2 

2.0 

Human-Cyber-Physical 

Security for Resilient Civil 

Infrastructure Oper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 

Pingbo Tang 副教授 

2 

Deep Learning Assisted 

Techniques for Vibration 

based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 

李俊 副教授 

2 

Introduction to transfer 

learning: a fundamental 

machine learning technology 

日本统计数理研究所统计数据

科学系 Stephen Wu 副教授 
2 

Advanced sensors and 

computer vision for civil 

infrastructure monitoring and 

inspections 

美国堪萨斯大学 

李健 副教授 

2 



Applications of robotic vis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civil 

engineering 

美国纽约大学冯晨 助理教授 2 

中国智能土木与智能建造研

究前沿系列讲座 

哈尔滨工业大学 沈世钊 院士 4 

哈尔滨工业大学 谢礼立 院士 4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李惠 教授 4 

哈尔滨工业大学 陈文礼 教授 2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玉银教授 2 

哈尔滨工业大学 咸贵军 教授 2 

哈尔滨工业大学 唐亮 教授 2 

哈尔滨工业大学 鲍跃全 教授 2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黄永 教授 2 

课外

教学 

参观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

程学院试验室 
- 8 

1.0 

师生讨论与座谈 - 8 

学时合计 学分合计 

80 5 

 



2. 主讲讲师介绍 

i. 境外师资 

 Urs Meier 

（1）任职学校 

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实验室（EMPA-Swiss Federal Laboratories for 

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瑞士联邦科技学院（ETH-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Zurich） 

（2）学术组织任职 

1969-1971 年，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实验室项目管理，主要研究如 1972

年慕尼黑夏季奥林匹克张拉结构； 

1972-1979 年，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实验室聚合物/复合材料实验室负责

人； 

1979-1983 年，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实验室建筑材料系主任； 

1983-1989 年，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实验室杜本道夫副主任； 

1989-2001 年，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实验室杜本道夫常务董事； 

2002-至今，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实验室主任。 

 Subhamoy Bhattacharya 

（1）现任学术职务 

英国萨里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本科生部主任 

（2）学术成就 

主要从事地震地区的基础设计、海洋结构基础设计、以及海上风力发电机基

础设计方面的研究。2004 年 Subhamoy Bhattacharya 教授凭借着发表于《Gé



otechnique》的论文“An alternative mechanism of pile failure in liquefiable deposits 

during earthquakes”提出了一种新的桩基础破坏理论，并因此获美国土木工程学

会颁发的最佳土木工程动力学奖（T. K. Hsieh Award）。该奖项每年颁发给该机构

在机械设备、风、波或地震引起的结构和土体动力响应领域发表的最佳论文。之

后在此基础上研究工作延伸至海洋平台的基础设计原则。 

 蔡胡波 

蔡胡波博士是普渡大学土木和建筑工程教授。作为实验室主任，他创建了计

算机集成基础设施信息学实验室（LCII），参与创建了离散事件模拟（DES）实

验室。蔡教授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管理工程专业，获得学士学位。然后就读于北

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土木工程专业，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蔡博士曾就职于北

卡罗来纳州交通部（NCDOT）、URS 公司（现为 AE.COM 的一部分）和西密歇

根大学。2009 年开始在普渡大学任职。蔡博士的研究方向广泛，具有基础设施

信息学方面的研究专长，包括多模传感、高级计算算法和数据分析以及人机协作

方向，现已发表了 100 多篇论文。自 2003 年以来，他一直担任 ASCE《土木工

程计算杂志》（JCCE）的副主编，目前担任该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蔡博士还

担任 ASCE 数据传感和分析（DSA）委员会主席。他的研究小组获得了许多最佳

论文和海报奖。他最近的基于风险的施工检查项目（由印第安纳州交通部资助）

获得了 2020 年 AASHTO（美国州公路和交通官员协会）奖项，该奖项旨在表彰

交通领域的高价值研究项目。 

 Pingbo Tang 

Pingbo Tang 博士，卡内基梅隆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副教授。他创立并指

导时空工作流和弹性管理实验室（SWARM 实验室）。他于 2002 年获得土木工程

学士学位，2005 年获得中国上海同济大学桥梁工程硕士学位。他于 2009 年获得



卡内基梅隆大学高级基础设施系统(AIS)小组的博士学位。Tang 的研究探索了遥

感、人类系统工程、数据分析和信息建模技术，以支持对建筑设施、工作空间和

民用基础设施系统进行预测管理所需的时空分析。他正在进行的研究一直在研究

用于在加速建设和基础设施运营（例如机场运营、核电站停电控制）中理解人机

物理系统(H-CPS)的传感和建模方法。他在这些领域发表了 100 多篇同行评审文

章。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能源部(DOE)、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盐河项目(SRP)和凤凰城政府都资助了他的研究工作。Tang 博士持有美国土木工

程师协会（ASCE，ASCE 数据传感和分析委员会主席）、TRB（桥梁管理委员会，

AHD35）、IABSE、ASPRS 和 ASTM International（委员会 E57：3D 成像系统）。

他是 ASCE Journal of Computing in Civil Engineering 的编委，也是与土木工程计

算相关的多个顶级期刊和会议的审稿人。获得顶级会议最佳论文奖（2019 ASCE

土木工程计算国际会议、ASCE2017 土木工程计算国际研讨会、ASCE2009 建筑

研究大会）、建筑行业协会 2011 年年会最佳海报奖，卡内基梅隆大学土木与环境

工程系 2013 年度校友成就奖。2015 年获得国家科学基金 CAREER 奖。 

 李俊 

李俊博士，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土木与机械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结构健

康监测，机器视觉，人工智能技术与数据科学分析的科学研究及应用。澳大利亚

杰出青年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入选斯坦福大学 2021 年全球前 2%科学家

榜单（年度影响力）。发表 SCI 收录期刊学术论文 102 篇，Scopus 数据库引用 1800

多次，h 指数 28。担任国际健康监测协会青年委员会副主席，ASCE 期刊 Journa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副主编，国际期刊 Structural Control and Health 

Monitoring 编委（2022 起）。 

 Stephen Wu 



Stephen Wu，男，博士，现任日本统计数理研究所统计数据科学系及日本综

合研究大学院大学副教授。Stephen Wu 副教授于 2008 年 6 月获美国密歇根大学

土木与环境工程和数学科学双学士学位，2014 年 6 月获加州理工学院力学与土

木工程博士学位，2014 年 9 月-2015 年 12 月于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力学工

程系计算科学与工程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为美国工程院院士 Petros 

Koumoutsakos 教授）。Stephen Wu 副教授多年来从事机器学习相关计算理论研究

及其在土木结构健康监测、地震工程、材料信息学、生物信息学、分子动力学和

材料科学等多个交叉领域的应用研究。共计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70 余篇，其中

包括 ACS Central Science, Computer-Aided Civil and Infrastructure Engineering 和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等顶级期刊论文，在各国特邀报

告 20 余次。担任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高分子学会、日本统计学会、日本

生物信息学学会、日本热物性学会、美国化学学会等多个学术组织会员。主持多

项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基金项目。曾获 ASCE-ASME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in Engineering Systems （Part B）最佳论文奖、信息生物学、医学及

药理学研究奖、日本地震工程学会最佳论文奖等学术奖励。教学方面，承担日本

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Scientific Presentation & Writing”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曾

赴青岛在亚太欧智能结构暑期学校中讲授机器学习短课程；受北京科技大学宿彦

京教授邀请赴北京科技大学讲授机器学习短课程。 

Stephen Wu 副教授积极致力于与国内高校开展合作交流和人才联合培养，与

哈尔滨工业大学、同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和上海大学等国内高

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曾受张统一院士邀请赴上海大学做机器学习讲座；赴

同济大学做第一届土木工程大数据学术研讨会特邀报告（其为唯一境外受邀人，

会议由长江学者李杰教授组织）。Stephen Wu 副教授与我校李惠教授、黄永教授



团队保持密切的科研合作，曾两次赴我校开展机器学习理论及应用相关学术讲座，

协助指导我校土木工程学院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邀请我校多名研究生、本科

生赴日本统计数理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并积极帮助学生申请日方相关资助。 

 李健 

李健，堪萨斯大学土木，环境与建筑工程系副教授（终身教职），博士，博

士生导师，注册职业工程师。致力于先进传感器和系统，计算机视觉，以及相关

数据科学在土木工程健康监测和检测领域的开发和应用研究。具体研究方向包括

基于振动的结构损伤识别与建模，无线传感器与网络，新型传感技术，计算机视

觉，数据同化，危险性评估和防灾减灾等等。曾于 2018 年获得国际结构控制与

监测学会(IASCM)颁发的 Takuji Kobori Prize，2019 年获得 Civil + Structural 

Engineer 杂志评选的 Rising Stars in Structural Engineering，2020 年获得堪萨斯大

学工程学院 Miller Professional Service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Research 发表研究

论文 100 余篇（SCI 期刊论文 50 余篇）。研究项目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公

路合作研究计划，美国联邦公路局，堪萨斯交通部，以及堪萨斯大学等机构的资

助。李教授目前担任美中地震工程基金会董事会成员和秘书，Frontiers in Built 

Environment 副主编，以及多个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会成员。 

 冯晨 

冯晨，男，博士，现任纽约大学土木与城市规划系以及机械与航空工程系助

理教授，曾就职于三菱电气研究实验室。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测绘学院，硕士和

博士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机器人视觉、

机器学习、测绘学、增强现实及其在土木工程以及机械工程中的应用。 

ii. 校内师资 

 沈世钊 



沈世钊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哈尔滨建筑大学校长、中国建筑学会副

理事长、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学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监督委

员会委员等职务。 

沈世钊教授致力于大跨空间结构新兴领域的开拓，在“悬索结构体系及其解

析理论”、“网壳结构非线性稳定”、“大跨柔性屋盖风振动力响应”和“网壳结构

动力稳定性及其在强震下的失效机理”等前沿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他密切联系

工程实践，结合重大工程创造性地设计了多项具有典型意义的大型空间结构。他

的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建设部科技进步一等奖、黑龙江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等 10 余项奖励，为我国大跨空间结构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今发表

论文 200 余篇，出版《网壳结构稳定性》、《悬索结构设计》、《钢结构物件稳定理

论》等著作。培养硕士、博士生 100 余人。 

 谢礼立 

谢礼立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任国际地震工程协会副主席，中国地震工程

联合会会长，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名誉所长，《自然灾害学报》和《地震

工程与工程振动》编委会主任、主编，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防灾国国家重点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主席，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南京工

业大学兼职教授，香港城市地震安全专家组专家。曾被联合国聘为“国际减灾十

年”特设专家组专家和联合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国际强地震学学会主席、国

际地震工程协会执行理事、国际地震与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执行理事、国际结构

控制学会常务执行理事。 

谢院士是我国强震观测和分析的主要奠基人，建立了中国强震观测台网和发

展了适合中国仪器特点的观测和分析技术，他设计并负责的唐山三维台阵被国际

学术界推为国际实验台阵，他发展的分析方法和软件经过在加拿大和日本召开的



两次国际盲测会议的考核被评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两种软件之一。谢礼立教授是国

际上最早发现并定量证实“在不大的均匀场地上，地震动仍存在明显差异”和“由

于结构物的存在使地震动中包含与结构物自振周期对应的频率得到加强”的地震

工程中重要结论的少数学者之一；也是我国防灾工程和安全工程研究的开拓者，

提出的 ABC、4P 与 4R 等防灾减灾理论被国际广泛接受。90 年代以来，主要从

事“工程抗震设防标准”，“基于 GIS 的城市防震减灾系统”，“卫星遥感技术在

防震减灾中的应用”和“工程抗震设计样板规范”以及“城市防震减灾能力评估”

的研究。 

 王玉银 

（1）现任学术职务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主要研究成果 

主要从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研究，在组合结构基本力学性能与原理、新型

组合构件、新型组合结构体系等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性成果，受聘“龙江学者”

特聘教授。发表 SCI 检索论文 3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2 部，获国家发明专利授

权 9 项；主持制定标准《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和《钢管再生混凝土结构技

术规程》2 部，参编国家规范《组合结构通用规范》和《钢结构通用规范》2 部，

参编国家标准《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施工技术规范》、《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范》

和《钢结构设计标准》3 部，参编行业标准 10 部，多项成果被采纳；荣获省部

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排名第 1、第 1、第 3）。 

 李惠 

（1）现任学术职务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智慧基础设施学科组主任 

（2）要研究成果 

主要从事土木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群体

首席专家。主持研究或完成 1 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1 项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 项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1 项国家 863

计划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排名第一）、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

（排名均为第二）、黑龙江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排名第一）、教育部自然科学

一等奖（排名第一）、发明一等奖和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均第二）、2015 年度

国际结构健康监测年度人物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创新奖获得者。国家发明专

利 30 余项；出版专著 3 部，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篇（Science 论文 1 篇-共同通

讯作者）70 余篇国际国内会议大会报告。 

 陈文礼 

（1）现任学术职务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主要研究成果 

近五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项，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

金 1 项，发表论文 8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40 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4 项，参编

教材 2 部，参编规范 3 部。获中国振动工程学会“青年科技奖”1 项，气象科学

技术进步成果奖一等奖（排第 4）1 项。担任中国公路学会桥梁与结构工程分会

第八届理事会理事，中国公路学报青年编委会委员，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结构抗振

控制及健康监测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咸贵军 

（1）现任学术职务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主要研究成果 

发表学术论文 SCI 收录 60 篇；申请和授权发明专利 17 项；主持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中欧地平线 2020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科研项目 6 项；

获各项科技奖励 4 项。 

 鲍跃全 

（1）现任学术职务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主要研究成果 

在结构健康监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主持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课题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项、973 项目子课题 1 项等 20 余项。

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排名 5），黑龙江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

（排名第 3）；累计发表论文 8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篇 40（包括 JCR 一区论文

32 篇），SCI 他引 501 次，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 2 篇，国际国内会议特邀报告 5

次，出版专著《结构健康监测数据科学与工程》（第 2 作者），获专利 4 项、软件

著作权 5 项。作为主要撰写人参编交通部首部《公路桥梁结构安全监测系统技术

规程》（JT/T 1037-2016）。 

 唐亮 

（1）现任学术职务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主要研究成果 

针对“岩土工程的抗震（振）分析与灾害防控”这一国际学术前沿课题，取

得了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作为负责人，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国合



战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黑龙江省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计划项目等纵向课题 10 余项、哈尔滨工业大学“青年拔尖人才选聘计划”项目，

以及 3 项重点工程研究课题。近 6 年，发表学术论文 50 篇，其中 SCI 期刊论文

30 篇（第一作者 13 篇/通讯作者 27 篇），获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0 部，国家

发明专利 7 项。参编专著《岩土地震工程及工程振动》、《工程岩体力学》和《静

压混凝土管桩施工效应研究及工程应用》。获 2017 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排名

3）、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 2 项（均排名第 2）。 

 黄永 

（1）现任学术职务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主要研究成果 

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国家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黑龙江博士后启动基金等项目；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完成了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美国自然科学基

金等科研项目。发表国际期刊及会议论文 70 余篇，包括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Mechanical Systems and Signal Processing， Structural control and 

Health Monitoring，Smart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NDT & E International 等结构

健康监测及无损检测著名国际期刊和Computer Methods in Applied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Probabilistic Engineering Mechanics，Structural Safety，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Computer-Aided Civil and Infrastructure 

Engineering 等计算力学及不确定性分析著名国际期刊。担任《Sensors》SCI 期刊

等三个国际期刊编委，近三年国际会议 keynote 报告 1 次，国内外会议邀请报告



5 次。以第一获奖人获得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基础研究类）二等奖一

项。 

五、 相关信息 

1. 招生条件 

大二以上年级具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土木工程及相关专业本科生。 

2. 联系方式 

杨瑜蓉：15124522611；李泓昊：18724510203； 

Email：summerschool_civil@163.com。 

 

Candy
高亮

Candy
高亮



“印记哈尔滨 城市循踪”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2年国际暑期学校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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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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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线下面授教学相结合

的模式，以建筑设计工作营为主线，邀请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意

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等海外知名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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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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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6月 19日-2022年 7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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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Takehiko Nagak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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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 Michele Bonino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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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0.5 



计咨询）联合创始孙伟 

设计 

“遗产再现” 

学生分组进行设计活动，团队指导教师情况见

表下说明 
36 2.0 

“数字创新” 
“设计建造” 
“城市再生” 
“参数化城市

设计” 
“社区营造” 

研究 城市发现 城市设计与历史建筑保护专家 8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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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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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y
高亮



“哈尔滨档案—城市历史与文化对话” 

哈尔滨工业大学2022年国际暑期学校项目介绍 

一、项目简介 

哈尔滨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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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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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尔滨这座城市的历史很短，却体现了多民族的融合与多元文化的碰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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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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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6月27日- 2022年7月8日 

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周 

周一（27日） 
08:30- 11:30 开学式 

13:30- 15:30 学术讲座 1 

周二（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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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29日） 

08:00-09:45 授课 I-2 

10:00- 11:45 授课 II-2 

13:30- 17:30 体验式学习 1 

周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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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五（1日） 

08:00-09:45 授课 I-4 

10:00- 11:45 授课 II-4 

13:30- 17:30  

第二周 

周一（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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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二（5日） 

08:00-09:45 授课 I-7 

10:00- 11:45 授课 II-7 

13:30- 15:30  

周三（6日） 

08:00-09:45 授课 I-8 

10:00- 11:45 授课 II-8 

13:30- 17:30  

周四（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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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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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和实践教学共0.5学分。其中，课堂教学包括授课和讲座，课外教

学包括云端实践教学，获得课程成绩单及暑期学校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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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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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各

主权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日益紧密。当今世界秩序呈现出相互联系、相互

依赖和技术共享的关系。许多仅在本国发展业务的政治、商业和组织实体在全球

化浪潮中丧失了能力。现如今，商业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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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和国际商务现在要求代表们使用不同的语言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同

事、客户、员工进行工作交流和社会交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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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一带一

路”倡议、“大湾区”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是最明显的例证。这些战略

计划与其他跨境举措相辅相成，要求中国的组织更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并提高

对国内外文化能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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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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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讲座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共安排2次讲座，每个讲座2学时，共计4学时。 

讲座1：哈尔滨犹太人社区历史研究 

主讲人：刘克东 

学时：2学时 

考核方式：学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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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中华城市文化的特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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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展示 

讲座2：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public health: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COVID-19 

主讲人：张洁 

该讲座以新冠病毒的传播说起，分析其中蕴含的社会语言学因素，让学生了

解语言学中意识形态的因素，学习辨别语言使用中，中国正面形象的树立和针对

外国媒体关于新冠病毒的用语中的隐含意义。 

学时：2学时 

考核方式：项目展示 

3. 课外教学（实训、讨论、互动、观摩、联谊等）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共安排2次云实践活动，每次2学时。共计4学时。具体介

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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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工大校史馆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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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跨文化思辨能力和公民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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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教师介绍 

1.拟授课校外教师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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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 

2011年于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外语学院副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政策与规划及跨文化交际，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和著作中，目前担任国际语言学核心期刊Multilingua专

刊《语言多样性与公共卫生：新型冠状病毒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联合主编。 

2．拟授课校内教师详细介绍 

（4）刘克东 

刘克东，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哈佛大学

博士后，教育部英语专业教指委委员，宝钢优秀教师。曾访学美国、新加坡，曾

去加拿大讲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到澳大利亚、希腊、韩国等国

家做过学术交流。科研成果：在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Journal of Cambridge Studie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Studies, 《外语教学》、《山东外语教学》、《外语学刊》、《天

津外国语学院学报》、《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外国文学》、《当



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动态》、《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

余篇（其中A&HCI检索2篇，CSSCI检索8篇），在《外国文学》、《外国文艺》、

《译林》等期刊上发表译文3篇、会议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主编、参编教

材、教参及论文集16部。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3

项。表彰获奖：黑龙江省外语学科成果一等奖1项，黑龙江省第十六届社会科学

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1项，黑龙江省第十四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佳

作奖）1项，排名第2，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三

等奖1项；黑龙江省教学成果二等奖3项；黑龙江省翻译成果二等奖1项。近五年

指导学生发表论文、译作8篇，其中CSSCI期刊1篇，北大中文核心期刊1篇，国

外期刊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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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洋（18846110215，E-mail：wangsusanhit@126.com） 

于丹阳（18946107236，E-mail：yudanyang@hit.edu.cn） 

 

mailto:wangsusanhit@126.com），
mailto:yudanyang@hit.edu.cn），
Candy
高亮



“北极生态环境-全球气候变化的哨兵”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2年国际暑期学校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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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s）、新兴北极关注化合物（CEACs）等普遍存在于北极各环境介

质中，这些污染物经食物链浓缩并在北极地区的人体和生物体内累积，对当地人群和生态系

统构成潜在的危害。这种风险也存在对北极以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的人群和生态系统产生

影响的可能性。 

环境学院 2022 年国际北极暑期学校的主题为“北极生态环境-全球气候变化的哨兵”，希

望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使同学们了解北极各环境介质中POPs、CEACs污染物的污染特征、

污染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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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学生和青年教师与国际资深学者之间的学术交

流，为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创新型北极研究人才提供平台。 

哈工大地处我国最北端，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为响应我国政府“加强北极人才培养和

科普教育，建立北极科普教育基地”的号召，环境学院瞄准北极环境生态安全和保障这一国

际热点，依托“北极大学联盟-哈尔滨工业大学培训中心”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极地研究院”，

在本科生院资助下已成功举办三届国际北极暑期学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022 年，环境学院北极暑期学校将邀请国际北极生态环境研究领域知名学者授课，依

托国际化的教学方法和优质教学资源开设高质量的课程，招收校内、校外学生和国际学生共

同学习，旨在拓展学生的学习生活并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学生体验不出校园的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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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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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课程。 

3. 项目时间 

2022 年国际北极暑期学校的授课时间为：2022 年 6 月 27 日-7 月 10 日。 

G.



二、项目安排 

1. 授课方式 

国际暑期学校开课期间，将根据疫情情况，采用线下授课或线上授课两种形式。 

线下授课，在课程讲授方面，除核心课程和学术报告外，开设实验课程，学生进行分组

讨论，并进行报告展示。课余时间设置破冰活动、生态考察、中国美食体验、毕业派对等活

动。课程安排如下：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6 月 27 日 
开学典礼、师生见

面会 
核心课程 破冰活动 

6 月 28 日 核心课程 学术报告、分组讨论 自由活动 

6 月 29 日 核心课程 学术报告 自由活动 

6 月 30 日 核心课程 实验课 中国美食体验 

7 月 1 日 核心课程 学术报告、分组讨论 自由活动 

7 月 2 日 生态考察 自由活动 

7 月 3 日 分组讨论 自由活动 

日期 上午 下午 

7 月 4 日 核心课程 学术报告、分组讨论 自由活动 

7 月 5 日 核心课程 实验课 自由活动 

7 月 6 日 核心课程 学术报告、分组讨论 自由活动 

7 月 7 日 学术报告 学术报告、分组讨论 自由活动 

7 月 8 日 分组汇报 分组汇报、毕业典礼 汇报演出 

7 月 9 日 参观校史馆 自由活动 自由活动 

7 月 10 日 组织学生离校 

 



线上授课，将采用 Zoom 平台，取消实验课、分组讨论、生态考察等活动。课程安排如

下：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6 月 27 日  开学典礼、学术报告 学术报告 

6 月 28 日 课程回放 核心课程 学术报告 

4 月 29 日 课程回放 核心课程 学术报告 

4 月 30 日 课程回放 核心课程 学术报告 

7 月 1 日 课程回放 核心课程 学术报告 

7 月 2 日 课程回放  

7 月 3 日 课程回放  

7 月 4 日 课程回放 核心课程 学术报告 

7 月 5 日 课程回放 核心课程 学术报告 

7 月 6 日 课程回放 核心课程 学术报告 

7 月 7 日 课程回放 核心课程 学术报告 

7 月 8 日 课程回放 学术报告 学术报告，毕业典礼 

7 月 9 日 课程回放  

7 月 10 日 课程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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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环境介质中 POPs、CEACs 污染物的

污染特征、污染来源，以及北极环境污染对北极地区人体和生物健康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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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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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污染源和外地污染源。

这门课程主要讨论北极环境中由本地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 

课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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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污染源产生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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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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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mate change on Ar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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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遗留和新出现的污染物（Legacy and emerging contaminants in the Arctic） 

授课教师：Derek Muir (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 

课程内容简介：关注北极环境变化对于全球的影响，同时聚焦斯德哥尔摩公约下新兴化

学污染物与 POPs 的增长，通过实验模拟剖析整体北极环境在污染物影响下的变化。 

3. 讲座、报告（1.5/ 2 学分） 

本次国际暑期学校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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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对北极环境生态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线下授课时，学生需选

修 24 学时，共 1.5 学分；线上授课时，学生需选修 32 学时，共 2 学分。专题讲座与报告主

讲人及学时信息如下： 

主讲人 职称 单位 题目 学时 

Pål Markusson 教授 北极大学联盟 

北方人的能力建设–高等教育合作的

作用（Human Capacity Building in the 

North – 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2 

Anatoly N. 

Nikolaev 
教授 

俄罗斯东北联邦

大学 

北极生态系统概论（Introduction to 

Arctic ecosystems） 
4 

Katrin Vorkamp 教授 丹麦奥胡斯大学 

北 极 地 区 的 新 兴 化 学 物 质

（Chemicals of emerging concern in 

the Arctic） 

4 

蔡明刚 教授 厦门大学 

变化环境中的有机污染物：从北太平

洋到北极（Organic pollutants in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s: From the 

North Pacific to the Arctic） 

2 

陈立奇 教授 厦门大学 

北冰洋的快速年代际酸化及其在全

球海洋酸化中的意义（The Rapid 

Decadal acidificaiton in the Arctic 

2 



主讲人 职称 单位 题目 学时 

Ocean and its implication in the 

Global Ocean Acidification） 

Harsha 

Ratnaweera 
教授 

挪威生命科学大

学 

寒冷气候下常规水和污水处理技术

（Conventional water and wastewater 

treatment in Cold Climates） 

4 

Savvinova 

Antonina 

Nikolaevna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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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and its 

impact to local population of the 

Arctic region of Russia） 

2 

刘丽艳 副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寒冷地区室内环境与人体健康

（ Indoor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 in cold region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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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 microbial ecosystem and 

anaerobic bio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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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ources and molecular 

composition of organic aerosols in the 

polar regions） 

2 

徐庆超 研究员 
国家创新与发展

战略研究会 

中国的北极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

（China in the Arctic: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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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in polar regions: 

occurrence, variations, sources and 

bioaccumulation） 

2 

王小萍 教授 
中科院青藏高原

研究所 

第三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区域循

环（Regional cycling of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on the third pole） 

2 

4. 综合实验实践教学（0.5 学分） 

该课程针对线下学员授课时开设，线上授课时将取消 

由环境学院教师讲授实验课程，共开设 4 个环境污染特征分析领域的实验课程，每个实

验课程 4 学时，每位同学选修 2 个实验课，合计 8 学时（0.5 学分）。 

课程名称：北极样品中新兴关注化合物分析； 

指导教师组：张子峰，刘丽艳，马万里，宋维薇。 



主题：讲授北极新兴关注化合物的检测方法、指导学生进行样品分析。 

主讲人 职称 单位 题目 学时 

张子峰 副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水中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分析 4 

刘丽艳 副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灰尘中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分析 4 

宋维薇 副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大气中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分析 4 

马万里 副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食品中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分析 4 

5. 校外师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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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ek Muir 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的高级研究科学家。并在广州暨南大学、盖尔弗

大学和多伦多大学担任兼职教授。Derek 教授主要研究淡水、海洋和陆地环境中的污染物。

自 1994 年以来，一直担任北极监测方案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专家组的共同主席，并共同领导

了北极监测方案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三项评估，以及最近一项关于北极新出现的关切化

学品的评估。是 SETAC 研究员，加拿大国家科学院院士，著有约 650 篇同行评议文章。他

是环境科学/生态学领域被引用最多的 1%的科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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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明刚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教授，海洋与海岸带发展研

究院兼职教授，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基于海洋学视角的开阔海域

污染物传输动力学过程研究，及其作为新型示踪剂在海洋科学上的应用。研究海域涉及我国

南海等边缘海、全球大洋及两极海区，课题组近 10 次参加中国南、北极科学考察。个人系

中国第 3、5 次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先后入选福建闽江科学传播学者、福建省杰出青年基

金计划、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CSC 中德合作团队项目等人才计划。主持国家及省部级项

目 10 余项，在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Environmental Pollution、Deep Sea 

ResearchⅠ、Marine Chemistry 等环境、海洋期刊发表论文 70 余篇，获得专利授权 12 项，获

得多项省部级奖项。  

陈立奇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海洋局海洋大气化学与全球

变化重点实验室主任。1969 年毕业南开大学，1981 年-1983 年赴美国留学，1991 任海洋局

第三海洋研究所副所长，1994 年任国家海洋局南极考察办公室主任。40 多年来，一直工作



在海洋化学科学工程技术的前沿，先后组织实施了我国南极考察一船两站工程建设的“九五”

计划和中国北极科学考察计划，负责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国家科技专项、国家社会公益项目、

国际合作计划、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项目。发表论文 150 多篇（30 篇 SCI），编著 15 部，

8 项成果获得部级奖（其中 4 项 1 等奖，2 项排名第一）。 

傅平青 天津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表层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地-气界面科学中

心”主任。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主要从事极地、海洋和城

市大气气溶胶，以及冰芯、土壤和沉积物中有机质的分子组成、来源和归宿等研究，取得原

创性科研成果。已在国际地球和环境科学领域主流 SCI 刊物上发表论文 180 余篇（其中 1

区 top 期刊有 60 多篇）。 

Pål Markusson 北极大学联盟副主席，主管北北流动项目（north2north mobility）。北

北流动项目是一个为北极大学成员（不是非北极大学成员）的学生提供一个在成员单位之间

进行交流学习科研的机制。在该项目下，北极大学成员共享资源、设施和专业知识，成员单

位之间拥有学生交流机会，包括互认学分和授予学位的校际留学计划、还设有成员单位之间

的教师资源交换计划，并鼓励成员单位之间共享研究信息的资源。 

Anatoly N. Nikolaev 俄罗斯东北联邦大学自然和数学科学校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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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主要领

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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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年代学研究的实

施；气候和古气候变化研究；北极鱼类区系研究；研究低温景观和湖泊生态系统发展的动态、

制图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以及北极医学研究。 

Harsha Ratnaweera 挪威生命科学大学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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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为寒冷地区污水管理

及污水处理技术研究，北极生态环境中持久性有毒物质污染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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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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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方向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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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污染物的环境行为，包括北极和其他极地环境；有机污染物环境暴露和健康风险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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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萍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多次组织及参加青藏高原野

外科考，主要从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全球循环方面的工作。在青藏高原建立了大气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的监测网络，并对有机氯农药，多氯联苯，多溴联苯醚以及多环芳烃等污染物在中

纬度高海拔地区的大气背景值、空间分布和季节变化特征进行了研究，获得了印度季风将南

亚污染物传输至青藏高原的直接证据，明确了青藏高原陆地生态系统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

“汇”效应。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首届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

才奖”获得者，首届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已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28 篇，其中 SCI 

25 篇，SCI 引用 400 余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0%94%E7%A9%B6%E5%91%98/87033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A%E5%A3%AB/7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9%E6%9C%BA%E6%B1%A1%E6%9F%93%E7%89%A9/801032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6%E5%9C%B0%E7%94%9F%E6%80%81%E7%B3%BB%E7%BB%9F/18752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A7%91%E5%AD%A6%E9%99%A2%E9%9D%92%E5%B9%B4%E5%88%9B%E6%96%B0%E4%BF%83%E8%BF%9B%E4%BC%9A/7094890


徐庆超  中国科学院大学，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研究员；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

彻法律和外交学院科学外交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科

学外交”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北极研究，外交转型，国际话语权，公共外

交。 

张庆华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大型分析仪器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特别是二恶英类化合物的环境化学行为和分析方法学的研究及其在我国

一些典型污染地区的来源、行为、归宿和影响的研究。 

6. 校内师资简介 

李一凡 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挪威极地研究科学院院士。Springe 系列丛书

《From Pole to Pole》的联合主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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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一凡是持久性有毒物质迁移转化规律研究和北极环境与生态研究领域国际知名学者，主要

研究方向为北极污染物的现状、归趋及其进入北极的途径；污染物在不同介质中的排放、残

留和迁移模型模拟。 共发表了 250 多篇论文。从 2014 年到 2020 年连续成为爱思维尔发布

的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入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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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丽艳 副教授，硕导。研究方向：北极及寒冷地区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影响，人体内

典型环境内分泌干扰物暴露评估及健康风险评估，室内环境中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特征及控制

技术研究。 

马万里 副教授，环境学院博导。研究方向：北极及寒冷地区大气中有机污染物的环境

行为。 

张子峰 副教授，环境学院硕导。研究方向：典型污染源大气颗粒物来源排放清单及气

候效应影响。 

宋维薇 副教授，环境学院硕导。研究方向：北极多介质环境污染物归趋研究及生态风

险评价。 

三、相关信息 

计划招收学生 90 名，其中境外学生 30 名，国内高校学生 30 名，校内学生（包括本部、

深圳和威海 3 个校区）30 名。其中，国内高校学生由学校相关部门负责招生，环境学院和

北极环境与生态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合作单位协助。境外学生招生包括以下几个渠道： 

 环境学院网站宣传 

 北极大学联盟（UArctic）在其网站发新闻，并协助招生 

 “北极大学联盟-哈尔滨工业大学培训中心”网站宣传 

 “哈尔滨工业大学极地研究院”网站宣传 



 “极地环境与生态专业委员会”宣传 

 北极环境与生态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合作单位推荐 

 阿斯图协助招生俄罗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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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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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刘丽艳、姜思领          

联系电话：13206565863、15114558163 

联系邮箱：IAS_HI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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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