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大密西根学院是上海交通大学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与

美国密西根大学开展全面战略性国际合作办学共建而成的工学院。学院

以“创建研究型国际一流学院，培养创新性领袖型人才”为秉承宗旨，

致力于深入探索在国际化办学机制、科学管理体制、人才培养模式和跨

学科科研合作等方面的改革和创新。

       密西根学院分别于2006年和2009年开始高考统一招生和研究生招

生。学院建立了与密西根大学工学院接轨的课程体系。学院实施终身教

职制度，聘任标准、考核模式和晋升方式均参照美国一流大学的要求进

行。九年来，学院每年都有大量应聘者，均是来自于世界一流大学和研

究所的教授、博士后或博士学位的获得者。学院现任30多名全职教授均

具有世界一流大学博士学位。从课程体系到教师资源，从多模式国际化

合作到沉浸式国际化学院氛围，我院自始至终给所有同学提供国际化的

全面培养。

       从两所世界知名高校联手合作建院到共同签署成立联合科研基金，

双方通过紧密的合作管理模式和鼓励创新自治的支持政策，使密西根学

院成为一个完全按国际一流大学的标准和模式运行的国际化学院，实现

了两校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合作并覆盖多个工学领域。交大密西根学院的

建设同时也得到了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成为国内高等

教育改革试点特区。2011年，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小组将上海交大密西根

学院作为高校教改楷模。2012年，密西根学院被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评为

“上海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2014年荣获象征国际教育最高荣誉

的海斯克尔国际教育革新奖的“2014年海斯克尔国际合作奖”。这是该

奖项设立以来首次授予中国的教育机构。

交大密西根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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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
独特的学术氛围和先进的科技探索让这里的师生站在科技创新的前沿，其科研项目涵盖国家、市

级、校级、企业合作、国际合作等各个方位，科研领域及合作层面仍在不断深化中。

11个研究领域

生物医学技术 / 着眼先进的医疗保健应用，致力于采用机器人学、生物医学光学、光测量学、共聚

焦显微镜、医学成像、生物力学等学科当中最前沿的技术 。

（陈松良，黄佩森，罗家佳，Shane Johnson，吴继刚，杨天和龙泳）

通信网络、控制和信号处理 / 涵盖了通信、网络、控制和信号处理中从基本理论到实际应用中一系

列的研究问题，包扩无线/有线通信、下一代无线网络、系统控制，以及数字信号处理。

（韩充，钱炜慷，王旭东和张峻）

微米/纳米/生物器件 / 在微米/纳米尺度上从事电学、光学、磁学和铁电器件研究，应用领域集中在

集成电路、太阳能、传感器等。

（鲍华，但亚平，杜长庆，Morteza Eslamian, 万文杰和杨天）

动力学与振动 / 注重学术研究与实际应用的交叉，拥有世界独有的专业实验设备。

（Roberto Dugnani 和沈泳星）

设计与制造 / 应用于推进系统、航空动力学系统、新能源系统、生命科学及其他各种工业。

（黄佩森和李冕）

能源与动力系统 / 开展在专业应用领域及基础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科研工作，包括尖端的节能技术与

可持续能源技术，如薄膜太阳能电池，及开发新的能量来源。

（陈谦斌，孔令逊，李冕，马澄斌，Kwee-Yan Teh， 王旭东和杨天）

计算机工程 / 针对新的应用和新的器件技术，研究相应的电路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算法和计算机

体系结构。

（陈松良，但亚平，龙泳，钱炜慷，沈泳星，龙泳和吴继刚）

机电控制 / 研究动态系统的控制策略，以机器人、车辆、高速高精度伺服系统、多能源系统和其他

动态系统为载体，开展以实验平台为支撑的理论应用研究。

（韩充，黄佩森，Shane Johnson, 李冕，马澄斌和张峻）

结构与材料 / 在结构动力学、多体系统动力学、计算力学、实验力学、有限单元法与无网格法、并

行计算、结构有损与无损检测、断裂力学、主动材料与智能结构、结构健康监测、超声等学科领域

开展研究。

（薄首航，陈倩栎，Roberto Dugnani，郭云龙，罗家佳，Shane Johnson，申岩峰，沈泳星和朱虹）

光学和光电子 / 在生物医学光子学、新能源器件、信息技术领域进行研究与合作。

（陈松良，但亚平，万文杰，吴继刚和杨天）

热/流体力学 / 着重流体力学和传热现象的研究。

（鲍华，陈谦斌，Morteza Eslamian, 孔令逊，Shane Johnson，Kwee-Yan Teh和王利坡）

科学成果（2006-2016）

项目分类 课题分类 总计

科研项目 国家级科研项目（国家自然基金、 68
 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省部级以下科研项目（上海市政府、 65
 教育部、科技部、校内基金） 

 企业项目 72

人才项目 国家级人才项目 10

 省部级及以下人才项目 45

分类 子类别 总计

科研投入（单位：百万人民币） 科研项目 52.33

 人才项目 20.31

 启动金 33.72 

科研产出 期刊论文 442篇

 会议论文 341篇

 专利申请 65个

 专利授权 27个

  

科研项目 (2006-2016)

数据统计截止2016年12月

数据统计截止2016年12月

2006-2016
RESEARCH

PERFORMANCE0504



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
原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终身教授
交大密西根学院院长
交大密西根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级特聘专家 “千人计划”
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研究领域
1) 光学测量：基于激光的空间测量技术（表面
     粗糙度，形状，平面度，长度，角度等）；

三维表面 形状测量
2) 机器视觉：表面缺陷检测；人脸识别
3) 精密运动测量和控制： 用于纳米定位的光学

编码器

研究领域
1) 微纳尺度传热
2) 复合材料和多孔介质中的传热
3) 传热过程的多尺度模拟
4) 先进冷却技术

研究领域
1) 材料和系统层面的固态储能材料研究
2) 运用衍射和谱学手段对材料的合成过
    程进行原位研究

研究领域
新能源材料结构与性能之间的联系：
1) 离子传输机理
2) 界面电子传输
3) 电子能带结构

研究领域
1) 光学超声探测
2) 光声显微与层析成像系统
3) 生物医学光学成像

研究领域
1) 集成电路和器件的纳米电子学
2) 光电混合集成电路和器件的纳米电子学

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
交大密西根学院荣誉院长
交大密西根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国总统教授奖获得者
美国密西根大学功勋教授
美国总统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
国家级特聘专家 “千人计划”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09年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0年荣获上海市 “白玉兰荣誉奖”

研究领域
1) 制造科学与工程，精密机械加工，制造过程

建模和控制
2) 统计质量设计和改进
3) 微细系统制造
4) 智能监控
5) 维护系统

密西根州立大学博士学位
原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化学工程学院系主任
及终身教授
交大密西根学院学术事务副院长
交大密西根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首位“唐君远讲席教授”
美国机械工程学会会士

研究领域
1) 喷雾燃烧；雾化/喷射
2) 计算流体力学/多尺度计算
3) 大涡模拟：湍流及反应流场
4) 多相流

研究领域
1) 清洁汽车发动机技术和可持续交通基础设施
2) 内燃机和航空发动机的燃油喷射
3) 喷雾与雾化的多学科研究
4) 可替代和生物可再生燃料
5) 可视化诊断，流量传感和测试技术

研究领域
1) 无线通讯网络
2) 物联网
3) 智能电网通信
4) 机器学习与大数据

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
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院博士后研究
交大密西根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千人计划（青年组）”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学位
原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机械工程系副教授
交大密西根学院终身教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交大密西根学院研究生教育副院长
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会士 
英国皇家工程院杰出访问研究员 
入选首批上海市特聘专家“千人计划”
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sbo@lbl.gov
薄首行(Shou-Hang Bo)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博士学位
原麻省理工及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博士后
交大密西根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qianli.chen@sjtu.edu.cn
陈倩栎(Qianli Chen)

瑞典皇家理工大学硕士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博士
原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聚合物研究所博士后
洪堡学者
交大密西根学院讲师
入选上海市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

一
流
的
师
资

王旭东(Xudong Wang)

佐治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上海交通大学学士、博士学位
交大密西根学院终身教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市特聘专家（千人计划）
上海市高校特聘教授（东方学者）
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交大密西根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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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1) 组合结构的结构健康检测
2) 声学成像
3) 断口分析技术
4) 微电子机械系统

研究领域
1) 可溶液处理太阳能电池
   （如聚合物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制备
2) 薄膜基础及其应用，喷雾法

研究领域
1) 高分子材料物理性能
2) 纳米尺度受限的高分子动态
3) 结构与智能反应材料

研究领域
1) 有限元分析：材料非线性损伤分析，
    材料微观力学特性分析
2) 材料及结构无损检测；
    红外热成像热弹力性应力分析
3) 复合材料的性能
4) 生物力学：结构分析，材料力学和人机
    交互技术

研究领域
1) 太赫兹无线通信
2) 毫米波无线通信
3) 移动网络
4) 石墨烯纳米网络

研究领域
1) 复杂系统设计与优化
2) 多学科优化与多目标优化 
   （进化论算法与经典算法）
3) 确定性与随机性（鲁棒性与可靠性）设计优化
4) 机器学习与近似算法（试验设计的技术与方法）
5) 最优控制与自适应控制
6) 多学科决策理论

研究领域
1) 生物医学成像的图像重建
2) 图像引导介入的图像处理
3) 医学信号处理
4) 算法开发和性能分析

研究领域
1) 生物力学
2) 生物医学图像及建模
3) 虚拟手术规划
4) 有限元仿真
5) 医疗器械研发
6) 医疗物联网及大数据

研究领域
1) 能源系统管理与控制
2) 无线电能传输
3) 运动控制
4) 机电一体化

研究领域
1) 计算机辅助设计集成电路
2) 数字电路设计
3) 低能耗计算
4) 高性能计算
5) 面向新纳米材料的电路设计

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
伍斯特理工学院硕士、学士学位
交大密西根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里兰大学博士学位，
清华大学硕士、学士学位
交大密西根学院终身教职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
原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柯柏斯克里斯提分校
助理教授
交大密西根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乔治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交大密西根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云龙（Yunlong Guo）
yunlong.guo@sjtu.edu.com

路易斯维尔大学博士，清华大学硕士，
清华大学学士
交大密西根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特别研究员，
材料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金属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固定成员
普林斯顿大学副研究员，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
西北大学访问学者
国家“千人计划”（青年组）

chong.han@sjtu.edu.cn
韩冲 (Yanfeng Han) 

佐治亚理工大学博士学位
交大密歇根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员
入选上海市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

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
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后研究
美国通用电气全球研发中心纽约尼斯卡于
纳（Niskayuna）总部，研究员
交大密西根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入选上海浦江人才计划

东京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华东理工大学学士学位
交大密西根学院副教授、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双聘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清华大学学士
交大密西根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jiajia.luo@sjtu.edu.cn
罗家佳（Jiajia Luo）

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
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后研究
美国密西根大学MICHR学者
交大密西根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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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1) 流体动力学
2) 湍流燃烧
3) 计算流体力学
4) 相关应用（能源、发动机等）

研究领域
1) 生物医学光学成像
2) 生物光子学

研究领域
1) 光纤集成的超构   表面和超构材料
2) 纳米光学生物传感和成像
3) 光学探测单个分子
4) 非线性和石墨烯表面等离激元
5) 仿生光学材料

研究领域
1) 量子系统的控制与辨识
2) 复杂工业过程控制

研究领域
1) 先进能源和电子材料设计
2) 高通量材料计算模拟、数据挖掘
3) 能带、缺陷和界面工程

研究领域
1) 水力压裂数值方法
2) 断裂的相场方法
3) 薄壳体断裂
4) 不连续迦辽金方法
5) 材料力学性能的数值研究

研究领域
1) 结构健康监测
2) 主动材料与智能结构
3) 计算力学与数值仿真
4) 超声导波
5) 传感器与作动器

研究领域
1) 能源系统分析
2) 能源科技建模、优化
3) 中国能源与环境工程和公共政策

研究领域
1) 硅量子点纳米粒子应用于生物免疫荧光显影
2) 硅量子点纳米粒子应用于照明与显示屏技术
3) 胶体硅纳米粒子应用于印刷电子元件与电路

研究领域
1) 非线性光学
2) 纳米光子学
3) 等离子激元
4) 超分辨率显微术

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清华大学学士学位
原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终身系列讲师
交大密西根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青年千人计划”

changchingtu@gmail.com
杜长庆(Chang-Ching Tu)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
台湾交通大学学士硕士、学士学位
交大密西根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利坡 (Lipo Wang）

德国亚琛大学博士学位，
清华大学学士学位
交大密西根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yanfeng.shen@sjtu.edu.cn
申岩峰 (Yanfeng Shen)

南卡罗来纳大学博士学位
交大密西根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副研究员

hong.zhu@sjtu.edu.cn
朱虹 (Hong Zhu)

杨天 (Tian Yang)

张峻 (Jun Zhang)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双学士学位
交大密西根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系研究员
入选上海市博士学位、浦江人才计划

南加州大学博士学位，清华大学学士学位
哈佛大学Research Associate
交大密西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入选美国Marquis全美名人录（优秀结题）

康涅狄格大学博士学位
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
交大密西根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入选上海市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

吴继刚(Jigang Wu)

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清华大学学士学位
交大密西根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万文杰 (Wenjie Wan)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 耶鲁大学博士后
交大密西根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特别研究员
中国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
国家“千人计划（青年组）”

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普渡大学学士学位
交大密西根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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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OPPORTUNITIES

RESEARCH
COOPERATION

研究合作
校内合作

密西根学院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电信学院、信安学院、Med-X研究院、航空航天学院、微纳科学研

究院等学院及研究院开展合作科研、联合培养等合作。

校企合作

我院31.6%的在职教师有相关的行业经验。

同时，密西根学院与国际领先企业有着良好、密切的互动合作关系，拥有着众多世界著名的跨国企业为合作伙伴：

国际合作

密西根学院与美国密西根大学保持着紧密的科研合作、同时与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州大学、

英国牛津大学等国外大学开展了科研合作项目。 国际交流
海外科研项目

自2010年起，学院共有24名研究生赴欧美国家参加最短三个月的短期科研项目，90余人次参加如IEEE超声年会、

IEEE全球通信大会、美国精密工程学会年会、美国机械工程师会议等国际会议。13人成功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联合培

养博士项目和学位博士项目。还有多个交换生项目包括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荷兰代尔夫特理工

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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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培养
专业设置

力学、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动力

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培养目标

硕士学位象征了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在其专业领域内从事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院在培养学生掌握核心知识和专业

技能的同时，使之具备能在更广泛工程领域进一步研究的能力。

•   对硕士研究生进行严格的理工科教育，提供给学生宽广的基础理论课程及系统深入的专业课程，加强数学、科学及

工程等相关领域的知识，并为学生能在某个选定的领域进行更深入、系统的学习创造条件.

•   帮助学生掌握进行相关领域产品和应用系统设计及实现的能力，并具备进行开放性问题研究和批判式思维的能力。

•   通过团队合作、协调交流及解决问题等方面的锻炼，培养学生成为该领域的管理领导者。

学费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的相关文件精神，我校按照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招收的全部研究生均需缴纳学费。具体收费标准

可查询我校财计处网上的公示学费项目。

网站链接：http://www.jdcw.sjtu.edu.cn/WFManager/login.jsp

注：密西根学院的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费与交大其他学院的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费相同，不另收取

额外费用。

培养特色

•   国际一流的师资力量：教师100%具有世界顶尖名校博士学位，并有多年在国际一流大学或著名跨国公司从事前沿

科研的经历。

•   不用出国的留学环境：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案设计、科研训练等环节均与密西根大学相关专业同步，并采用全

英文授课。

•   不同文化交融的国际化氛围：相当比例的外国留学生和外籍行政管理人员，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跨文化交流合

作能力。

•   国际交流：鼓励并资助学生参加重大国际会议和短期国外学习项目，积极参与跨国的合作研究项目。

培养模式

学制和学分要求：所有入学硕士生按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方式培养，学习年限为2.5年。课程总学分不少于36个学

分，平均学分级点≥3.1(最高为4.0)。

学位论文开题及答辩：通过学分级点考核的学生将进入硕士论文的开题与答辩，相关流程按上海交通大学和密西根学

院有关学位论文的规定执行。

奖助学金

所有密西根学院研究生在校期间，均可申请国家、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设置的各类奖学金、助学金，如：光华奖学

金、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优秀奖学金、俞黎明奖学金、科磊奖学金及研究生助学金等。

MASTE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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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培养

DOCTORAL
PROGRAM

专业设置

力学、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动力

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培养目标

博士学位是对学生在相关知识领域所表现出的创新能力和卓越学识的认可。学院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一流研究水平

的、能在国内外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任职的创新性领袖型人才。

•   鼓励原创性科学研究与创新，着重可能有重大影响力的科研项目，着重可能有变革性的新发现、新思路。

•   注重培养学生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引领学生参与学科领域内前沿的重要科研项目，在一流的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高

水平论文，使学生能够成长为该领域的卓越人才。

•   与政府机构及工业界合作开展前沿性科学研究，使之具有国际认可的影响力及水平。

•   加强国际化合作，资助博士生国外访学、短期交流及参加重大国际会议，与国际一流大学建立博导联合培养机制。

学费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的相关文件精神，我校按照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招收的全部研究生均需缴纳学费。具体收费标准

可查询我校财计处网上的公示学费项目。

网站链接：http://www.jdcw.sjtu.edu.cn/WFManager/login.jsp

注：密西根学院的全日制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培养费与交大其他学院的全日制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培养费相同，不另收取

额外费用。

课程学习与考核

所有入学博士生按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方式授课及培养，学习年限为3~4年，直博生为5年。

博士生课程的基本标准为修满21个学分，直博生为45学分，平均学分级点要求≥3.3(最高为4.0)。

课程学习及考核是决定博士研究生是否能进入博士资格考试的重要前提。

博士资格考试

实施博士资格考试制度，是高水平学生质量的重要保证。考试由学院博士资格认定委员会进行监督及评审，主要采用

口试问答形式，时间约为1.5小时。围绕学生的课程学习及科研实践，委员会将提出系列问题并要求候选人作答，以

考察学生是否具备攻读博士学位的基础和能力。

开题报告

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学生将进入学位论文开题阶段。学生应邀请5名专家教授组成他们各自的学位论文委员会，其中

至少2人须为本学科教授，学生导师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学位论文委员会承担指导学生论文写作，评估学生论文进度

的责任。

博士研究生需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开题报告会，就所选课题进行详细阐述，导师可作必要解释或说明。评审小组将对

报告人所选课题进行论证，并就课题研究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

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将由预答辩及终答辩组成。相关流程和要求参照交大及密西根学院有关规定执行。

奖助学金

所有密西根学院研究生在校期间，均可申请国家、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设置的各类奖学金、助学金，如：光华奖学

金、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密西根学院优秀博士新生奖学金、俞黎明奖学金、科磊奖学金及研究生

助学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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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SSION

硕博招生
招生对象

密西根学院硕、博士招生主要面向专业为：机械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船舶与海洋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流体力学、精密仪器及机械、材料科学与工程、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电气工程；光学，光学工程等。

多学科及支持交叉学科招生和培养是密西根学院的重要特点之一。

申请途径

1) 自主招生暑期夏令营

（申请时间：每年5-7月）

面向中国国内重点院校相关专业的优秀大学三年级学生，要求申请者具备较强的专业学习基础、较好的

英语综合能力和科研潜力。申请人通过申请并参加我院每年7月份举行的暑期夏令营，表现优秀者将会获得

提前预录取资格。我院将于2017年7月5-7日举办研究生自主招生夏令营，具体通知请见官网相关通告：

http://umji.sjtu.edu.cn/cn/calendar/2017-0420-1131/。欢迎广大考生踊跃报名。

2) 推荐免试直硕和直博

（申请时间：每年9-11月）

面向中国国内重点院校相关专业获得推荐免试资格（占用申请者母校推免指标）的暑期夏令营预录取学生和其他新增

申请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通过遴选的学生将获得正式拟录取资格。

3) 全国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报名时间：硕士：每年10月；博士：10-12月）

具备国家承认学历，符合报考要求的学生可参加每年的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来申请我院的硕士和博士研究

生培养项目。达到交大及我院录取分数线并满足其他要求条件的考生可进行录取。

4) 博士入学申请制

（申请时间：全年）

国内研究生院单位高校（含中科院研究生院招生单位）或由资深专家学者（如院士、长江学者、杰青等）重点推荐的

应届或历届毕业硕士生（含硕士专业学位生）可通过该方式申请我院博士生培养项目。申请将全年开通，入学时间为

春季或秋季学期。

5) 国际学生

（申请时间：国家及上海政府奖学金申请截止时间：每年3月31日。上海交通大学奖学金申请截止时间：4月30日。

项目申请截止时间：5月30日。）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持有外国有效护照的国际学生可通过入学申请方式申请我院硕博士培养项目，具体要求及流程

可查阅我院网站或咨询我院研究生教育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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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密西根学院毕业生就业情况

2013年和2015年学院分别迎来第一届硕士毕业生和第一届博士毕业生。2013-2016届的毕业生中，有近22%的

学生申请在国外一流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博士后，就读学校包括麻省理工学（MIT）、密西根大学（UM）、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y of 

Montreal）、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 SD）、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T Austin）、普渡大学、交大密西

根学院等世界一流研究生院。78%的学生会选择在工业界、高校或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就职，就职单位包括世界知

名企业如上海大众、西门子、上海电气、斯伦贝谢、华为、腾讯、百度、中兴、国家开发银行总行、建设银行

等。

GRADUATES’
PLACEMENT

GRADUATES’
VOICES

01

毕业学子心声
石承志
交大密西根学院2010届本科毕业生生，2013届硕士毕业生，
现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攻读博士学位，获全额奖学金。

在密院本科大四的时候，我没有选择出国，而是选择了直升本院，攻读硕士学位。密院严谨的学术和科研氛围、和能

够得到世界力学界两位知名教授Robert G. Parker和Oliver A. Bauchau的亲力指导是我选择密院读研的主要原因。在

密院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我的科研水平和科技写作交流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在学期间我有机会在顶级期刊，高水平

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和发言作报告。在临毕业前，我已经获得UC Berkeley,UM, UIUC 和Virginia Tech 三个美国知名

工科学校的全奖博士录取资格。总之，密院提供的高水平、国际化教育机会和环境能够帮你实现职业梦想。

78%4%5%1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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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GRADUATES’
VOICES

GRADUATES’
VOICES

李枚芳
交大密西根学院2016届硕士毕业生。
现就职于百度任数据挖掘工程师

研究生期间的科研进展就像推这块大石头一样，最初，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发散思维，最终一步一步越来越明朗，

其实人生亦是如此，做任何事情，贵在坚持，水滴石穿，只要有信念，一切都不是事儿！

傅旻帆
交大密西根学院2010届本科毕业生，2013届硕士毕业生，2016届博士毕业生
美国弗吉利亚理工的国家电力电子中心做访问学者

10年前，无知懵懂的我邂逅了密西根学院；10年后，成熟坚定的我离开了密西根学院。一首《十年》道出了情爱的

沧桑与岁月的味道，却道不清我在密院的痕迹。

硕博士阶段的生活和本科阶段完全不同，科研渐渐成为了我生活的重心。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博士阶段有4篇接收、4篇

审稿或待提交的IEEE期刊，14篇国际会议论文，这一数量相当于同专业毕业平均水平的5倍左右。科研给我的生活带

来了不少的乐趣与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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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密西根学院综合大楼将于2018年落成，
这里将成为一个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海内
外学术交流与成果转化为一体的综合性教学和
研究场所，我们期待与你在这里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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