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 2016 级同学：

	 金秋九月是收获的季节，欢迎加入交大密西根学院！我是密西根学院 2016 级年级思政教师黑波，毕业于中

国人民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非常感谢密西根学院学生会事业部同学们编排了这本内容丰富、点亮突出的《启

程在 JI》。密西根学院的各位学长、学姐耗费大量时间，精心编写了这本密院学生职业生涯导航手册，希冀通过这本

手册让 2016 级密院新生尽快融入和了解密院，尽早开展属于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

	 今天你们走入密西根学院，并将在这里开启新的人生旅程。俗话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但有时方向

比努力更重要。密西根学院是国际化办学的学院，非常重视学生的多元化发展。在密西根学院，有的同学会在本科期

间参加双学位项目；有的同学会参加学院和学校的本硕连读项目；有的同学会直接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还有的同学

在本科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所以希望同学们学会自我定位，明确发展方向，选择正确道路。在密西根学院，你们将

接受全英文的教学，亲身体会密院人特有的精神与气质；在密西根学院，你们需要用课余的时间高效地完成各项工作，

汲取知识的营养，获得思想的启迪；在密西根学院，你们将与许多优秀的伙伴砥砺同行，并在集体中学会互助互爱，

感受友谊的珍贵；在密西根学院，你们需要面对各种压力和不可预测性，所以希望同学们提早转换思维方式，提早做

好相关准备，希望这本手册能够帮助到大家。

序言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人生乐事。在同学们即将开始密院生活的时候，作为一名师长，

在表达祝贺之意的同时，我想与同学们分享一点对大学学习和生活的感悟。首先，你们应该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理想

主义意味着听从内心的召唤，突破现实的羁绊，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目标。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曾说 :“有了物质，

人才能生存；有了理想，人才能生活。”理想就像人生的发动机，有了它，才能获得前进的动力。其次，希望你们常

怀感恩之心，给他人多一份尊重和关怀。“饮水思源，爱国荣校”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校训，希望大家永怀一颗感恩之

心，感恩你们的父母、老师、同学和学校，是他们让你们成长、进步，是这所学校让你们结缘、结伴，是这所学校让

你们拥有了永远的精神家园。再次，希望你们养成行胜于言的实干作风。理想的价值体现在追求理想的行动中。孔子

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密院人从来都是坚定的行动者，密院人拒绝坐而论道，拒绝夸夸其谈，不论环境如何变

化，都能沉下心来，俯下身去，踏踏实实做事，因为唯有实干的作风才能确保你们迈向理想的远方。

	 同学们，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我和所有密西根学院的老师都对大家寄予厚望，希望你们珍惜

韶华，发愤图强，希望你们守正笃实，久久为功，希望你们从优秀迈向卓越，实现人生梦想。

	 同学们，“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交大密西根学院欢迎你们！谢谢大家！	

黑波

2016 级年级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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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简称密院，英文名是 Joint	Institute, 简写为 JI

而我们都是 JIer，JI 的一员。

JI	is	the	abbreviation	of	Joint	Institute	i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We	are	all	JIers,	the	fairies	in	JI's	realm.	

前
两
年

我
们
一
起

在JI



 3In JI

俞黎明学生中心
俞黎明学生中心位于交大密西根学院三楼东侧，

内设学生自习区、计算机房、小组讨论室，是密院

的专属自（gan）习 (due) 区。相比宏伟大气的主图

书馆，这里更像是每个 JIer 的碧玉小家。学生自习

室位于东南角，内有近 50 个座位，平均空间足以将

学习资料摊开，另有充足的插座，再也不用担心本

本没电了。计算机房位于东北角，内有近 40 台台式机，

均可以直接连外网，舒适的电脑椅也让不少同学选

择此处自习。

小组讨论室位于北侧，共有两间，需要到门口

管理员处预约、登记使用时间，每间房间可容纳 8

人左右，两侧的玻璃墙壁可以直接用室内提供的记

号笔书写，TA 的 office	hour、小型会议、面试、辩

论队讨论都会在这里进行。学生中心的南侧两间房

间分别是 writing	center 和	student	advising	cen-

ter。另外，学生中心内还有一个小型图书馆（两个

三个中心

书架），收录了大量国外原版书籍（工具书），可以

在学生中心内借阅，但不可以带出。学生中心内全覆

盖了 JI 专属的 wifi	JI-open，连上后也可以直接连接

外网。

Writing	Center
Writing	center	位于俞黎明学生中心南侧，具

有丰富写作经验的学长、学姐会在这里帮助你进行

各类写作。首先要在网站 www.bookeo.com/um-

ji-writingcenter/customer 上登录（扫右边二维码），

预约学长、学姐，然后就可以在预约时间去 writing	

center 找他们一对一辅导了。这里的写作不光光

是 vy100，vy200 中的英语写作，还包括 personal	

statement，statement	of	purpose，resume 等申

请材料的写作指导，对 DD 申请、应聘都非常有帮助。

Advising	Center
Student	advising	center	位于俞黎明学生中心

南侧，每周一至周五晚 8：00 至 11：00 都有人值班。

在这里，你可以向值班的学长、学姐询问任何问题，

无论是学业上的问题，还是生活上的疑惑、恋爱上的

烦恼。学长、学姐会耐心倾听你的诉说，与你交流，

帮助你解决问题。

在密西根学院，有好多别人拥有不了的硬件资源

其中有三个中心，学会利用他们会使你受益匪浅

文	/	宋宭

我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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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课程 
第一个大学学期，我们将要面对怎样的课程呢，又应该怎样学习呢？

尽管都是必修课，但我们也要有所选择。不同的老师，不同的授课内容，只有仔细斟酌，

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Teacher	Assistant	（TA）	
来讲学习经验

第一个阶段

我第一次正式学习 C++ 是高考之后的暑假。

我和很多初学者一样，学习的过程并不顺畅，但却

也痛并快乐着。我在刚开始的两个多星期，一直想

不明白为什么要写：#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以及：int	main()，好在 IDE 在我

正确写出这几行之后会把一些关键字从黑色变成蓝

色以表示对我的肯定。我对编程最初的好感就是因

为很多单词打出来之后会变成各种颜色。这可能也

是当时仅有的好感。

我是一个很较真的人。弄不明白的东西写出来

总感觉很别扭。所以我认为编程是非常困难的。在

我的印象里，所有学的东西最开始都是非常容易理

解的，循序渐进地加大难度对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编程却恰恰不是这样。我相信很多人跟我有相

同的困惑。很多人在刚开始接触编程的时候就被难

以理解的语法所迷惑，因此心里对它产生了一种恐

惧感。事实上，你最初对写程序的疑惑并非是无用的。

相反，它们非常有价值。在初学阶段，这些疑惑的

解答可能暂时不能理解，而且暂时没有理解的必要。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是：牢记你心中的困惑和疑问，

继续学下去。你的问题会在之后的某一天得到解答。

当然了，也有的人神经很大条。很听老师的话，老师

说不用理解他们就想也不想地照抄。这也是不可取

的。因为你在程序中写的任何语句都是对它的运行起

到作用的。如果你不了解其中的一些语句，那么说明

你对程序的理解不够透彻。你如果经常忽视无法解答

的问题，到后面就会发现内容越来越难以理解，知识

呈片段状存在于大脑中，没有相互的关联。然而关联

的能力却是编程最重要的能力之一。从最底层的机

器二进制码到汇编语言再到 C/C++ 再到更进一步的

Matlab,	Java,	Javascript…它们之间就好像从下到上

的一条通路，是连接在一起的。只有尽可能地把你心

中的疑问都解决掉，你学到的知识才能联系到一起，

融会贯通，活学活用。

第二阶段 & 第三阶段

从你写完 Hello	world 这个程序之后，你基本

上就进入第二阶段了。第二阶段的知识连续性还是比

较强的。比如变量的定义，输入输出，条件和循环，

文件的输入输出，函数，以及结构体。我的意思是这

一串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基本上不会出现太多你难以

理解的语句和用法，因为基本上难度是递进的。这一

我对编程的理解
文 / 毛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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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分学习心得
文 / 叶楚楠

在我看来，Honor	Mathematics 是一门神奇的

课，它表面上教授了大量基础的数论知识，抽象代数

知识，相比高数更偏向理论而非应用。然而事实并非

如此，它很好地为后续的 VV285 和 VV286 这两门

偏向于应用的课程作了铺垫。

对 VV186 而言，常规的刷题方法并不是十分有

效，因为很多时候根本就无题可刷。进步来源于日常

的积累，每一个定理、推论的独立证明都是很好的练

阶段的特点就是需要你努力努力再努力。其实编程的

语法是很好学的，都是前人规定好的，死记硬背就行

了。但用法却是活的，需要长时间积累。我建议大家

能够在理解了课件的内容之后认真分析老师每一个

例子对于知识点的用法。可以先照抄一遍，然后删掉，

自己再去写一遍。当然我不是说背诵之后的默写，而

是在充分理解掌握了算法和用法的基础上去写。不一

定保证代码一样，只要结果一样就行。这慢慢就进入

了第三阶段，也就是对算法的掌握。任何程序都是有

算法的。在解决问题之前，你必须想好解决这个问题

所应该用到的算法。一旦你有一个可行的算法，你基

本上就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了。你只需要应用你之前学

到过的一些命令使你的算法能够让编译器看懂即可。

没有算法之前切忌动手敲键盘，因为那纯粹是对时间

的浪费。算法能力也是训练出来的。在完成作业的

前提下可以找一些题目练习。可以看看比较著名的

online	judge 比 如 poj.org 和 oj.leetcode.com。

很多人刷 leetcode 的题准备美国公司的面试，听说

很有用。机导这门课虽然包含 matlab,	C,	C++。但

其实就是一种语言而非三种。内容是连续的，只是

载体不一样。三个多月学这些内容其实不算很紧张。

Manuel 的教学风格就明显是注重综合应用的，考试

也是这样。跟着他能学到很多知识，当然也需要付出

很多努力。

习机会。参考书首选《数学分析原理》的原版或者是

火神推荐的《Calculus》，前者集大成与一体，后者

则最贴近火神的教学思路，它们附带的习题自然也是

课外练习的首选（务必搞到答案，否则事倍功半）。

VV285 和 VV286 类似，所以放到一起讲。前

者主要涉及多变量函数求导和积分以及应用这些方

法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包含一小部分基本的线性代

数），后者则比较杂乱，虽说主要介绍如何求解一些

微分方程，但出于介绍这些方法的本质的目的，其中

穿插了几乎整整一章的一部分复分析内容，让人感觉

很混乱。既然是偏应用的课程，一个很可笑的事实就

是很多东西即使你没有搞懂原理也可以做得溜溜的。

这种时候通过寻找一些课外的习题册做做是一种提

高技能熟练度的很好方式。具体参考书目我也没有，

遇到问题我都是零零散散找资料，要不就去图书馆

翻翻书。出于时间考虑，并不需要完整地刷习题册，

而是针对自己不是很会的地方进行练习即可。

总的来说，所有火神的课都是不能挖坑的课，

无论前中后期都不能松懈，一旦留下一个坑很有可能

就再也补不上了，甚至拖延后面的学习，是万万不可

取的。虽然火神一再强调英文原版对数学学习的重要

性。而且，中文译作往往还不如原版好理解，但出于

我们绝大多数人英文阅读速度的有限和时间的紧迫，

中文的参考书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好选择，至少我用

着非常爽（这句话内部交流即可，不要摆到台面上）。

火神大二还有一门离散，说实话，我觉得他的

离散上的没有 MC 好，感觉火神对离散的很多问题

不如 MC 有想法，虽然他的口语和课堂流畅度完爆

后者。

关于大二选课，其实大二选课并没有太多自由

度，尤其是选了 ECE 的人，必修课太多，根本来不

及选别的，而且我也没上多少课，我就摸着良心打一

个广告。物理课首选 MK，课堂非常生动，而且作为

老外老师作业多考试多，对学生的要求比较高，不像

某些人对教学十分松懈，一学期下来水过了没学到多

少东西。

我能分享的就是这些，既然已经选了 186	 那就

不要错过 285 和 286，我并不保证这两门课真的比

186 简单，但错过了绝对是一件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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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导学习心得
	文	/	刘欣怡	罗滢TC

工导是一门大一的必修课，在三个月的时间里
要完成两个项目，其中 Project	1 为规定的项目，
Project	2 则可以自选。除了要学习一些技术方面的
知 识，Technical	Communication 也 非 常 重 要。
Project	1 需要完成一份 Manual，目的是让可能是
非专业的读者能复制同样的装置。Project	2 也需要
写 Proposal 和 Report，主要是汇报项目的细节和
进度。在这些文书的打分上，TC 会占一定的比例。
此外，针对 Project	2，还会有 Presentation，包括
最后在 Symposium 上的正式报告，其中也有 TC 部
分对演讲技巧的考量。

1. 工导不是只做东西就可以的，写作和 Presenta-
tion 也同样重要

在 Project	1 的 Game	Day 中 表 现 良 好 和 在
Project	2 的 Symposium 和 Expo 中演示成功固然
重要，但是 TC 部分也不能轻视。毕竟所有的分数都
是 按 比 例 折 算 的， 而 TC 在 Manual，Proposal 和
Report 占的分数也不算少。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有“把
东西做做好就可以拿 A 了”之类的成见。

2. Start early

在密院素来有“Start	early,	or	stay	up	late”
的说法，特别是对于写作部分，我建议大家早一些开
始。比方说，写 Manual 的时候，需要对每一步步
骤进行拍照以帮助表达。据我所知，大部分组都是
在 Game	Day 完了以后，把东西拆了拍照的。而往
往 Game	Day 离 Manual 的 Due	Date 也不远了，
这就导致有很多组在 Due 前通宵写。虽然有一些组
还是能写得不错，但还是希望大家好好听课，早一些
对要做的事情有个概念，在做的时候为之后要写的、
要讲的做准备，早些动手开始做和准备。

3. 和组员多沟通，合作很关键

工导是一门特别讲究 Team	Work 的课，可能
也会是大一一年对 Team	Work 感触特别深的课。大
部分组的分工刚开始可能是三个人只管做东西，两个
人只管写东西，但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最佳的配
置。确实有些人之前没有动手的经历，但是大家如果
有可能的话，或多或少都要参与一些做的和写的。因

为有些东西，如果不是自己做的或自己没有参与而导
致不是很理解，那写出来也不会很清晰。我觉得最理
想的的是大家把要完成装置要做的分工，大家自己做
了什么，后续写自己做的。最后由一两个文笔较好的，
修改和编辑。

和人相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希望大家可
以主动承担责任避免矛盾，也不要把压力完全加在组
里的大腿身上，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有的时候，组里没有大腿，反而大家能够齐
心协力。同时，万一有矛盾的话，希望大家多沟通，
憋在心里大家都不舒服。沟通很重要。

4. 多问

针对 TC 部分，要写的、要讲的，有的时候要求
可能不是那么清晰或是容易理解，希望大家有问题就
多问教授或者是 TA 们。在写作和准备 Presentation
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给你们一些小建议让表达更为
清晰。希望大家多来 OH，或者发邮件给 TA。

工 导 考 试 一 般 Tech 部 分 占 60%，TC 占
40%。TC 部分的考题主要由选择题与简答题组成。
对于 TC 部分来说，基本上好好复习一遍课件就可以
了，重点关注一些课件上的名词、概念、理论等，去
年的考试也有解释课件上图片含义的题目。

文	/	刘畅	T
本课程会要求学生们完成两个项目，在其中学习相
关的结构力学，电子元器件，编程等知识。Project1
是一个热身项目，由 TA 与 Prof 制定好题目后再让
各组完成。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习基础知识，磨合熟悉
这种团队工作的模式。项目二则是由组内自己拟题，
自主完成的开放式项目。也因此可以将各组学生的创
造力，知识，学习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在学期末的
Expo 上，各组会将自己的 Project2 向全校与外界共
同展览。相信对各位来说，这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而且由于其课程本身的开放性，工导对学生的学习
能力与创造能力要求非常之高，其要求之高可以说
达到了密院课程前几名的程度。当然，全学期组内
协同工作的模式也非常具有特色，对大部分人来说，
之后很难再有如此透彻的小组合作经验了（所以一定
要善待，尊重的你的队友）。我相信这门课对你们来
说绝对是个挑战，我也很负责的告诉你们这门课将是
秋季学期 Workload 最大的一门课，所以，跟我们
一起努力学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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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课程介绍
文 / 郑璇	胡奕晨	姚尧

VV156 ：

课堂：

刘晶老师上的高数课还是非常风趣幽默的，在

课堂上会举一些帮助大家提神醒脑的有趣例子。

作业和考试：

相较于数分，高数学习的难度较浅，考试的时

候也鲜有涉及证明，平时的作业量也比数分少了不

少，平均每周的作业量不会超过 5 个小时。所以对

于害怕熬夜和想平均分配时间给每门科目的同学，

高数还是不错的选择。

由于作业量少，作业和课上的例题不足以涵盖

所有的题型，所以考试之前一定要多做书上的例题

和习题。另外，高数考试是不允许携带字典和询问

监考老师的，所以记住数学专用名词的英语也是很

有必要的。

给分：

高数的平均给分是 B，基本每次考试的平均分

都在 80 左右（百分制中），中位数还要再高一些。

作业的平均分都是接近满分。

VV186：

课堂：

火神讲课与课件的仔细程度在JI是首屈一指的。

虽然火神语速很快，但是发音非常标准所以其实要听

清他在说什么并不是很难，难的是听懂。数分比起高

数偏理论一些，所以会有一些很难理解的定义不过课

件上的解释一般都很详细，火神课上也会认真讲解。

作业和考试：

数分的作业偏证明，花费的时间也比较多。而

且数分是每个星期都有作业不会因为考试不布置作

业延 due 什么的。不过数分作业总量大，所以错一

点对总分影响并不大。

数分考试题目不多，难度比平时作业简单些，

而且 TA 给分也比较和谐，不会死抠你的小错误，所

以很多时候作业做得一般般考试的分数也并不低。

给分：

虽然数分比高数学起来要辛苦很多，但是回报

就在于期末的给分。数分 Curve 在 B+ 到 A- 之间。

渐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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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115：

作为这个学期新开的一门数学课，让我们看看

本科生教学办公室 Room	315 是怎么说的吧：

为了适应学生的不同背景和兴趣，我们设备了

多条数学学习线路，其中 Vv115-116-215 这一条线

路能够标准的完整的介绍微积分的概念和方法。这一

顺序是由大多数密歇根学生打算集中在科学或工程，

以及学生的许多其他领域。

微积分 I 和 II（数学 115 和 116）强调概念的

理解和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两者都是在小课堂，专

注于合作学习，难度相对最低，比 156 这一条线难

度更低。该线路结束在 Vv215，微积分 III。

学生在数学的其他领域中的应用主要有兴趣通

常需要完成的课程中的线性代数和微分方程。这些

学生通常采取数学 214（线性代数）和 / 或数学 216

（微分方程导论）；学生应该咨询顾问在他们的预期

领域的研究，以确定哪些计划的研究将最好地满足他

们的需求。请注意，Vv214，215，和 216 可以以任

何顺序完成，但选择 216 的学生通常会选择一个矩

阵代数 I（Vv417）或线性空间与矩阵理论（Vv419）

的线性代数课程。

这门课 Vv115 有两次期中考试和一次期末考

试，4 学分。

VG100：

基础要求：

工导这一门课其实并不需要什么基础，大部分

人都是边做边学的。也不会接触到特别难的内容。

拿编程举例，没有编程基础的话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上 lab 时 TA 会教，然后 IDE 里面有很多样例。有些

编程也只要求一个小组中有一个人会即可，所以基础

并不会成为影响工导成绩的主要因素。

作业：

任务量很大。工导有两类作业，一类单人，

一类小组。单人的按要求认真做就好了，分都不

会低，小组的分两类，一种是实操项目 Techincal	

part(T)，像气垫船和小车；一种是文书 Techincal	

Communication(TC)，就是实操项目的相关文书 ,

像 manual，final	report 这类。

难度：

难度要看个人和项目，也就是作死程度。在没

有大腿的情况下，建议不要选特别难的项目。难度只

占工导评分的一小部分。

内容介绍 :

lab 前期就是 technical	part 的教学，后期是的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part 教学和项目指导。

VG101:

Jigang:

课堂：

Jigang 上课很认真，课件的内容很详细，包含

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知识点。Jigang 每节课前一天都

会先把课件发到 sakai 上。而且 Jigang 还会把自己

在课上一些典型的	example	codes 上传到 sakai 上

让大家课后学习。上课的时候也会演示各类代码以便

同学理解。

作业和考试： 

Jigang 的作业相比较而言比较简单 ,Lab 比较

难。考试方面 Jigang 一般会有两次机考一次笔试。

给分：

Jigang 的机导作业占比 50%，lab 占比 10%，

所以只要平时认真做作业和 lab，分数不会差到哪里

去。期末给分 curve 到 B+ 左右吧

Manuel：

课堂：

讲的内容是主干部分，也会有不少知识需要课

下去自学，不过计算机课程大多都是这样。

ppt 很是简洁，让人耳目一新。相比 Jigang 的

课件的好处在于可以粘贴复制，上课就不用现敲代码

了，很是节省时间。

作业和考试：

作业难度稍大，量不是很大。后期会有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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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是考验大家小组合作的能力的时刻。Lab 相

比 Jigang 要简单不少。

考试难度大，时间紧，做不完实属家常便饭。

不过大家的成绩都很惨淡，反正到最后也会 curve

所以不用太担心。

给分：

Curve 一般到 B~B+，比较合理。

VY100:

Amalia:

胖胖的女老师，人很好。课堂内容主要是 3 篇

essay，然后会陆陆续续有和 essay 相关的材料发下

来让你读。会有 presentation，内容第一学期主要

是 logical	fallacy。每次课结束都会有一些小作业，

回答一些问题啊什么的。

Ryan:

可爱的德克萨斯年轻男老师，很萌很幽默的表

面下是极深的人生阅历与丰富的经验。第一学期有

4 篇 essay，都非常有意思，同学们都能写得非常得

creative。内容主要是艺术鉴赏，从建筑到诗歌到画。

上半学期会发不少的阅读材料，要写读后感。一人一

次 spiel，让你演讲几分钟吧，内容自选，有趣就好。

Nick:

一个幽默的帅气男老师，对写作的要求相对严

格，能学到学术写作的能力。作业分成 quiz 和 pa-

per。quiz 是大概一半的课会有，考察回去的阅读情

况，五个小问题，问的非常详细，有一定的难度。阅

读一个是 Everyday	Writer，另外一个是 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paper 也 就 是 essay(nick

叫 paper) 一共四篇。特别是第四篇 research	paper

会要求你找论文。

Cythnia:

亲切的女老师，给人一种慈祥老奶奶的感觉，

笑点低，人很 nice。上课主题是 food	 大概讲过世

界的 starvation,	food	industry,	industrial	food&-

sustainable	food, 中国未来的农业选择等。基于上

课内容，有讨论相关 topic 的四篇 essay。会发一些

文章材料，最长的好像也就二三十页吧，阅读量不是

很大。

David:

人很 nice 的男老师。除开三篇 essay 以外，有

阅读作业，一次大概阅读 15 页左右的内容（比如联

邦党人），大概阅读量有 2000 词汇量 / 次，有关于

阅读的	quiz，分别是内容方面和词汇方面，三次，

没有 test。

Pamela:

温柔亲切很漂亮的女老师，会讲很多和青少年

叛 逆 有 关 的 内 容， 也 会 讲 一 些 stereotype， 第 一

篇短文就是关于 sexist 的。平时要好好看书，一个

学期要看一篇短文章 Boys	and	girls 和两本书	The	

catcher	in	the	rye	以及	What	we	all	long	for，每

看完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要写一篇 essay。一个学期

有两次 Grammar	Test，总占比 15%。

Andrew Yang:

上课非常严谨认真的男老师，人很好。上课内

容比较多，主要是短文和小说然后写作，也有 oral	

presentation 的训练和语法 section 训练。文章大

概是	4 小	2 大	加上 4 篇讨论总结文，讨论总结最水，

而小文章一篇 150 字，大文章 600 字，不算很长。

作业给评论，基本会细化到句子。

Justin Donald Andrews:

新老师	具体的上课内容自己去找 syllabus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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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课程介绍

是否自费人文课？

人文课主要用于减轻 2+2 同学将来在 UM 的学习

压力。

首先要考虑人文课的时间问题，今年有同学就反映

某课的某个 section 与许多可选择的人文课冲突。

其次，人文课需要收费，收费标准为 1562.5/ 学分。

比如 4 学分的课则收费 6250 元，看上去好像要比交大

其他学院上小学期的同学要贵的多，但是如果部分 2+2

的同学留到 UM 去上恐怕就远不止这个价啦。

最后，大部分人文课的作业形式贴近 vy 课程 ( 写

essay 等 ),	还是能学到不少东西的。

P.S	想上特定的人文课你也得选得上啊…	50 个人的

班 100+ 的人选也是有的啊 ..

春季其他活动？

（一）密西根学院青志队的探望“悦苗”残疾人寄养园

等志愿者活动。

（二）亦可以考虑添加“交大源源”这一微信公众号，

了解校级的志愿者活动。

（三）寒假未考出驾照的同学，可以考虑利用春季学期

课程较少的机会考出驾照。

（四）参与学生会下属各部门的相关建设活动，参与主

席竞选

（五）参与时间允许的兼职 , 增长见识，充实简历。

（六）打算参与 2+2，寒假未考出托福的同学可以好好

利用这段时间来冲刺托福。

（七）密院科协有非常精彩的 Arduino 讲座，为还未进

行工导课程的同学打开了新世界。

（八）参加企业参观等活动，感受企业文化

（九）学习一门第二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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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长专访

Q：对于今后的生活大致的规划是什么？

A：大二肯定是读 ECE，	 并且 2+2 去了密歇

根之后想攻读 CS。至于今后究竟是读 master	 还是	

PhD，我还需要根据今后具体想要从事的工作方面再

进一步做出最终的决定。

Q: 这些决定是进入密院前就已做好 , 还是经过

了一学期的学习之后才有了初步规划 ?

A：我进密院之前其实对今后的人生规划已经有

了大致的打算，进入交大之后只是有了一些更细致更

深入的了解。

学习部分：

Q: 你平时一般几点睡 ?   

A:	其实我大部分晚睡的时候并不是由于学习方

面的事情，如果时间掌控得当，我觉得十二点前睡并

不是什么大问题，虽然我个人一般是十二点才开始工

作的（笑）。

Q ：你觉得密院的课业压力与课程难度怎么

样？

机导数分双 A+、苹果公司实习……这些辉煌事迹竟然都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简直就是完美的人生

赢家！	今天，启程在 JI 就要带领大家与这位传奇的人赢学长陈亦轩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向此等大神讨教来

的人生经验与学习方法一定对大家都受益匪浅哦 ~

A	:	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要看与什么学校作比较

吧。比如相比于清北，密院的学业其实挺轻松的，

但是相比于交大的其他院系，密院的学业压力还是

挺大的。	 我在交大其他院的同学也认为我们院的课

程跳跃度很大，尤其是计算机方面。但是平心而论，

迄今为止，密院的课程并不难。因为课程数量并不多，

比如大一的秋季学期，一共只有四门主课，所以如果

你真的很好的利用并且投入时间的话，其实我觉得是

可以学得很好的。

Q：（福利时间到）那你个人是怎样合理地安

排了时间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能否给学弟学妹介

绍一下学习方法和经验？  

A：	 安排时间的话，我建议手机上可以安装一

些定计划的软件，然后把自己手头上的事情设置一下

due，比较重要的事情可以提前一两天开提醒，不是

很重要的就提前半天开提醒就可以。这样可以保证不

会 miss 掉一些 due，并且也让自己对自己的工作与

学习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工作部分 :

Q：你有什么参加学生会或社团的工作？

A：我参加了事业部和动漫社。

				动漫社的话是偏向于娱乐方面，可以找到很

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看番，聊得也很开心。事业部

则是培养了我的沟通能力，开拓了我的视野。

Q:  你在这方面对学弟学妹有何建议？

A;		刚开学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多报名一点，以后

不行的话可以再退出，当然我觉得多见识见识也是很

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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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部分：

Q: 你是怎样得到苹果公司宝贵的实习机会的？

A：刚开学的时候事业部组织过一个苹果公司对

密院专门的宣讲会，我是在宣讲会上投的 offer，在

经历了两轮电话面试之后签下来的。其实苹果的电话

面试并没有要求你很多的专业知识，而是需要你有足

够的精力可以投入到工作上并且要保证有稳定的工

作时间。

Q: 你的实习工作大致内容是什么？

A：我是在苹果 testing	engineer	operation（测

试工程师）工作，	做一些他们平台的开发管理。

Q：实习时间大概是多久？

A：我每周有一天的 office 时间，算上在家里

和学校里的工作时间的话，每周总共是 40 小时。实

习工作是到九月三十号结束。

Q: 那你在学期中进行实习时是怎样平衡好繁忙

的实习时间和学习时间的？

A:	我刚开学的时候列了一张计划表，开学前两

周则是根据实际情况对计划表做一些细微的调整。其

实我觉得时间还是挺充裕的。

Q: 你觉得实习中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A:	相比于专业知识，我觉得在工作经验方面收

获更多。毕竟我在这个团队之中并没有接触很核心的

内容，所以主要还是积累了一些实习经验。

恋爱部分：

 Q: 有恋爱对象吗？ 

	A:	有。（仿佛听见了无数学妹心碎的声音）

 Q：那作为人赢，你觉得恋爱对于大学生活有

什么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A:	我觉得影响并不大，因为平时两边都很忙，

基本上有时间也只是在寝室开视频，然后各自忙各自

的事情，比如我平时就一边视频一边写写代码做做作

业。（被学霸情侣的恋爱方式深深的震撼了）

总结部分：

Q：对学弟学妹有什么祝福与寄语吗？

A：寄语啊 ... 我觉得进入密院之后要多多珍惜

和外教交流的机会吧。然后如果有机会就多去尝试，

不要害怕失败。也希望大家都能在密院过上充实的生

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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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活动
国内活动：
护照办理篇

前提：

户口已经迁入上海

流程：

在各自学院的教务处办理学籍证明申请，对咱们

学院来说，就是去 JI 楼 315 找缪英艳老师，填写申请表，

并找李新碗书记签字，加盖学院的章。

持办理护照的申请书，到新行政楼一层 B309 教

务处，办理学籍证明。

在思源门边上的老行政楼户籍科，出示学籍证明、

校园卡，就可办理户籍证明

以下需要去校外办理：

持户籍证明、身份证，前往闵行区出入境办证

中心（即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办理护照，其间公

安局会有偿提供照相和复印身份证的服务，十分方

便。

在规定取证时间，携带办证时的取证凭证，前

往取证。（也可通过邮寄领证，但笔者是亲去领取的）

准备托福篇

想要参加双学位项目的同学必须达到密歇根大

学要求的托福分数。

阅读	Reading			23+

听力	Listening		23+

口语	Speaking		21+

写作	Writting			21+

经过秋季的磨砺后，大家可以利用寒假学习备

考托福，并在春季课比较闲的时候报考托福。报考托

福的官网是（见二维码）必须先交钱再抢考位。一次

考试价格是 1600 元左右。

							至于怎么应付托福考试，小编有一些小建议：

						托福强调听力，听力好的话就成功一半。而且需

要一定的单词量，听力好的基础上要有做题技巧。最

好报一个托福的培训班，再多刷刷 TPO（就是托福

的模考题）。在“考满分”，“尚友”网站上也能找

到各种学习资料。

课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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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支教篇

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云南支教团，自 2006 年

成立至今，每年寒假都会远赴祖国西南的彩云之滇，为

那里的孩子们带去知识与温暖。支教团从第一年的不足

10 人，历经 10 年的发展，达到了 30 余人 . 今年寒假，

云南支教团前往云南省红河彝族哈尼族自治州泸西县和

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两地共计 6 所中小学，如期开展

了为期二十多天的的支教活动。支教团员在完成教学任

务之余，还开展了课后 Office	Hour、木条结构承重大赛、

校园运动会等特色活动，帮助当地的同学们提高学习兴

趣和学习成绩，拓展视野和眼界。支教团的团员们还利

用休息时间，走访附近村落及同学家庭，深入了解当地

的教育发展状况，向学校和老师们提供建议，并结合自

身资源给当地学校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时，对于该

地区品学兼优的同学，支教团进行定点资助，鼓励孩子

们能在今后的求学道路上继续努力。

支教感悟 by 刘涛 :

支教是我大学生涯中最灿烂的烟花之一，历时很短

但充实美好，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这段经历对我个人来说，是一段历久弥新的成长。刚

刚踏进教室时，我才经过飞机、巴士、黑车的长途跋涉，

才在天蒙蒙亮时一路走到这个镶嵌在湿地和民居中央的学

校，才认识陌生的接下来三个星期要一起共事的同事，面

对着孩子们好奇而热切的脸，做自我介绍时的

我十分紧张，并且想到接下来三个星期该如何度过，

心中不是没有忐忑过。	

但是三个星期之后——我能够熟练叫出每个孩子的名

字；上课时拿起课件流利地讲题，顺便自如地约束一下调

皮分子；家访时我能将一口乡音的老人听个大概，并努力

让他们明白我的意思；我对聪明却捣蛋的小朋友说“要认

真”，对努力但学不好的小朋友说“你已经很

好啦”。我在与班主任闲聊时知道，哪些孩子是留守

儿童，哪些孩子需要步行两个小时回家，哪些孩子父母离

异与奶奶共居却仍旧一脸阳光灿烂。我了解他们生活上的

苦恼，我亲近他们的活泼天性，我知晓他们透明而细腻的

小小心思。	

最后结束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如果日后作为一个老

师留在这里，我可以很好地融入进去，同时又可以很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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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他们与我们之间的桥梁。		

其实并不仅仅是能力上的成长。这些孩子比我所想

象的有更强的求知欲、更大的了解世界冲破藩篱的勇气。

知晓群山外的柳暗花明才能有去追求的动力和准备，也

才能真正地成长为有能力改变家乡的人。现在网络普及，

如果这些孩子只能从	QQ、游戏的渠道片面地了解都市、

科技和现代生活，这是对他们危险且极不公平的信息渠

道，也是作为成人的失职。	

在支教过程中，成长与学习之余，我也感受到了从

诸多细碎事情中袭来的无力感。几乎没有可能上一本的

升学率和每个孩子“我要考大学”的雄心壮志；高考落

榜便立刻嫁人生子的是女孩子普遍的命运；音乐美术课

程的开设旨在陶冶情操，在实施时只是主课老师管管纪

律、下面同学乱唱乱画一通，却依然被孩子们周周盼望；

没有投影仪，描述一种新事物时我只好用粉笔画一个拙

劣的轮廓；政府拨款购买的电子琴、架子鼓，因为没有

老师会用搁在空置教室里蒙尘。这是一个朝气蓬勃、拥

有无限可能的地方，也是一个物质和师资资源分配不均、

思想和需求没有接壤的地方。改变不能由我们一蹴

而就地完成，要让这个地方有更美好的明天，需要一代

一代人的共同努力。	

回顾这三个星期，我就像撞向地球的一颗陨石，对

他们的人生轨迹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但正如我在临行前

的计划中所说的那样，我不奢望去改变他们什么，只希

望他们以后在水泥森

林里打工、在淤泥里捞藕、在院子里哄着哭闹的孩

子时，能偶然想起曾经有一个人，告诉过他的诗与远方。

而他们，其实就是我的诗与远方啊。

联手启程篇 

在以培养国际化、领袖型、创新性人才为培养

目标的交大密西根学院，有着这样一个实践团，他们

利用寒假时间返回高中母校，向自己曾经的老师汇报

大学见闻与心得；他们深入课堂，向学弟学妹传授应

试经验；他们开展励志演讲，分享自己的专业选择和

心路历程。

他们，就是来自密西根学院的联手启程寒假社

会实践团，今年的联手启程社会实践团由 100 余名

同学组成，共 20 个团队，足迹踏遍全国 30 多个省市，

50 余所高中校园，直接听众达 16000 名。

八年以来，联手启程志愿者们遍访全国各地，

开展百余次活动，用自己的真诚和奉献，书写了交大

密院学子的感恩与责任，传递当代青年的激情与梦

想。

感受 by 梁笑：

今年寒假我参加了联手启程活动，回到我的母

校石家庄市第二中学，向学弟学妹们介绍大学生活，

展示密院风采，并分享了高中的学习经验。从最初

的联系母校老师，约定时间地点，到后来的准备 ppt

等宣传资料，直到最后进班宣讲和现场活动，每一步

都富有挑战也饱含乐趣。这次活动锻炼了我的社交能

力和演讲能力，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为学弟学妹服务，

报答母校的机会。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踊跃报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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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游学：

”  澳大利亚篇
       另一个半球的自己

     —澳大利亚游学体会   
     by 边俊宇

2016 年寒假，第一次踏出东八区，第一次到达

另一片大陆，第一次见到了另一个半球的自己。自由

活动周，在大堡礁上方浮潜，于热带雨林中穿梭，沿

悉尼海岸线漫步。之后三周每个工作日有三个小时的

商务英语课程，其余时间我们在澳大利亚街头散步，

在美丽的海滩上玩耍，在静谧的公园里休憩。

游学的每一天都能学到新事物：不同的行为方式、

不同的生活节奏、不同的处事方法，甚至会见到在另

一个环境下完全不同的自己。

虽然游学没有年级限制，但是我认为大一参加游

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可以提前感受英语环境，

对决定 2 还是不 2 有一定作用；其次，可以开阔自己

的眼界，“天外有天”。

行前准备：首先，找到一个可以一起浪的人；其次，

提前安排行程。不过这些事情在到达后做也完全来得

及，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还是很多的。

总之，游学是一次长见识长知识的好机会，好好

把握！

”   德国篇
学在德国

为期五周的欧洲之旅始于四周共计 16 个半天的

德语学习。在二十人左右的小班化教学模式中，老师

会采用其独到的教学方式教授浅显易懂的课本知识并

且补充许多实用的日常生活用语。虽然老师会很任性

的不说英语而用德语来解释，但在反复推测后，机智

的我们总能领会老师的意图。

我们学习的不仅是语言，更是德国人严谨，从容

的生活态度。公共交通出行自觉买票，主动停车避让

行人的司机，餐厅的上菜制度，以及在火车上搭讪我，

海聊柏林旅游景点和亚洲文化的一位大叔，这些元素

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德国印象画。

吃在德国

德国的香肠和啤酒闻名遐迩，心里早就种草想一

尝其正宗的风味。在吃货小伙伴的带领下，我们探索

了学校食堂周边的一系列美食 : 越南菜、日料、中餐。

等等，为什么没有德国菜。小编想说，德国菜花样不多，

吃几顿就腻了呗。不过在这里还是要隆重推出慕尼黑

具有百年历史 HB 的烤猪肘和宫廷啤酒。当年附近教

堂火灾，然而不能及时调来水源，酒厂老板慷慨开闸，

以酒灭火的佳话流传至今。

游在德国

除了日常的教学之外，校方组织的参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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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工厂、宝马生产线等一系列精彩活动也应接不暇，

让我们大饱眼福。在大众透明工厂的参观活动中，我

们发现工厂里无处不体现着企业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在装配车间铺上木地板可以减少对装配师脊椎的损伤；

采用特殊灯具保护他们的眼睛等等。对于客户更是采

取一对一的服务模式，陪同车主见证车身与底座结合、

出厂、测试等多个关键节点。正是这样的人文关怀，

让大众这一品牌真正地做到惠及大众。

总结：选择 TUB 寒假项目绝对不会让你后悔 !

”  西班牙篇
西班牙游学体验 

                   by 郑欣怡
大一寒假，我和十几位小伙伴一起去了西班牙

纳瓦拉大学游学，为期 35 天。第一周是自由活动的

时间，由于拥有申根国签证，我们组先后游历了荷兰

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忘不了荷

兰人民在骑车、穿马路以及性等各个方面的野性，忘

不了布鲁塞尔无比美味的巧克力和啤酒。随后我们去

了位于 Pamplona 的纳瓦拉大学主校区学习西班牙

语。教我们西班牙语的 Bea 老师会一些中文，起初用

西班牙语教学西班牙语的方式令我们感到不适，不过

在牙牙学语了几天之后我们习惯了这一授课模式。在

Pamplona 的两星期还是比较辛苦的，每天四个小时

的西班牙语，下午还会安排各种 seminar,	city	tour 等

活动。两星期后，我们利用周末去了巴塞罗那短途旅行，

巴萨一改小城市的风格，主街建筑古典而有气派，圣

家族教堂的宏伟令我们对欧洲别的教堂失去兴趣，诚

挚推荐！我们随后又去了工学院所在的 San	Sebstian(

以下简称圣塞 )。圣塞接壤法国，十分富裕，其贝壳湾

很漂亮，米其林餐厅密度极高，在那里遇见中国人颇

有几分惺惺相惜之感。又学习了两个星期的西班牙语，

我们大概学了 A1 的一半，能到可以在西班牙生存的水

平。学习情况大致如此，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人民

的饭店令人迷醉，两点吃午饭，八点吃完晚饭。印象

最深的是在圣塞的一天，guide 带我们去吃巴斯克主

题餐厅，浪到凌晨两点结果挤不上公交车了，一小时

后坐上下一班，听到巴斯克人在公交车上高歌，那一刻，

巴斯克人放荡不羁的性格体现的淋漓尽致。总的来说，

去西班牙游学是很快乐的，可以遇见很多老外，也可

以熟悉一些自己在 JI 不曾认识的人。十几个人，一个

多月，一起旅行，一起学习，这样的体验一生不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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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于 1817 年建校，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在世界范围内享有

盛誉。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was	founded	in	1817.	It	is	one	of	the	most	

historical	universities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is	held	in	regard.

去
了

U
M的

日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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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 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有哪些关键时间节点，又
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 成功 DD 之后，会迎来怎样的生活，未来的道路又
是怎么样的呢？

文 / 吴矢瑀	李乐薇	左嘉琦

项目概况

Part 1
前期申请流程

1.1 DD 材料清单 

以 下 具 体 详 细 申 请 信 息 可 以 在 Sakai:	Current	

Student/resource/IPO	Dual	Degree	related	 一栏进

行查看

（1）Official	transcript

密院会为大家统一提供成绩单。

（2）Proof	 of	 English	 proficiency (TOEFL	 ,	

IELTS,	or	MELAB)

具 体 考 试 类 型 和 分 数 要 求 参 见 Sakai:	Current	

Student-Resource-IPO	Dual	Degree	related.	 理 论

上从大一 1 月到该年的 11 月报考托福都来得及，因大

一夏和大二秋课业都较忙，推荐大一寒假或春季学期报

考。另外，需要注意提前 3 到 4 个月选择考位，避免

之后仓促报考考位不足的情况。至于有关托福考试的建

议，由于听力所占的比重较大以及中国考生的口语能力

较弱，加强这两方面的训练对提分很有帮助。

（3）High	school	certificate	or	copy	of	diplo-

ma

此项需要中英文两份，复印件和翻译件都需要学

校盖章。不开具英文毕业证的学校的学生，可以选择自

行翻译但要注意不能有翻译错误，推荐寻找翻译公司。

（4）High	School	School	transcript

成绩单可以是英文件，也可以是中英文的，不需

要单独的中文件。

由于高中毕业证和成绩单设计英文版本和格式等

问题，建议在空闲时间（例如暑假或国庆假期）尽快解

决。不同高中开具的证明格式不一样，开具前须向所

在高中进行咨询，具体格式样例可参见 Sakai/Current	

Student/Resource.

（5）E-copy	of	the	documents	above

会在具体申请时详细解释，不用提前准备。

（6）TOEFL	E-copy

只需要文件的第一页。

1.2 DD 网络申请

网申，即指的是	common	app	上的申请（com-

mon	app	 美国大学通用申请系统，简称	CA，是美国

本土及国际申请者一站式完成大学申请材料的公用申请

平台）。

DD 的正式申请一般是在大二的 12 月份初开始，

以下是几个关键节点 :

(1)	12 月初：申请材料和文件提交到学院的 IPO

审核（以 15 级为例，审核时间是 1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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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 月初：Common	Application	提交的截止

日期（以 15 级为例，提交时间是 12.10）。

(3)	1 月初：提交托福等英文考试成绩（以 15 级

为例，提交时间是 1.1）。

(4)	2 月底至 3 月初：DD 成绩正式公布。

1.3 重点与建议

(1)	essay:	Common	Application	 的申请中会有

文书 (essay) 的要求，在学院的 Writing	Center 有很

多有用的信息，对申 DD 很有帮助。

(2)	课程要求：对申请的 DD 专业的课程要求要有

提前关注，比如申请 IOE 的同学必须要修线性代数。

(3)	 活动经历：尽管 GPA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

大一、大二期间可以多参与科研项目或社会实践，这会

为你的 essay 增光添彩不少。

(4)	托福：早做准备，尽量在大一完成。

(5)	人生规划：大一这一年的学习中，找到自己的

兴趣点和长处，对未来的专业选择便会有更清晰的方向

和更大的动力。可以向学长学姐们了解情况，或是在 JI

生涯规划办公室与指导老师沟通。在 essay 中展示出对

未来清晰的规划与强烈的兴趣，可以让招生老师看到你

的潜力，为简历加分。

Part 2
DD 课程概况

在密院的两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为在 UM 学习的

一种准备。如果在 JI 的两年你苦于外教的浓重口音，

那么在 UM，你依然有可能遇到口音非常奇怪的教授。

总体而言，UM 与 JI 还是很相似的。

2.1 概述

	 课程较多，学习紧张，自主时间如参加社团的

机会并不多。大三暑假不上课，可以找实习或者参加

UM 的 research	program。大四暑假需要回 JI 进行毕

业设计。

2.2 选课

	 选课在 UM	学习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首先

附上两个网站 :

	 UM	 的文理学院（LSA）的选课网 :	www.lsa.

umich.edu/cg/default.aspx

	 工 学 院 的 选 课 网 :	www.engin.umich.edu/

college/departments

	 以上网站中可以查到课程的详细介绍和安排，

类似于我们 JI	的选课网，使用注册的 ID 登录后可以看

到课程大纲。在 UM	 根据专业的不同，毕业所需要的

学分也不同。如果为了工作考虑提前毕业时不能单单只

看 UM	的要求，还要检查是否符合 JI	的指标，不然有

可能与 JI	 的文凭失之交臂。并且对于还要读研的同学

而言，在 UM	 了解更多的专业知识显得比较明智，所

以并不推荐提前毕业。

2.3 学分要求

	 国际生每学期至少需要修满 12	 学分，每个学

生可以选择总计 14	学分的非专业课作为只记录是否及

格（P/F），不计成绩的课程，每学期可以选择最多 2	

门课作为 P/F。需要注意的是，P/F	无法被转为 JI	学分，

所以大多数人会用 P/F	来满足人文课的要求，同时明智

的 P/F	选择可以帮助提升 GPA。

• 文理学院课程

	 大多数工学院专业都需要 16	 学分的人文和社

科课，在这 16	个学分中，有些专业要求有 4	学分来自

ECON101/102，还有些要求 3	学分来自于人文课，还

有专业要求 3	 学分来自 300-level	 的 LSA	 课程。在选

课时要注意本专业的要求。由于 UM	 要求的学分中部

分学分可以由 VY100	 和 VY200	 替代，而 JI 不把这两

门课算作人文社科课，所以一般来说，选修人文课的

主要目的是保证从交大毕业。考虑到 JI	16	学分的人文

课要求，最好的选择是在大一、大二多选可以转为 UM	

学分的人文课。

• 兼顾交大学位

	 学分转换对 DD 的同学十分重要。总体来说，

EECS（ECE	 的分支）与 JI 学分互通的课程最多，一般

毕业时间不会很晚。其次是 AE,	CEE,	NAME 等 ME 的

分支，能转学分的课也不少。最后是 NERS,	ChemE 和

BME 这些共享学分课程很少的专业，选课欠妥往往会

导致延后毕业。在去 UM 之前，学生会收到可转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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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列表手册，在 UM	 的学位进度可以通过以下网站

来确认：

Advising	 Report:	 http://www.engin.umich.edu/

advisingreport

UM	 官方承认的可转换学分 :	http://www.ugadmiss.

umich.edu/TCE/Public/CT_TCESearch.aspx

JI	 官方承认的可转换学分 :	http://apps.engin.umich.

edu/equivalencies/colleges/show/1710

通常情况下，只要一方允许的课程就可以双向转换。

2.4 选课攻略

	 对 于 UM	 的 各 个 专 业，Dual	Degree	

Handbook	上都有推荐的选课安排。由于 JI	的学期时

间不确定，建议读者在 handbook	 提供的课程安排里

选择一种与 JI	 课程不冲突的。对于初来乍到的 Dual	

Degree	学生来说，选课是一门很头疼的事。在时间上

的安排和讲师的选择可以参考以下网站。

Time	 Schedule	 Management:	 http://umich.

schedulizer.com

Rate	My	Professors:	http://www.ratemyprofessors.

com

	 还有一种有效的方法是请教有经验的学长学

姐，具体的联系方式可以在 Sakai:	Current	Student-

resource-IPO	Dual	Degree	related	一栏进行查看。

2.5 学术项目

•	Multidisciplinary	Design	Program	-	MDP

	 这个项目提供了一个不同专业的学生合作设计

和制造产品以应对各种商业需求，议题通常由与 UM	

合作的公司合作。报名之后，学生将参加至少两学期，

7	学分的 MDP	的课程，在暑期也有机会去赞助你所在

小组的公司实习。十月初开始申请，届时校园里会有展

示来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你能从中获得真实的设计经

验。参考：http://mdp.engin.umich.edu

•	Summer	Undergraduate	Research	in	Engineering

	 SURE	 是一个暑期研究实习项目，主要面对大

三以上学生。会有 12	周参与一位指定的研究者的工作，

并且获得大约 4000	 美元的工资。对于想要读研或提

前获得科研经历的同学很有帮助。参考：http://sure.

engin.umich.edu

Part 3
申研就业情况

3.1 申研情况

交大密西根学院的 2010-2015 六届毕业生中，将近

90% 的学生选择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学位，其中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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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球最顶尖大学，并且大多数是美国专业排名前 10

位的著名学府。

3.2 就业情况

交大密西根学院的 2010-2015 六届本科毕业生中，约

10% 的学生选择直接就业。他们在国内外重点行业、

跨国企业中任职，以出色的创新能力、团队合作、快速

学习和流利的英文表达，获得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下

面两张图分别是 2010-2015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和

2013-2015 届研究生毕业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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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赵锡简	钱圣轶

比起 ECE 与 ME 的抉择，DD 的专业选择可谓是丰富了

数倍。CS，CE，EE，ME，AE......

对此，你是否感到了迷惑与犹豫呢？那么，就来看看学

长学姐们对于自己专业的看法吧！

专业介绍

文 / 徐可嘉

1. 专业介绍

CS 的全称是 Computer	Science，直译的话就是

计算机科学，在国内的大部分大学也有设立这个专业。

严谨地说的话是一门探讨计算理论、算法和实际实现的

科学，但是如果对学科中的算法或者是理论部分不感兴

趣的话，可以说就是一门教大家怎么写各种代码和怎么

实现各种算法的学科。

CS 的学科分支大体来说至少会有以下几种：算法

与计算理论，操作系统与网络，软件工程，计算机安全，

机器学习等等。

UM 的 CS 专业在本科里大致是美国前十。

2. 各类机会

					关于科研机会，CS 的一大缺点就是人多，所以想找

科研的话需要去各种联系各种争取。不过，CS 相对其

他专业来讲还是比较好找实习的，但是也是因人而异，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实习。

3. 未来方向

					CS 就业率是比较高的，薪水的话本科毕业差不多是

> > CS
8 万到 10 万美金吧，硕士及以上的人数较少，情况并

不是很清楚。就是因为就业前景甚好 CS 才成为了大热

专业。

				UM 的本科有自己的保研政策，听说是 GPA 到达 3.4

还是 3.6 可以保研。还有一点就是不是只有 CS 可以申

CS 的研究生和博士。EE、CE 和 CS 在这一点上都是平

等的，反而是 CS 再去申 EE 什么的恐怕会比较难。不

确定自己想学什么的同学在这点上可以多考虑一下。不

过每年只听说有很多人转到 CS，从来没有过转走的，

所以恐怕也不用担心吧（笑）。另外申请其它学校的难

度的话肯定还是比较难的，需要 GPA 和经历和推荐信

之类的东西，大家可以多去了解了解。

4. JI 准备

4.1 特别建议在 JI 学习的课程

							推荐在 JI 把人文和线代修了吧。

5. TIPS

• 建议即使不是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的相关材料也去看看，

会有帮助的。

• 文化的差异大于语言和外观的差异。如果只是想体会

一下美国文化的话，交流学习其实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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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的话多问人。

文 / 孙启涵

1. 专业介绍

	 	 	 	 	Computer	Engineering,	 中 文 名 就 是 计 算 机 工

程， 介 于 CS 和 EE 之 间。 偏 软 件 方 面，computer	

architecture 一 般 设 计 CPU 和 GPU 芯 片 构 架；

system	software 是 操 作 系 统 和 底 层 软 件 的 开 发；

robotics	and	vision 是机器人方向，隐含的是 AI 和

图像识别。偏硬件方面，CAD 是用算法和软件验证

逻辑电路；computer-based	control	 和 embedded	

system 就是嵌入式控制和嵌入式系统；digital	signals	

and	systems	 是信号与系统处理，VLSI 是芯片底层的

物理设计。UM 的 CE 专业排名在前十左右。	

2. 各类机会

	 	 	 	 	 整个工学院都比较大规模的科研机会是暑假的

SURE。但是对于 CE 学生，并不是很好拿到。因为每

个 professor 只有一到两个名额，竞争激烈。如果申

请 成 功， 就 会 在 UM 暑 假 跟 professor 及 其 PhD 做

10-12 周 research，有一定的津贴。但是实习机会还

是比较多的。好好抓住 winter	career	fair 和 startup	

career	fair 的机会，多多投简历，和 recruiter 交谈。

比较之下，本科拿到硬件方面的实习机会较为困难。软

件的机会相对较多。

3. 未来方向

	 	 	 	 	 硬 件 方 向 的 职 位 JI 学 生 比 较 热 门 的 方 向 是

computer	architecture 和 embedded	system，两个

都是就业之后薪水非常高的方向。同时很多软件公司都

会同时招收 CS 和 CE 的学生，不用担心毕业之后对口

的问题。

3.1 申研 /phD

> > CE
						直升 UM	Master 难度不大。JI 学生的申请情况还

是比较乐观的，像麻省理工这个 level 的每年也都会有。

3.2 是否回国

					在当前 CS/CE 行业比较火热的情况下，是否回国很

大程度上看个人的考虑。国外较高的工资水平也对应着

较高的生活水平，总的来说和国内对应岗位是持平的。

个人目前的打算是在国外工作几年之后择机回国。

4. JI 准备

4.1 特别建议在 JI 学习的课程

	 	 	 	 	VE401 也没必要修掉，因为 VE401 不能转到 UM

抵 CE 必修，这边只有 STATS412 能转回去抵 VE401。

其他更推荐多上几节人文课。当然并不是说在这里上人

文有多么恐怖，其实有不少和谐的人文课。

4.2 大三夏季是否回 JI

	 	 	 	 	CE 可以算是所有专业当中最好毕业的了，所以

没有必要在大三夏季回 JI 修学分，抓住这个时机做

research/internship 吧！

5. TIPS

• 多多练习英语，尤其口语，不然你无法真正融入美国

社会。

• 大一大二可以联系 JI 教授做 research，假期找实习，

或者一些有意思的 project

。

文 / 黄剑男

1. 专业介绍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E），直译过来是电子

工程。主要分为强电和弱电。强电基本上就是去搞发

电机，电力传输，电机驱动。弱电基本上是围绕着芯

片展开的，包括嵌入式系统（embedded	system），

> >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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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算 机 体 系 架 构（computer	architecture）， 大 规

模 集 成 电 路（VLSI）， 模 拟 / 射 频 电 路（analog/RF	

circuits）,	半导体器件（semi-conductor	devices）。

具体来说，一台电脑有 CPU 和其他东西，嵌入式系统

就是研究除了 CPU 本身以外其他部分是怎么相互沟通

以及如何和 CPU 沟通的。计算机体系架构的话，主要

研究对象就是 CPU，包括工作原理以及怎么和外部通

讯。VLSI 则是怎么从每个晶体管的角度搭出逻辑门，

再搭出各个模块，最后组成 CPU。射频电路基本上是

设计出给通讯用的芯片，比如现在的 4G	LTE。最后半

导体器件，讲的就是搭电路用到的基本元器件晶体管。

						EE 还有一些比较偏理论的方向，比如研究电磁学，

自动控制学，信号处理等等。

						UM 的 EE 排名一直在前 10，但一个比较明显的劣

势就是安娜堡地区的 EE 工业界并不多。所以很多时候

找实习都得往外面找。

2. 各类机会

	 	 	 	 	科研机会我个人认为还是很多的。虽然算不上很好

找，但只要坚持，一般都会找到科研的。首先每年暑假

学校都会有 SURE	program。不过拿科研把握最大的

途径就是找上课的教授。

							实习的话比 CS 少，但每年招 EE 的公司其实很多，

但强电方向可能不招国际生。所以机会一般在弱电，尤

其是 computer	architecture，VLSI,	和 RF（机会依次

递减）。

3. 未来方向

					一般学长学姐们都会选择至少读个 master，然后争

取 master 期间做个实习。

				 关于是申请 master 还是 PhD，我个人是比较倾向

于 PhD 的。首先 master 积累的经验未必足够，很多

时候公司只招 PhD。其次，其实有时候 EE 的 PhD 更

像一个非常高级的工程师培训。对于 EE 真正感兴趣的，

不妨读 PhD。

				 	最后，我觉得留美回国都是不错的路。两边的机会

都很多。

4. JI 准备

4.1 特别建议在 JI 学习的课程

	 	 	 	 基本上选 EE 的交大一般就是 ECE，所以把 270,	

280,	230,	216,	215 都上了就差不多了	。

4.2 大三夏季是否回 JI

								没找到实习也没找到科研就回吧。

文 / 张烨桐

1. 专业介绍

					ME 即 Mechanical	Engineering，也就是我们所说

的机械工程。	

2. 各类机会

2.1 科研机会

	 	 	 	 	UM-ME 的官网上有各个教授以及实验室的信息。

如果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 research 可以直接联系教授

（发邮件或是去 office	hour），如果教授同意的话就

可以跟着他做啦！

				 此外，ME	Department 还有一个专门为了科研而

设 立 的 课 程，ME490	RISE（Research,	 Innovation,	

Service	and	Entrepreneurship）

2.2 实习机会

				ME 找实习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平均一年大概

2 到 3 个人。公司需要先对实习生进行较长时间的培训，

因此是以体验和学习为主，打工为辅。大多数公司希望

实习生在毕业之后可以来公司工作。然而我们出于身份

问题一般本科毕业不会直接工作，因此找实习就相对比

较困难。但是相对于另外一些专业来讲还是可以的。

3. 未来方向

3.1 就业想法

	 	 	 	 	ME 本科毕业直接工作的例子比较少，大多数同学

都会选择继续读 master、PhD。在这里找一份跟汽车

> >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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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工作并不困难，不过也有不少校友从事其他方向

的工作。不过 ME 方向创业比较困难，因为创业成本很

大。

3.2 申研 /phD

	 	 	 	 	 毕业之后留 UM 的同学居多，一方面是因为在

ME 方 向 上 比 UM 好 的 学 校 不 多（MIT，Stanford，

Berkley），另一方面如果想从事 automotive 方向的

话在 UM 有很大的优势。

3.3 是否回国

	 	 	 	 	ME 毕业之后回国或是留美都可以啦，具体怎么打

算还视个人情况而定。

4. JI 准备

4.1 特别建议在 JI 学习的课程

					ECE+ME 的选课没有固定的章法，建议大家可以先

按照 JI 和 UM 的毕业要求排一下课表。

				选课的核心思想：在保证申请前 GPA 的前提下尽量

多修课。

		选课的建议：VM211、VE215、VM240、VM235、

VM250 这几门课需要在 JI 修完，此外优先修 ME 的课

程，剩下的学分修 ECE 的专业课和人文。

4.2 大三夏季是否回 JI

	 	 	 	大三夏季留 UM 和回交大各有利弊。个人建议，对

于能力比较强的同学来说，暑假留在 UM 的优势更大

一些（情感原因另当别论）；不过对于平时学习就比较

累的同学来说，可以通过在 JI 修课来缓解课业上的压力。

文 / 佚名

1. 专业介绍

> > AE

						Aerospace	Engineering 直译为航空航天工程，学

习和研究方向涵盖了航空器，航天器，流体力学，结构

力学，控制，以及推进系统这些方面。UM 的航空航天

工程在美国自己的研究生排行第四，QS 世界排名第五。

2. 各类机会

2.1 科研机会

						在 UM 的研究机会还是很多的，但是因为学科的深

度与安全问题本科大部分都是在做控制。研究生阶段这

种学术水平的限制会减少很多。

2.2 实习机会

	 	 	 	 	本科阶段在北美基本不要考虑。因为航空航天是涉

及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外国籍学生大部分涉及飞行器

设计与制造的工作都是无法涉足的。研究生和 PhD 要

相对好一些，但依然有这个问题。

3. 未来方向

3.1 就业想法

	 	 	 	 	本科就业的话，在美国本土能找到的职位基本是咨

询公司，设计单位基本不可能。研究生毕业后这一状况

会得到一定改善，一些商业飞行设计单位可以成为就业

的选择，但高端的技术是涉及不到的。而回国就业是一

个很好的选择。国家现在对于大型飞机的投入越来越多，

尤其是中国航发前不久挂牌成立，表明了国家可能在近

十年都会重点扶持航空工业，这对于在 UM 读 AE 的同

学而言是很好的机会。

3.2 申研 /phD

	 	 	 	 	 有开设 AE 研究生的学校并不多，因此申请 AE 的

研 究 生， 学 校 也 基 本 就 局 限 在 了 MIT，	Stanford，	

GerogeTec，UM，UIUC 之中。值得一提的是，AE 这

个专业与 ME 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申请 ME 的研究生

也是可行的，尤其是对于 ME+AE 的同学而言，两个专

业对于研究生申请都会起到很大作用。

3.3 是否回国

							同上，建议回国。

4. JI 准备

4.1 特别建议在 JI 学习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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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可以互转的课程和仅能转回的课程，大家要

多关注 JI 和 UM 的等价课程的列表。

4.2 大三夏季是否回 JI

				近年来由于 ME350 等课程的要求，大部分同学在大

三夏季必须回国上课。

5. TIPS

• 在来 UM 以前，尽早做好课程规划，人文能修满就修满。

• 对于转专业个人建议：想学什么就申请什么，一来不

会因为转专业而影响该专业以后对 JI 学生的录取，二

来对于每个申请的同学而言也更公平。

文 / 成科宇

						LSA 是密歇根大学文理艺术学院的简称，与工学院		

是两个独立的学院，所以有些地方不同需要注意。

				 	 首先，能转的人文课并不多。	 尤其是 VY100 和

200 经过历届的沟通仍然无法转成其所需的写作课，虽

然 LSA 的部分课程可以同时满足写作课以及人文课的

要求。不过 LSA 在专业方面相当自由，double	major

的学生非常多，灵活性远非工学院可比。

物理系

1. 专业介绍

					UM 的物理系还是很值得一来的，全美排名前十	。

同时物理系的学生非常少，一届只有不到 30 人，但是

教授数量却接近 80,	机会非常多。如果你愿意，甚至可

以送你到 CAEN（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去实习一个学期。

2. 科研

	 	 	 	 	相对于实习，科研是一个主要方向。UM 物理系所

涵盖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天文物理，基本粒子物理，

量子物理等。详情参阅这个网站下各个教授的具体研究

> > LSA

方 向 http://www.lsa.umich.edu/physics/directory/

faculty。

						科研经历和以后申研申博关系很大，特别是科研方

向和申请的方向一致的情况。

3. 未来方向

	 	 	 	 	申请研究生的很少，一般都会直接申请 PhD。同时

物理系转其他专业比较好转。

4.JI 准备

1.	vp	390	一定要选

2.	ve	230	 可以不选。这里的 physics	405 是必修课，

转回去可以抵掉这门课

3. 数学课选	HONORS	MATHEMATICS。

				大三夏季最好不要回 JI。能在大三夏季找到 research

是最重要的。	

数学系

1. 专业介绍：

	 	 	 	 	 	 密 歇 根 大 学 的 数 学 系 非 常 好， 每 年 稳 稳 的 前

十。 数 学 系 主 要 分 3 个 专 业。 第 一 个 是 Actuarial	

mathematics	侧重于对保险、收益等进行详细的计算，

俗称精算。	 第二个是 Mathematics	of	Fin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侧重于对财产管理与风险的定性计

算。第三个是 Pure/Honors	Mathematics	是纯数学研

究。

2. 科研与实习

						金融数学在美国找到实习的难度比较大，主要是竞

争比较激烈。纯数学的专业更偏重于科研，但是科研机

会并不太多，原因在于本科的数学知识实在太匮乏。

3. 未来出路

	 	 	 	 	纯数学系的大多直接读博走学术路线，金融数学的

学生多选择读研后再工作。金融数学的工作方向多是对

冲基金、投行等企业。

4. JI 准备

1. 别选 vv214 线代，最好选择 ve203 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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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议选 ve270 和 ve311

3. 建议 ve280 过来之后的第一个学期修掉，可以拿 CS

的 minor

4. 建议不要选 ve401

 文 / 周忆人

				 	 IOE 的全称是工业与运筹工程，主要研究如何提高

工业生产的效率。大致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是应用运筹

学，主要是一些数学规划在产业里的应用，包括服务行

业，供应链与库存，选址，医疗运筹等等。其次是人因

工程学，主要分析人体在工作中的负荷，以求减少疲劳，

提高安全性和工作效率。还有质量监控，精益制造等。

1. 各类机会

	 	 	 	 	科研的话，找本系感兴趣方向的教授就好。由于鲜

有本科毕业直接找到工作的例子，读个研究生还是有必

要的。

2. 深造 MS/PhD

	 	 	 	 	研究生的话 IOE 的学生主要申请 IOE，以后去公司

里做工程管理之类的工作或是去咨询公司。也有人走数

据科学方向，以后利用统计方法做决策的数据分析师。

也有人申请金融工程，这主要是利用随机建模方法给一

些衍生品定价，或是用统计方法预测投资的学科。

3.JI 学习建议／申请建议

					夏季一定要上 vv214 线性代数和 ve401 概率统计两

门数学课。

4. 大三夏季是否回 JI

						IOE 本身来说，没有特别的要求。

> > IOE

文 / 赵祥宇

1. 专业介绍

							首先解释一下化学和化工的区别。相对于化学，其

实化工更加偏重于工程，比如反应装置怎么连接更能提

高效率？不过因为它属于交叉学科，学习起来会比较困

难，workload 不小。必修课大致有有机化学，材料，

流体力学，流程设计等。

2. 各类机会

2.1 科研机会

						比较丰富。很多化学工程的教授都乐意招本科生。

3. 未来方向

3.1 就业想法

	 	 	 	 	 因 为 交 叉 学 科 的 特 性， 就 业 面 很 广， 比 如 3M,	

BASF,	Shell,	General	Mills,	BP	America	等公司都有很

多机会。

3.2 是否回国

						化工在美国这边也挺火的，总体来说留在美国或者

回国基本取决于个人。

4. JI 准备

					招的人不多，总之感兴趣就可以申。

5. Tips

					ChemE 比较不同的一点是视夏季小学期开不开课可

能需要延毕，也就是大四那年 12 月份毕业，多一个秋

季学期。好处是你到这边相当于大二，会多一些交流的

机会和相处的时间。喜欢做 research 或者实习的同学

也多了一个夏季可以去做。如果想要申研的话可以正常

时间申请，同时申请延期入学，不会影响很大。

文 / 梁智豪
> > ChE

> >B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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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介绍

	 	 	 	 	 	BME 直译过来是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方向很广，

包括生物机械，成像与生物光学设备，微米 - 纳米技术

和分子工程，神经工程，促生长药物研究和计算与建模

等。

2. 各类机会

2.1 科研机会

					每年夏季的 SURE 的 program，是专门针对本科生

开放的科研项目。而且很多实验室在暑假期间都会缺人

手，可以跟着教授做项目。

2.2 实习机会

	 	 	 	 目前找实习还是比较不容易的，很多大公司并不给

留学生发 sponsor。

3. 未来方向 

3.1 就业想法

	 	 	 	 大部分人可能会考虑留校搞科研成为教授。如果仅

仅是为了找工作的话可能硕士就足够了，但是工作机会

并不多。

3.2 申研 /Ph.D.

					申请研究生的话，如果 UM 的 GPA 比较高（3.7+），

大概美国排名前 30 的学校不会太难。申请博士的话会

相对比较难。

3.3 是否回国

	 	 	 	 	个人认为如果想要走学术道路的话建议还是留在美

国；如果想要进入企业的话，两者皆可。

4. JI 准备 

4.1 特别建议在 JI 学习的课程

	 	 	 	 	VK250， 以 及 建 议 在 春 季 修 一 门 3 分 或 以 上 的

300+ 的 HU，个人推荐修 VR363。

4.2 大三夏季是否回 JI

	 	 	 	 	如果是 ME+BME 的话，大三毕业是一定要回国上

课的，否则只能申请延毕一年。

5. TIPS

1．	尽早安排好每个学期上的课程，尽量不要把多个实

验课程放在一个学期里。

2．	尽量在 JI 多上可以转到 UM 的人文课。

3．	BME458 是可以抵 VM495 的。

4.		 美国申请医学院对国籍有诸多限制，而且还需要有

大量的志愿者经历，如果打算以 BME 专业作为跳板申

请美国的医学院，请全面了解情况后再做决定。

文 / 胡中南

1. 专业介绍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也就是土

木环境工程。

							UM 的 Civil 本科和研究生在全美都是第四。

2. 各类机会

2.1 科研机会

						完全开放，你可以给每个教授都发一封邮件，问他

有没有兴趣要一个本科生加入他的 research	group。

2.2 实习机会

						在这边想要找到一份不错的和本专业相关的实习，

真心很难。不过如果你可以继续往上读到 Graduate 甚

至是 PHD，情况会有所改观。

3. 未来方向

3.1 申研 /phD

	 	 	 	 	我们这个专业，其他别多想了，必须申研。据说几

届之前学长学姐集体搬家斯坦福，当然 UM	 本身也是

一种选择。

4. JI 准备

4.1 特别建议在 JI 学习的课程

	 	 	 	 	 在 JI 赶紧把人文课全修了。其他的话，像流力

CEE325 第一学期先修掉，不然会很麻烦，因为它是好

> >C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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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课的先修课。

4.2 大三夏季是否回 JI

	 	 	 	 	如果不想弃交大文凭，几乎都是要回的，到时候选

课跟着大部队就好了。

文 / 曹开元

1. 专业介绍

						在本科阶段，密大的材料专业还是偏重材料的化学

性质以及材料的微观结构，至于材料的应用（就是如何

选择材料）是到了研究生阶段的高阶课程才会有的。

2. 各类机会

2.1 科研机会

	 	 	 	 	密大的材料专业是典型的老师多于学生的十分和谐

的专业，找老师做项目十分容易。

2.2 实习机会

							实习机会还是比较难找的。

3. 未来方向

	 	 	 	 	大多数本科毕业生如果想继续读材料的话是继续读

研究生的。至于应用的话，的确会有像 3M 这样的公司，

还有其他的公司比如汽车公司招研究生的。不过总体而

言就业没办法和 CS 相提并论。

4. JI 准备

4.1 特别建议在 JI 学习的课程

					VK250 材料、固体力学是两门最重要的先修课程，

一定要在这里修好。至于物理化学的话，不必太过担心，

如果觉得自己化学不强的话可以再修一些化学课即可。

4.2 大三夏季是否回 JI

					不一定。我大三暑假选择留在密大跟着老师做科研，

还是很顺利地完成了两边的学业。规划好选课总是可以

> > MSE

做到不延毕的。

文 / 陈嘉熙

1. 专业介绍

						海洋工程做的是浮在海上的装置，简单说就是船舶

以及海上钻井平台。密大的这个本科专业主要以船体结

构还有流体力学作为两个方向，至少本科阶段是全美排

名第一。

2. 各类机会

2.1 科研机会

	 	 	 	 	学生很少，每个年级只有 20 个同学，那么找科研

的容易程度就显而易见了。

2.2 实习机会

	 	 	 	 	如果去做实习的话，大多数同学都会选择为船舶设

计审查院服务，既可以加入美国的，也可以加入英国、

挪威等在美国的分部。至于船舶制造的公司的话商业的

造船公司实在不多。

3. 未来方向

	 	 	 	 	读完船舶工程以后想转其他机械领域的专业还是比

较方便的。	

4. JI 准备

4.1 特别建议在 JI 学习的课程

	 	 	 	按照正常的上课顺序把固体力学，热力学还有振动

等基础课在交大修好就可以了。

4.2 大三夏季是否回 JI

	 	 	 	 	可以不回 JI，但是这样的话要精心规划好自己的选

课。机械工程还有海洋工程都是设计类的课很多的专业，

最好是分散开来上比较好。不少大三暑假没回来的同学

都在密院延毕了。

> >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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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韩卓然

1. 专业介绍

	 	 	 	 	 NERS,	 全 称 nuclear	 engineering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	也就是核工程和放射科学。因为

小众本科没有排名，但研究生一直以来都是第一名。整

个学科分为四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核裂变 Fission。现

在绝大部分的核电站使用的技术，也是最成熟的技术。

第二个是 Plasma	and	Fusion,	也就是等离子和核聚变。

第三个 radiation	detection 包括防止核扩散，新型辐

射特测器，以及医学成像。最后一个方面是核材料。

2. 各类机会

					想做 research 简直不要太容易，从来没有听说过有

教授拒绝谁的。但大多数实习是限制国籍的。	

3. 未来方向

						之前的学长学姐大多还在读 phd。如果回国工作前

景很好，国家现在大量投入在核电以及医疗发展上面。

4. JI 准备

4.1 特别建议在 JI 学习的课程

						需要学热力学 VM235 和材料	VK250。

4.2 大三夏季是否回 JI

							做 research	的好时机，不需要回 JI	上课

5. TIPS

	 	 	 	 	希望那些以此为跳板转专业的同学三思。实际上也

不是所有 CS 的都能找到工作。鉴于 JI 以往不太良好的

信誉，很多真正希望学习这个专业的同学以后可能没有

这个机会了。

 

> >NERS
文 / 刘悦珵

基本介绍：

				 	 	UM 环境工程研究生课程的排名是第 5。UM 环

境工程本科课程中排名第 3。密歇根大学土木与环

境工程系目前拥有全职教授 29 人，包括施工工程管

理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环 境 与 水 资 源 工 程 学 (Environmental	and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岩土工程学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结 构 与 材 料 工 程 学 (Structur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四大研究方向。环境工程中

主要是以环境与水资源工程学 (Environmental	and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为主，也有一位教授

研究空气工程学。

						申请条件：GPA 要求不高，基本属于想申请就能申

请上的专业。

				 科研情况：教授学生比例较高，因此找科研项目比

较容易机会很多。

				 就业情况：大部分环境毕业生选择继续读研究生或

博士，直接工作的基本没有。

> > EnvE

细心的同学会发现，全新的启程在 JI，已经没有涉及到

2+2 的 GPA 问题了，在此我们为你解答。由于今年开始，

2+2 的政策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根据 IPO 办公室的情报，

大约 80% 的可能），是 2+2 到了密歇根大学之后，再

分专业。所以是否能 2+2，和你想要 2+2 的专业是没

有关系的，我们在此也就不在具体专业后面加 GPA 要

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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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 @umich
文 | 刘铭达

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大学主要还是会和自己的中

国同学一起玩，和外国人的交流会比较少。但是通过

利用一些课上做 project 的机会还是能够和美国同学

交上好朋友的。至于美国同学的能力和中国学生相比

孰强孰弱，这就不一定了。如果你加入一些科技类社

团的话（比如动漫制作的社团），你会见到不少美国

的编程大神。美国的学生和中国学生一样，既有学霸

的，也有天天打游戏混日子的。不要看到美国人生活

的比我们看起来潇洒，而一味排斥美国佬，觉得他们

只玩不学，也不要因为自己到了一个“自由国度”就

盲目学习某些美国人自由散漫的态度，天天都玩得很

嗨（密西根大学作为好的大学，学业压力还是很大的）。

在美国，要敢于去结交新的积极向上的外国朋友。

	 密西根大学的学制是从 9 月中旬到 12 月中旬的秋季学期，然后紧接着就是 1 月份开始的冬季学期，两个学

期中间只有大约十天的假期，其中加上倒时差和坐飞机的时间，和家人团聚的时间真的不是很长。不过好在社交媒

体很发达，用微信随时都可以沟通。虽然每年春节不能回家过年，但是密大的中国留学生会会组织一系列的活动欢

度春节，不太会有想家的问题，毕竟在密大的中国学生真心很多。

密西根学院最特色的是什么？

当然是国际化办学和中美文化交流了！

中国和美国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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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跟密大的美国本土同学合的合不来？有参加什么很有意思的活动吗？周末会干什么？

A对于像我这样课很多的人而言和美国人打交道的时间实在不多，最多就是一起上课或者一起做项目的时候

认识本系的同学。活动的话参加的也不多，主要还是和中国同学一起玩。到了时间比较长的假期会开车和同学去

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比如底特律）逛逛。

Q平时跟家里人联系吗？每年会回几次国？大年三十晚上会干什么？密大有没有中国留学生会？

A联系还是很频繁的，不过回国次数实在不多，圣诞节放假只有十天，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就又得回去了。大

年三十的话我在考试，不可能过春节的。密大的中国留学生会有可能会搞一点有中国特色的文艺活动，但聚在一

起的时间也不是很多。

采访人	|	王沐凯

被采访者	|	曹开元	陈嘉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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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玩
	文 / 徐速	

编者希望启程在 JI 相比起一本杂志，更像一本工具书。

能够更加方便查阅，因此将采访口语残留部分删减，

重新排列。

> > Dining 
舌尖上的 UM

就像交大一样，UM 同样有各式各样的饮食方案：校内

canteen，校内餐馆 &café，	外卖︐甚至是自己下厨。

• 校内 canteen：

	 北校区（North	Campus）的 Bursley 餐厅，

自助式美式餐厅，周一至周五全天开放。价格：早餐 $6,	

午餐 $10，晚餐 $12 左右。（其实大部分人不在食堂吃，

因为选择比较少也比较贵）	

• 校内餐馆：

	 中餐类有 Panda，鸿运（Lucky	kitchen）之类的，

属于非常“西化”的中餐，但价格较便宜，两个菜在 $7

左右。

	 西 餐 类 有 Ahmos( 美 式 汉 堡、 三 明 治 )，	

Ahmos（西式简餐）等。

• 外卖：

	 许多餐厅有外卖服务，但并没有交大的饿了么

等外卖业务发达。

•Do it yourself ! :

	 在 附 近 的 大 超 市 Kroger、 中 国 超 市（eg.	

Donghua，能买到国内大多数常见的食材和调味料）

买些食材，在住所自己下厨。经济实惠，更加健康，也

更有家的感觉。

• 校外合租公寓：
(Living	at	UM:	www.housing.umich.edu)

1.	Courtyards:	
	 北校区最好，距校区最近，交通方便，家具、
设 施 齐 全， 独 立 卫 浴， 价 格 较 昂 贵：$799/ 人 / 月
（校友会提供的申请福利：www.sjtuaaum.org/the-
courtyards-application-chinese.html）
    
2.	Willowtree:	
	 交大学生选择最多，距校区比较近，无家具（校
友会将组织统一购买）。价格较便宜 : 可与 2-4 人合租，
$260/ 人 / 月
    
3.	Co-op:	

> > Accommodation
家在 UM

编者的话：

 对于在闵大荒生活了 2 年的吃货们来说，UM

的饮食仿佛开启的新世界的大门。但对于那些有着顽固

“中国胃”的同学来说，UM 高热量的美式和各国风格

迥异的饮食或许意味着发胖、不合胃口等难题，而且美

帝的消费十分高昂，据采访的学长学姐说每月的饮食消

费不会低于 4000RMB。因此许多学姐学长们推荐自己

烹饪伙食，这不仅满足了自己的胃口，缓解了经济负担，

更能通过烹调、共享食物的过程交到五湖四海的朋友，

岂不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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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采访到的学长表示在 UM 的学习非常紧张，但在

JI 爆肝两年以后终于能见识到丰富多彩美式大学生活

了。只要有心，UM 的课余生活可以非常丰富。

• 社团活动：

	 UM 的学生社团有 1350 个之多，包罗万象，

可以在 maizepages.umich.	edu 上了解具体社团信

息。在校区内也会举办 Organization	fair,	在各个社团

> > Entertainment  
玩转 UM

• 校内：

巴士：
非常方便，班次很多而且大多数都免费，其中蓝色巴
士总是免费，白色巴士在出示校园卡后免费。具体巴
士线路可见	pts.umich.edu/taking_the_bus/routes

• 校外：

私家车：
安娜堡的校外巴士并不很发达，而且因为安娜堡毕竟
是一个大学城，周边的娱乐比较少，一般去周边芝加
哥等城市游玩，还是私家车比较方便。大部分同学选
择买车，等到不用了再卖掉的方式。

编者的话：
	 在被称为车轮上的国家的美国生活，汽车确实
能带来不少方便。但前提是你要提前获得驾照，或者
抱紧老司机的大腿哟！

> > Transportation
旅途中的 UM

	 特点是 GUFF(general	unspecified	free	
food，食物和设施居民免费共享 )。中国学生较少。价
格较昂贵：$450/ 人 / 月（包括 GUFF 则为 $700）。
    
4. 合租：
	 在中校区合租别墅，大约 $600-700 一个人，
优点是中校区更有美式校园的氛围（因为北区主要以工
科生为主（笑））。

• 日常购物：
  
1. 校区附近的中型超市：
	 Kroger,	Donghua( 中式超市，可以买到不少
中国食材 )
    
2. 大型超市、购物广场：
	 Meijer，	Wal	–	Mart,	Briarwood	Mall 等。（因
为距离较远，经常去购物自己有车会更方便，否则根本
买不了什么。
    
3. 网络购物：
	 Amazon	和 Wal	–	Mart	的网上购物，很方便。
编者的话：
	 一般而言，大部分 JI 的学生会选择与原来的老
同学一起合租，生活习惯相仿而且学业上交流更加容
易。但和其他国家的同学合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
受访的学姐表示经常看到和外国人一起住的同学一同出
去玩，十分融洽，也是一个锻炼口语的机会！

的介绍环节中不仅有免费食物还有许多有趣活动。

 

• 本地组织：

	 即使没有入教，也可以参加教会组织的活动，

教会里的同学人都很 nice ！也可以参加兄弟会，经常

喝酒开趴。

 

• 交大密西根校友会（SJTU-AAUM）：

 所有 DD 的同学都默认为校友会成员。校友

会旨在为	Dual	Degree	的同学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

活动和便利，校友会的主要活动详见	www.sjtuaaum.

org/calendar.html

 

编者的话：

	 因为各个专业时间节点不同，大家也比较忙，

所以密大校友会（AA）的活动还并不成熟。希望前往

UM 的 JIer 也能为 AA 的发展献上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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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何种原因，如果你留在了密西根学院，让我们为你指路，走好接下来的每一步

No	matter	what	the	reasons	are,	if	you	stay	in	JI,	please	let	us	guide	you	towards	

the	following	colourful	years.

如
果

留
在

这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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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 2+2 
蔡思伟

1. 经济条件不能提供你出国的资金基础。

2. 成功 2+2，到达了国外这样一个比较陌生新的环境，

担心无法适应，对未来有不确定性。

3. 出国不仅是机遇，更是挑战，出国后，未来的不确

定性有所增加。

4. 国内有学长的经历可以借鉴，在发展的路上有更好

的指导。

5. 托福没有通过。

6. 国内实习更方便，因为在国内实有学院实习指导老

师可以咨询。

不去 2+2 的理由有很多，但是别

盲目的放弃机会。如果找不到自己

去或者不去的理由，证明你还没有

考虑清楚，好好思考，去或不去，

都给自己一个理由，踏实做事。

Q：为什么不 2+2 ？

A：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Q：太贵了？

A：还好。

Q：是由于？

A：我在大一的时候，我听到某个学长跟我说，如果你

去 2+2，专业如果差挺多的话，可能压力会比较大，

然后可能错失一些机会。而我是挺喜欢做一个完整的科

研项目出来，所以就选择在交大读四年。其实说密院的

ECE，大家都懂的它其实是 EE 和 CE 这两个专业。

Q：学长倾向于哪一个分支呢？ EE 还是 CE ？

A：啊我在半年前的想法还是要读 EE 的，但是这个寒

假之后我变的有点多。

Q：你想读 ME 了吗

A：不现在有点想读 CS。但是总之，这么早就出去和

四年之后再出去，都是不同的路吧。

宋霸的金玉良言：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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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里的你，或许有些迷茫：

那我留在国内能做些什么呢？

难道真的是 Choose	JI	choose	DIE 吗？

？？？

Q：你到最后是要出国的吧

A：对的，去美国。要考 GRE，具体的什么学校，要看

我后两年的专业了。看看我对什么感兴趣。

Q：那你在交大，做 prp 和 ipp 吗

A：prp 和 ipp 主要还是由学生自己组队的，做得好可

以不水的，老师带的其实不多，主要还是学生自己干的

比较多。其实要做科研，我最推荐的是直接找教授。密

院这么多教授，去密院的官网 faculty 里面看看，哪些

人比较牛的，上面有他们的教育经历和教学背景。你看

看哪个老师的背景和你自己比较贴近的。

Q：那你看到中意的项目了吗？

A：我现在是去找了光学的教授。现在在做项目，但是

可能有点坑，有点难，关于新型光谱。就是自己拼命的

试错，上个礼拜他们实验仪器刚弄好，我去拍了张图回

来，现在分析起来可能是有点问题的，我打算再去拍一

张回来。其实在实验室里，有些挺有趣的事情，比如说

你需要在不是你研究方向上做一点研究，比如你可以研

究一下怎么样光谱仪发出来的光线波长稍微变化一点

点，但是这个装置本身是没有这个功能的，你得去自己

弄一个压电装置啊，或者自己把光谱仪拆开来去想办法

解决这些东西，这是搞科研的有趣的地方。

Q：就是有很多小的东西会出现，你要试着去解决它们

吗？

A：嗯。

Q：那接下去的两年，你是怎么安排的？或者对我们有

什么建议？

A：首先你如果决定了不 2+2，你就要去 sakai 上的

current	student 里面，resource 里面，把后面要修的

学分，课程全部找一遍，就是每个学期你要干什么事。

比如这个学期你要学那些人文课，如果你对交流项目有

兴趣，你还可以找找 viva 姐。我室友交换去的港科大，

主要是在春季的。

Q：这个项目怎么样？

A：大三比较厉害的人，都去这个项目了。

Q：你对未来的学弟学妹们，有什么建议吗？

A：一个学期会比一个学期更累，想好好读就尽量少浪。

偶尔浪一浪还是不错的，调节一下。春季可以干很多事

情，可以自己学一些东西，可以蹭交大的课，培养自己

的兴趣。我当时春季报了四个电竞比赛。。有点小荒废。

Q：你现在专业是什么？

A：ECE。

Q：经验教训？

A：大二上学期是很难熬的，如果你要 2+2.	 一旦你多

了一项东西，你这周就有点难安排了。人文课能修，就

尽量早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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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能干些什么
赵丰年

Q：留在国内和去国外相比，课业压力是偏大还是偏小？

A：国内的课业与压力会小一些。因为去国外就意味着

是双学位，你要修够两边学校的毕业要求才能毕业。

Q：留在国内的活动什么的怎么样？

A：活动还是挺丰富的，因为还有想要 4+1 项目的学生，

所以这边的活动什么的还是非常丰富的。

Q：你对于 PRP 和 IPP 项目怎么看？你有参加过吗？

A：我是在大三做的。当时学院的一个老师在网站上发

布了课题，觉得感兴趣你就可以去参加，就可以去找组

长或者老师。到时间结点通过了答辩等一些项目，就可

以通过。这个对找工作什么的都还是挺有帮助的。

Q：在国内的实习机会多吗 ?

A：实习机会当然很多了。不过要自己去找。学院可能

不会提供特别多，但是你要是在网站上看到了合适的机

会你也可以去参加。我是在大三春季实习过一次。我当

时去的是上海电器（气？），就在江川路那边，路程也

比较近。其实实习不会让你干很多事情，但是这就像一

个老师一样，会领着你去看他们一天的工作，会让你记

录啊什么的。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Q：那你对实习的看法怎么样？会建议自己的学弟学妹

们去实习吗？

A：我认为，如果你能想得清楚自己到底在未来想要往

什么样的道路发展，本科毕业后是继续读书还是参加

工作。如果是想要直接参加工作的话，就可以尽快找一

个实习机会，或者参加一些对自己之后就业有益处的活

动。如果目标不是很明确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先找一

下自己的兴趣，再做决定。我觉得有目标还是非常重要

的，如果你一直就非常迷茫就这么混过去的话就感觉很

浪费时间。

Q：如果需要直接保研保博的话，需要有什么条件？

A：有一定的 GPA 要求，还有托福的一定要求，总体

来说要求不是特别高。等大四的时候保研保博名额会开

放，你可以申请，去问问你感兴趣的导师，如果你满足

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也愿意收你，就可以申请成功了。

至于专业主要看个人兴趣，如果某个导师的课题专业你

比较感兴趣，就可以和他交流，如果他对你满意就会比

较容易。至于那些硬性标准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还有

个毕业设计的要求，总体也不是特别难。相比来说读硕

士的会更多，最多是本科之后去国外读硕士的。直接保

博的会相对较少一些。但是如果你考虑好的话，保博可

以比先读研在读博省一两年的时间。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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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信息的多样性，我们又采访了弓家豪学长。有着丰富经验的他，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Q:	学长当初是奔着 2+2 去的还是？

A:	对的，我是奔着 2+2 去的，但是自己当时作死报了

一个 EE，对 GPA 要求太高我就没有去成。其实我是被

拒了这种情况，所以说为什么不 2+2，我觉得出国这

件事情还是得谨慎一点，如果不能去一个自己喜欢的专

业就不要去了。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报了最好的 EE 就

崩了，就没去成。当时我的 GPA 报个别的专业也是够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要找准一点比较好。

Q:	那 2+2 没去成怎么办？

A:	 我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就是既然密西根不要我们了，我就要自己出去找了。我

自己是比较想出国的，研究生啊博士啊是想一定要出去

的。通过各种中介啊，找我们院的老师咨询啊，包括其

他院的老师啊，比如说上一些交大的课认识一些老师，

相当于说认识一些老师拓宽一下自己研究生的路子，这

样可能更容易挑选到自己心仪的大学了。

Q:	那学长有没有什么具体规划呢？

A:	 说到规划，要看你是不是还想在这个专业读了，比

如说我们可是机械工程，但是我将来是要想学商科的，

那你就要考 GMAT，还要考托福等等。要注意一下托

福的有效期是两年。后面出国的途径还是很多的，完全

不要有 2 不出去就憋死在密院了的这种感觉，完全有机

会去一个好的大学读研究生，还有很多好的交换项目，

可以直接申请对于自己专业有力的交换项目等等。其实

如果你想保研是非常轻松的，如果你上过交大的不是专

业性很强的课程，你会发现密院的学生能力特别强，别

的院的老师会主动和你联系，所以说保研这方面的问题

是不大的，无论是去安泰还是去机动啊还是去电院啊，

关键是找一个老师，在这门课上稍微展示一下自己就行

了。这些东西如果在 2+2 之前了解清楚，就会对 2+2

的去留有一个更清晰的判定，有自己的想法，因为虽然

说我们学院现在是一条主干道是 2+2，旁边有很多分支，

不是就是出不去就憋死了的感觉。路特别多，主要还是

看个人的。如果你没有 2+2，如果你有一颗上进的心，

最后的结果是不会比 2+2 差的。

Q:	学长具体参加了什么项目呢？

A:	我是申请了一个沃顿商学院的项目，是保研的项目。

Q:	 如果想转行，就是本科的专业和研究生的专业差很

多，比如工程师转行去读商学，那怎么办呢？

A:	 在美国有一门课，叫做工程经济。它是可以让本科

学工科的学生到那里直接转成学商科的学生，不用考试

的，相当于是一个交叉学科，过渡作用。其次是你可以

去考 GMAT，即便本科读的不是经济学，通过 GMAT

也可以在国外读经济学的研究生。现在我们这里的学生

大概有百分之 20 到 30 从工科转到了商科。毕竟工科

读研比较累。。。

Q:	 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如果你留在密院，那么你肯

定分到 ECE 或者 ME 之中的，那么具体又是怎么分的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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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具 体 是 这 样 子 的，JI 的 ECE 和 ME 是 两 个 大 类。

ECE 可以理解为，整个电院的东西都学，但是学的没有

那么深，机械也是，机械里面分的小项我们都学一点但

是都不是很深，这样有一个好处，我交换比较方便，比

如我学 ECE，那么交换 EE，CS，CE 我只要学 ECE 就

可以了，就是我学了 ECE 我啥都会的感觉。

Q:	 那么是不是可能本科的时候学术方面的水平就不那

么高了？

A:	 其实这方面是看个人的追求的。我们学院里面是有

项目的，春季的时候有 Ve 或者 Vm490，是跟着老师

做项目的课，大概有十五到二十个老师，每个老师会选

两到三个学生跟着他们做项目，前提就是大一大二的时

候他们可能会叫你们一个基础课，他会要求这门课上的

GPA 高于多少才能去，比如会要求 A- 以上教授才收。

这门课的意义主要就是在跟着老师做项目的过程中培养

研究的能力，加深学术知识等等。而且我们学校有 prp

和 ipp，当然有些 prp 和 ipp 是有些水的，我觉得是比

跟着教授做科研稍微没那么理想的。途径不少，看自己

选择。

Q:	为什么推荐跟教授做科研呢？

A:	这门课本身招的学生就少，有门槛，所以有质量保证。

他每周都有固定工作量，每周都要去开一次会汇报成果，

所以绝对不水。这是一门有学分的课，注意老师是有权

利挂你的，开会你还必须要去。最后如果有论文发表的

话，之前做的努力就都是值得的了。不要轻视每一门的

初级课，你不知道哪一门初级课最后就变成标准了。大

一大二的时候把自己的 GPA 弄高一点，以后做项目也

是方便一点。

Q:	 学长当时想出去的初衷是什么呢？有没有想过要呆

在国内呢？

A:	 我自己的话，相对来说不是很清楚留在国内的很多

好处。可能我看到国内的学长学弟成功以后，才会改变

自己的想法。现在觉得出去不出去就是两条不同的道路

而已，没有非要出去的。我比较建议大家对于 2+2 的

态度就是要理性，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不去了我

也能在国内做各种工作把自己建设的更加优秀。比如我

的一个学长在这里读了四年直接被谷歌录走了。。只要

自己做好了机会总会来的。

Q:	 有同学是这么想的，我当时来 JI 我就是冲着它的

2+2 政策的，如果我不出去我不就白来了吗？

A:	 密院学的东西多，尽管有时候可能稍浅。但是现在

大学教育的趋势就是广而泛，比如浙大他们就已经采用

大类招生的政策了，上来不分专业了。所以大学的前几

年就应该做一些知识面的拓展，等到年龄大一点之后再

做一些深入的研究。JI 这里就做得特别好。而且 JI 的

英语比其他院的学生强很多。这个只要和别的院的学

生一起上上课就能体会到了，密院的英语绝对是碾压

性的实力，不要轻视你写的每一篇作文，做的每一个

presentation，它们到某个特定的时机都会体现它们的

作用的，这些本事可能比你多学一种算法，多学一个定

理要有用的多了。还有就是交换机会更多了，就算没有

2+2 也有很多机会体会到国外的本科教育。而且密院

的平均能力是最强的，密院学生受到的锻炼也是最多的，

这一点大家长久下来就能慢慢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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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纳一下
                             可以做科研
                             可以找实习
                             可以作交换
                             可以准备考研

	 交换篇

	 密院的特色之一	 就是有着上海交大本
科生三分之一的交换名额，而交换名额个个高
质量，和 2+2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多样交换生活等你去报名体验！

 事 业 部 同 学 采 访 了 IPO(International 
Program Office) 老师 Viva Du 杜燕老师，密西根
学院交换生项目负责人，收集到的资料如下。

Q：现在有很多的同学，做交换项目主要就是提高自己

的英语，出去见识一下，那么交换项目还有没有什么别

的意义呢？

A:	 别的意义就是，可能对自己申请研究生有一定的帮

助。比如可以认识一些老师，要到比较好的推荐信，也

能接触一些学校的一些资源，了解一些国外的生活，

对自己出国留学是一个铺垫。我们的交换项目有很多，

UC 啊等等。。

Q：那交换项目的对象是？

A：这主要是针对没有 2+2 出去，也不想双学位出国读

书的大三大四同学，让他们有个国外本科的经历，出国

读书的感受。

Q：能举个例子吗，我们现在有哪些大学可以交换？

A：美国的 UC，马里兰，欧洲的话，有德国的亚成工大，

慕尼黑工大，马上跟 KIT 有对接，荷兰的代尔夫特理工

大学，瑞典的 KTH，还有西班牙的一些学校。我们还

加入了国际的一个大学联盟 GE3，是欧洲，美洲的一些

大学组成的联盟。

Q：出去交流的同学，一般会修一些什么课程呢？

A：要跟研究方向契合。

Q：学分怎么转？

A：申请之前，就会对转学分有一定的了解。在国内的

时候就会知道我要选什么课程，哪些课程的学分是可以

转回来的。

Q：不同大学的学分情况不同吗？

A：对的，想出国交换的同学要自己去对接大学的官网

上查找。作相应的准备。

Q：需要选拔吗？

A： 需 要 申 请。 热 门 的 大 学 就 需 要 自 己 的

competitiveness。比如一个大学申请的人都是 3.8 你

是 3.3，那你就有成绩上的劣势了，如果你别的方面比

较突出，可以弥补一下成绩上的劣势。

Q：所以是有面试吗？

A：是的，从今年开始，接下来的秋季都是发材料和面

试两部分结合。

Q：多少人有机会出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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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七八个交换项目吧，大约一共有 30 个左右的指标。

Q：热门的大学是要求比较高吗？

A：不能说要求比较高，只是这些大学的竞争可能会激

烈一些。

Q：托福要求呢？

A：就算你达到了这个学校的基本要求，但是你跟其他

竞争者比起来有欠缺，那么你还是有劣势。但是学院目

前也在开发不同的项目，希望更多的同学有机会出去交

换。

Q：如果我是一个主修 ME 的学生，哪有那些项目我可

以参加呢？

A：其实有很多，我们联系的都是理工科类的大学，主

要还是偏向 ME 一点。GE3 这个组织，主要针对的还

是工程师的培养。

Q：GE3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A：优秀大学的联盟，。。。。

Q：那么你推荐什么时候出去做交换呢？

A：大三的春季应该是最好的时间吧，那个时候没有课，

你不一定要在学校，你可以去实习，可以去交换等等。

当然外面的学校安排可能会使你 miss 掉我们自己学院

的一个夏季学期，你把学分转回来就好。所以要在大一

的时候就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是

要出去的，那么这些必修课我就要提前修掉等等，把时

间错开。必修课转学分也是比较困难的。

Q：2+2 没有成功的话，exchange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出路了吗？

A：对的，exchange 就是满足那些没有 2+2 成功的学

生体验国外本科教育的一个项目，他有很多的附产品（推

荐信啊等等）。我觉得不能说 2+2 没成功之后再来考

虑 exchange，exchange 也有很好的一些项目等着你

们去做。我们尽可能会满足更多的学生出去交换的需求。

Q：Buddy	program（ambassador）项目的初衷是什

么？

A：Buddy	program 的话，我们的学生知道每年夏季

秋季都会有一些密西根的学生和其他学校的学生过来交

换，我们这边的 buddy 就是负责帮他们融入我们的学

校。这样能够体验到国外的学生的生活，文化等等，也

可以锻炼自己的口语，了解外国学生的性格啊等等，也

可以为自己的 2+2 做一些铺垫。

Q：这个活动有没有 buddy 反映有一些问题？

A：我们的活动可能有一点不够 involve 那些外国人，

可能不够照顾他们。我们今年可能会设计一些活动，鼓

励我们的 buddy 和他们交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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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3
    	全球工程教育联盟（GE3）是为了培养一批拥有国

际视野的工科毕业生，由全球一些顶尖大学于 1995 年

共同成立的一个高校联盟。来自该联盟内成员大学的工

科学生可以到其他成员大学交流学习。

				 	该联盟有以下特点：1	学费互免：该联盟成员大学

的学生只需在本国学校交纳学费就可以享受到海外大学

免费求学的机会。2	时间灵活：到海外学习的学生可以

选择秋季学期、春季学期或是整个一学年进行学习交流。

3	海外实习：GE3 的学生可以在海外学习后获得实习机

会。但并不是所有成员大学都会提供这一服务，有此项

服务的大学会帮助学生在学校附近、学校内或其他地方

获得实习机会。

派出时间：春季学期

派出名额：2-3 人

选派类别：我院目前在读本科大二、大三年级的工科学

生

选派专业：工科专业

资助内容：交流期间免交国外高校学费（只需支付本校

学费）

其他申请条件：

1. 德智体全面发展，成绩优秀，身体健康。

2. 英语听说熟练，应用能力强。需有托福或雅思成绩（具

体视网站各个接收学校要求为准）。

3.	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富有组织才能和协助精神，

善与人沟通。

4.	交换期满后返回母校继续完成学业。

5.	 家庭经济条件许可，有能力自行支付往返旅费、学

习期间生活费、书本费、保险和医疗保险等费用。

考国外高校的研究生：rank 很重要

	袁鹏：我很亏啊	他们 2+2 出去之后我排名都没变！本

来是第一名现在还是第一名！

就斯坦福大学而言，他们看的是年级排名 Rank1 或

者 2 的，GRE 比托福更水一点，自己去查出来托福和

GRE 的要求。

推荐信：我是比较强的，Manuel+ 微软的小老板 + 斯

坦福生物系的教授（分量重）

交大资源：交换项目

交大荣誉：没啥用，学生活动学生工作没有直接作用

实习：微软实习，有了一封推荐信，弄清楚了自己的感

兴趣的方向

范绪箕奖学金（交大老校长）：能认识斯坦福生物系教授，

获奖学金之后能够获得人生导师和金钱。这些导师是一

个很厉害的圈子，有 CEO，有很多投资人。有机会升

GRE 篇

	 什么？听说密大觉得我不行？听说我要
考 GRE 了？正好，我要用这次考试证明 , 我
可以比密大更加优秀！冲着更高更好的研究生
院校，重新出发 !

申请办法 >:	个人申请，院系推荐，学校审核，由 GE3

总部决定最终录取结果并协调接收学校

网申：学生根据项目的要求在申请期限截止前到网上自

由申请

https://globale3.studioabroad.com/index.

cfm?FuseAction=Abroad.Home

       密西根学院知名学长袁鹏介绍他的 GRE 经验 , 为
你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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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袁鹏，交大知名学长。

这个奖学金的话，一定要去升，10000 块的钱和很好

的人生导师圈，能让你上一个台阶。斯坦福的教授是我

的导师，我一直和他保持联系，最终获得了他的推荐信。

推荐信要写的 strong，你必须和写信人有密切的联系，

有交流。推荐信可遇不可求。

JI 的推荐信相比别的学院更加 strong，因为有外国人。

交换项目：港大	美国	欧洲			经历	成绩

						 	 	交换的意义，应该是经历和推荐信。如果和教授

混熟，就有可能有推荐信。

组合：暑期去国外的企业实习，大学的科研实习，拿到

推荐信。组合就是科研和公司的实习组合。JI 的劣势在

于没办法 summer	research，但是我们有 spring 的时

间。最好的就是大三的一整个春天都在外国的大学学课，

学 research，拿推荐信。

GRE：不急，GRE 不要拖得很长，不需要提前一年开

始背单词，也不需要上课，网上搜教程，核心是背单词，

考试前 30-40 天准备就行了。GRE 是采取突击战术。

简历里面需要提到 research 和 GPA 等等。交大有很多

科研，最好找教授，不需要 ipp 和 prp，因为有的时候

ipp 和 prp 会有点水。

交 大 的 实 验 室 还 是 挺 好 的，（ 人 工 智 能 实 验 室，

BCMI），EE 的通讯也有些好的实验室。实验室里面可

以出来一篇 paper，有科研经历。

范绪箕奖学金
     上海交通大学范绪箕奖学金是在范绪箕老校长百岁

寿辰之际，由我校 80 年代初获世界银行贷款出国留学

的校友集体倡议并捐赠设立的，以纪念范老校长对我国

航空	 事业的发展以及他对上海交大教育事业的重要贡

献，同时，不断挖掘和传承交大 100 多年形成的治学

理念和人文精神，激励交大年轻一代的学生精英奋发图

强、潜心研究、追求卓越。

				 	该奖学金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实行导师制，设立导师

评议委员会，聘请各个领域的精英担任获奖同学的导师，

与同学之间建立一对一的联系，为同学的学习和未来生

涯发展提供建议和帮助，定期开展交流报告会，将这种

联系持续到同学毕业，甚至更久。范老校长师从冯卡门

教授，是钱学森学长的师兄，在航空领域有着卓越的成

就。他曾担任交大第三十七任校长，为学校发展贡献巨

大。

美国部分高校托福和 GRE 要求

1.Princeton University

普林斯顿大学	

研究生院不设最低要求，但托福口语部分成绩低于

28 分、雅思口语部分成绩低于 8.0 分的学生要参加

English	placement	test，没通过这个考试的学生要去

读语言课程。

2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	

研究生：无统一托福最低成绩申请要求，在此只列出去

一些学院作参考。以其教育学院为例，要求托福最低申

请成绩是总成绩不低于 104 分，其中听说读写各单项

不得低于 26 分。要求雅思最低申请成绩是总分不得低

于 7.5 分，听说读写各单项不得低于 7.5 分（要求申请

人 GRE	General 成绩的语文部分低于 50%，数学部分

低于 30%，分析性写作低于 3.5 分，那么被录取的几

率很小。）比如文理学院研究生院只接受托福考试，不

接受其他。该学院要求申请人最低托福成绩为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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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Yale University

耶鲁大学	

同项目可能会有具体的要求。

4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	 研究生院：以文理学院研究生院为例，

托福最低录取分数 100 分，雅思最低录取分数为 7.0 分。

4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	 研究生院：只接受托福成绩，不接受

雅思成绩，所有申请人必须提供托福成绩，未给出统一

的托福最低申请要求。

语言要求描述：国际学生必须能够轻松阅读英语，理解

课堂和小组讨论常用的习语，快速清晰地以口语和写作

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想法。

4 University of Chicago

芝加哥大学	 研究生院：自然科学部和分子工程学

院认为托福总成绩低于 90 分、雅思总成绩低于 7 分的

申请人通常不会被录取，除非他们展示出自己的英语能

力。

其他系院要求申请人的托福总成绩不得低于 104 分，

其中听说读写各单项不得低于 26 分，雅思总成绩不得

低于 7 分。其中听说读写各单项不得低于 7 分。

7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麻省理工学院	

研究生院：未给出统一的语言成绩要求。

8 Duke University

杜克大学	

研究生院：托福最低录取分数为 90 分，雅思最低录取

分数为 7.0 分。

8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大学	

研究生院：未给出统一的语言成绩要求，各学院各项目

要求均不同。

10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加州理工学院	

研究生院：接受托福成绩也接受雅思成绩（此处和其本

科要求不同，本科不接受雅思成绩），不设最低托福和

雅思成绩要求。

11 Dartmouth College

达特茅斯学院	

研究生院：未给出统一的语言成绩要求，各学院各项目

要求均不同。

12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研究生院：未给出统一语言成绩要求。

以文理类和工程类项目为例，文理和工程类专业要求申

请人托福总成绩不得低于 100 分，雅思总成绩不得低

于 7 分。

13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研究生院：未给出统一语言成绩要求。

14 Cornell University

康奈尔大学	

研究生院：托福总成绩不得低于 77 分，其中写作部分

不低于 20 分，听力部分不低于 15 分，阅读部分不低

于 20 分，口语部分不低于 22 分。雅思总成绩不得低

于 7 分。

15 Brown University

布朗大学	

研究生院：推荐申请人托福申请总成绩不低于 90 分，

雅思总成绩不低于 7.0 分。

15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圣母大学	

研究生院要求申请人托福总成绩不得低于 80 分，其中

口语部分不得低于 23 分。雅思总成绩不得低于 7 分

17 Vanderbilt University

范德堡大学	

研究生院：未给出托福和雅思成绩要求。

18 Ric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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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大学	

研究生院要求申请人托福成绩不得低于 90 分，雅思总

成绩不得低于 7.0 分。

1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研究生院：托福成绩不得低于 90 分，雅思总成绩不得

低于 7.0 分。

20 Emory University

埃默里大学	

研究生院：未给出统一语言要求

20 Georgetown University

乔治城大学	

研究生院：以文理学院为例，接受托福和雅思成绩，但

未给出统一语言要求。

2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研究生院：托福总成绩不得低于 87 分，其中推荐写作

部分不低于 25 分，口语部分不低于 24 分，阅读部分

不低于 21 分，听力部分不低于 17 分。

雅思总成绩不得低于 7.0 分。

23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弗吉尼亚大学	

研究生院：未给出统一语言成绩要求，以文理学院的研

究生项目为例，要求申请人托福总成绩不得低于 90 分，

其中口语和写作部分不得低于 22 分，阅读和听力部分

不得低于 23 分。要求申请人雅思总成绩不得低于 7 分，

其中听说读写各单项不得低于 7 分。

24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卡内基梅隆大学	

暂无信息。

24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大学	

研究生院：博士项目申请要求是托福总成绩不得低于

100 分，其中听说读写各项不低于 20 分，雅思总成绩

不得低于 7.0 分，其中听说读写各单项不得低于 6 分。

硕士申请要求：托福总成绩不得低于 90 分，其中听说

读写各项不低于 20 分，雅思总成绩不得低于 6.5 分，

其中听说读写各单项不得低于 6 分。

26 Tufts University

塔夫斯大学	

研究生院：未给出统一的语言成绩要求。

26 Wake Forest University

维克森林大学	

文理学院研究生院：托福和雅思都接受。最低托福成绩

79 分，雅思总成绩不低于 6.5 分。

28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密西根大学 - 安娜堡分校	

研 究 生 院： 未 给 出 统 一 语 言 成 绩 要 求。School	of	

graduate	studies 要求申请人托福总成绩不低于 84 分，

雅思总成绩不得低于 6.5 分。

29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研究生院要求申请人托福总成绩不得低于 79 分，雅思

总成绩不得低于 7.0 分。

30 Boston College

波士顿学院	

研究生院未给出总体托福或雅思成绩要求。以下以其文

理学院研究生项目为例，要求申请人托福总成绩不得低

于 100 分，雅思总成绩不得低于 7 分。

31 New York University(NYU)

纽约大学	

研究生院：未给出统一语言成绩要求。其中文理学院研

究生院要求申请人托福总成绩不得低于 100 分（但是

该院表示低于 100 分的同学也可以申请，因为多种因

素会影响最终录取），不接受雅思成绩。

32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威廉玛丽学院	

研究生院：未给出统一语言成绩要求。以其教育学院为

例，要求申请人托福总成绩不得低于 100 分，接受雅

思成绩，但未给出雅思最低成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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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E 课程相对好找实习，好做科研，本杂志编辑过

程中也遇到了 ECE 资料的低质量困扰，故不作多

余介绍。ME 介绍里有穿插 ECE 内容。

ME 特别篇

郭云龙老师是 Associate	Professor。让我们看看这位老师是怎样

评说密院的 ME 后两年的吧。

Q:	我们对 ECE 的了解多一点，它分为 EE，CE 这样的，

那么 ME 有这样分吗？

我觉得，ECE 可以分成电气工程、计算机工程这些不同

的分类。而 ME 实际上在本科阶段并不像 ECE 这样有

不同的分类，在研究生阶段才有具体的研究领域的划分。

Q：那您现在的研究方向和经历能给我们介绍下吗？

我现在正在做关于高分子的研究。我的经历基本上是本

科汽车工程，可以说是一个交叉学科。我的学习经历给

我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在本科阶段我没有一个特别明确

的细分专业方向，二是交叉学科的学习经历给了我一个

不同的看待问题的思路。研究生阶段我做的是 ME 里的

高分子热力学，是属于材料力学的一种，现在逐渐地深

入，拓展到高分子物理方面。

Q：学生一般来说都比较喜欢和教授做科研，如果不去

实习。那么一个学生如果要跟你做一个科研项目，那么

你会要求他们本身做哪些准备工作？

首先得有兴趣并了解实验室工作的基本内容，这是最好

的基础。我觉得因为大部分同学可能没有实际做科研的

经历，那么先在实验室取得一些第一手的经验，搞清楚

科研工作大概是怎么样做的，这个也许就是做科研的基

础了。有了这样的基础和工作的经验以后，并且发现对

实验工作更加感兴趣，那么你就可以在科研的道路上接

着探索下去了。我不赞同科研一定需要完成某某课程的

学习才能去做。在研究中我们会用到不同的知识，参考

一些不同的领域，或者是将一些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上运

用的科研上去。

Q:	选择 ECE 还是 ME 的标准是兴趣重要还是考虑后面

的就业前景比较重要？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选择 ECE 还是 ME 的标准

每个人的看法各有不同。如果你是一个对将来的事业有

非常明确规划的同学，那么对你来说就业前景比较重要。

如果你在本科上阶段没有在职业上特别具体的要求，还

是想先学一些知识，那么个人的兴趣就会比较重要。从

我个人的角度，我认为兴趣比较重要，因为本科其实还

早，在很多地方还不明确、不了解。自己的兴趣在什么

领域？希望你们能够不停地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然后

花一定的时间了解自己、了解所擅长和喜欢的东西，将

来把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东西作为自己的职业，我觉得这

是人生中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希望你们都能做到。

Q：	ME 方向在校内的科研经历和在校外的实习上哪个

更重要呢？

这个问题得具体分析，对不同兴趣点的人不同。比如说

你参加了一些大公司的实习，像 INTEL、GE，你就能

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在一个以市场为引导的产品开发和科

研中如何组织团队来推进这样的工作的，这种模式和学

校里的基础研究肯定是不一样的。你没法一概而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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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比哪个好。每个人的兴趣点不一样，要看你将来是

想做什么。如果你想做科研的话，那校内或国家实验室

的研究经历就更为重要；而如果将来想到工业界工作的

话，那在企业的实习经历更为重要。因为校外的实习经

历更强调团队上的沟通和对市场的把握，这与校内科研

的学术性质有所差别。但是这其中问题就在大家可能没

有那么一个明确的兴趣点。比如大家可能有“我觉得科

研很有意思，但是我其实还想做工程师”这样的想法，

反之亦然。或者还有些学习特别好的人学生有“我很牛

啊，什么都能干，我到底要干什么”这样的迷茫。每个

人对于兴趣点的认知是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的。我没法

推荐谁适合做科研或者谁适合做实习。你可能能在科研

和实习两方面都取得一定的实际的经历，并在经历当中

从新认识自己，并思考自己的兴趣和前途。这个问题的

回答和前面一个的回答比较类似。每个人要寻找自己的

路，找到自己擅长和比较喜欢的东西，来进行自己的职

业规划，我觉得这一点在本科生阶段跟你学习知识同样

地重要。

Q:	对于密院的大一新生你有什么建议

大学的学习和高中的学习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在高中的

学生们都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要考上一所好大学。

而到了大学，目标变得不明确，学习也不仅仅局限在自

己所选的专业上。就我来讲，我在大学时学习的是汽车

工程。汽车工程这个专业属于 ME 的范围。但是汽车作

为一个复杂产品，汽车的制造需要多方面的知识，需要

学生在各个领域都有所涉及。所以在本科阶段的学习，

我能了解的各种交叉学科的知识，掌握诸如机械设计与

制造、电子控制、材料科学等多方面多学科背景，而不

是仅仅局限于 ME。而在研究生阶段，学习就不像本科

那样宽泛，比如具体到我现在所从事的高分子材料领域。

我建议本科阶段刚进入大学的同学，不要局限在某一领

域，而是应该多涉及一些通识性的课程。选修或者旁听

一些自己有兴趣的课程，扩展自己的知识面。这不仅对

自己将来的研究或工作有好处，更能更快地发现自己所

擅长、所热爱的领域。在大学学习渐渐深入，对自己的

兴趣所在有所了解之后，再做一些科研和进一步的学习。

另外，我期望交大的学生作为未来精英始终要保持一颗

进取心，在发展自己的学业、事业的同时始终能够保持

一份社会责任感和内心的宏大格局，争取能够“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李冕老师是笔者工程导论课的老师，个人感觉他是一位很赞的老师，

工导课很难教，很多老师会把工导课教偏，但是笔者丝毫没有这总

感觉。让我们看看这位老师是怎样评说密院的 ME 后两年的吧。

Q：选择 ECE 还是 ME 的标准是兴趣重要还是考虑后面

的就业前景比较重要？

A：当然，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但是就我自己而言

的话，我觉得是个人的兴趣比较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我的认知里面，大学本科教育就是基础素质教育，在

我认识的很多人里面，他们今后读硕士，读博士，走向

工作岗位所接触的行业和本科的研究方向其实关系不是

那么大。中国传统的认为，是本科专业是什么，将来就

业就是什么工作，其实在中国的一些发达地区，真的可

能有百分之 50 以上的人，从事的职业和自己的本科专

业是没什么关系的。另一个方面，从学术的角度，多学

科的融合是今后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我个人发现，其

实今后你从事的职业的团队里面，是有很多很多不同专

业方向的人融合在一起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

说 Google 的无人自能驾驶汽车好了，我们昨天在讨论

SAE，就是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年会上，这种 topic 到

底是算汽车啊，还是算人工智能，你们说他算什么？他

显然是和汽车驾驶有关，又显然是和自动化控制有关，

他跟电机控制有关，和人工智能有关，所以这样的一个

项目里面，你认为它是只算机械工程还是只算 ECE 类

的工程项目呢？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多。我的个人建议就

是说，大家不要狭义的认为，读 ME 的人就只能去车间

啊工厂这些地方，其实不是这样的。但从就业上面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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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 ECE 的专业就业率会高一点，ECE 照顾的面大一

点吧。但是我个人认为，不一定要根据将来的就业去选

择现在的研究方向。我自己的本科是自动化控制理论，

博士才去了机械工程系。

Q：我们对 ECE 的了解多一点，它分为 EE，CE 这样的，

那么 ME 有这样分吗？

A：ECE 这些放在一块，是因为 electric 和 computer

学科的交际比较多，芯片啊，计算机体系结构啊。CE

其实和你们所理解的不大一样，它不包括 CS 的算法，

CE 研究的更多是算法结构啊，集成芯片啊这样的东西，

它和 EE 的研究可能更相近，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ME

不是这样分的，ME 主要是分几个大的专业方向，比如

说设计与制造，力学，又分了固体力学流体力学，然后

再分转热，还有机械的设计这部分，最近又多出来一个

机电一体化，基本就是机械电子啊，控制啊这样的。

ME 基本分为四到五类吧。

Q：那热力学和能源这一方面呢？

A：能源其实是一个新兴的方向，看你从哪个角度来

说。比如有燃烧，电力，会在不同的院系里面。像专

门研究 power 的人应该会在电机系，在我们这还没

有专门 power 这方面的院系，国外石油专门 power	

engineering 这一块的院系的。如果研究电池本身的

一些材料方面的话，就参加材料。所以，你说新能源

这一块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把它和学科联系在一起，

在 一 个 engineering	school 里 面 我 可 以 举 出 5-6 个

department，所以它不是一个特别独立的概念。我认

为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些话题，一些所谓的热点，他所涉

及的领域不是扩大，而是和越来越多的行业相关，和它

相关的行业会越来越多。比如研究电池，有些老师回去

研究这个电力怎么输出，有些老师去研究里面的材料，

或者应该怎么做，有些老师会研究电池包的这个水冷

器，降温怎么降，典型的热力学。就算是一个新能源这

样的小块里面的一个小的元件，也会掺杂很多很多不同

的人对它的不同的研究方向，而不是说这东西只有 ECE

能做的。现在这是一个谬论，就是好像一件事情只有

ECE 或者只有 ME 或者只有材料的人才能做，其实根本

就不是这样的。电池这个的例子，至少就有四个不同的

department 和他有关。

Q：那您现在的研究方向能给我们介绍下吗？

A：我有三个研究方向，第一个是在机械工程领域里面

的设计自动化，主要运用一些优化理论，数据分析，建

模方法来构造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大的比如说车，

小的比如电池。这个研究方向在国外就叫做 design	

automation. 另一个就是控制，我做了一个优化控制。

第三个方向是做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主要是利用数据

分析的一些手段来对数据进行一些分析，来对一个项目

进行决策的建议，这些会用到一些优化理论和数据分析

的计算方法。

Q：学生一般来说都比较喜欢和教授做科研，如果不去

实习。那么一个学生如果要跟你做一个科研项目，那么

你会要求他们本身做哪些准备工作？

A：本科生的话，基本和教授做科研的话，基本的专业

背景是有的。我个人的认为，如果有本科生和我做科研，

我需要的并不是他的专业知识，而是他的态度，他的专

业知识再好也不会比研究生更好。我对于本科生做科研

的态度就是，你认真就好。比如你是一个我们学院 ME

三年级的学生，我真的同意你来做，那么我觉得你肯定

有一些基本的能力，比如说数值计算，受力分析，基本

的软件，做仿真的能力等等，剩下的就是你认真就好。

我自己带过 ipp 也带过 prp，我个人感觉就是，本科生

做科研时间也不长，做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动机。如果你

只是要你将来的 resume 好看，你想要在我们这搞搞科

研，我可以理解，从你的角度看，你获得了这个更好看

的 resume，但是从教授的角度看，老师获得了什么？

任何一个游戏都要 win-win	game 才能进行下去，如

果你问我我需要什么人，我需要认真的人，仅此而已。

我既然知道你是本科生来做科研，我肯定会那不难的课

题来做，至少我认为在我和研究生的指导下你肯定做得

出来，不然我不会拿这件事拿出来给大家做。我觉得就

是一个态度问题。如果我有一个 program 我有特别的

背景要求，那我的 skill	set 我会写的很明确，比如我需

要有学生会 matlab 等等。我也可以给你时间让你去自

学这个东西，但是认真才好。

Q：有学长说，ME 方向在校内的科研经历比在校外的

实习要重要，你怎么看这个呢？

A：说实话，我觉得看你将来想要干什么。在国内要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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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当初你决定不 2+2 的决定，是在决定 2+2 的之前

还是之后？

A：是之前。差不多大二上的决定。大二上 12 月份申请。

Q：那你决定 ME 是不是因为密院的 ME 比 ECE 强？

A：不是。选 ME 的原因是我对 ME 更擅长，也是未来

从事的东西和 ME 相关。

Q：那 ME 未来可以从事哪些方向呢？

A：范围挺广的。设计与制造。热力学方向，能源啊

燃烧啊。控制与自动化方向。材料的专业也可以归为

ME。

Q：ECE 和 ME 是交叉的，那么学院里教的 ECE 知识，

ME 上够用了吗？

A：其实大二的 ECE 没有学很多东西。除了机导还有工

导期间的一些编程。。。主要还是靠自学。

Q：ME 留在国内会实习吗？

A：ME 和 ECE 不一样，ECE 更需要实习经验。ME 没

有那么好找实习，也不呢么需要。ME 找实习，需要很

深的专业知识。

Q：如果专业知识不够还是想找实习呢？

A：其实有些设计方面的工作可以做。也可以找和专业

知识不相关的工作。ME 本科不需要太多的实习，我建

议的是跟 JI 的老师做一些项目。直接发邮件就行。我

在跟 JI 的一个跟材料方面的老师做项目。这样的项目

我们从大一到博士都有，这样的环境会比实习更加好一

点。

Q：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A：这个研究其实是，我顶了一个空缺的位置，算是接手。

教授也是要找不 2+2 的人。我们主要从事的是热力学

研究，焓变啊老化啊什么的。真正的科研和上课是很不

一样的，我们每个星期开会，汇报下情况啊等等。我刚

开始也是什么都不懂，学长给了我一堆文献，我自己查

资料自学会的，这个过程的帮助还是挺大的。博士的话，

要求本科是一定要有科研经验的。JI 的 ME 方向老师稍

微多一点。ME 的导师相对于 ECE 来说涵盖的方面更全

一点，很容易找到跟自己方向相关的。

Q：所以说？ ME 强就是强在这里吗？

A：对的，老师的水平也相对高。

Q：在 2+2 之前选择 ME，是什么原因呢？

A：就是兴趣。兴趣是最重要的方面。

Q：我知道有很多同学，对编程没有兴趣，但是他们所

知道的是 ECE 的就业方向更广，所以选择了 ECE，那

怎么说呢？

A：的确在现在这个大趋势下，ECE 的就业面会很广。

程序员的工资也都挺高的。但是兴趣是最重要的，ME

的就业不是很好，但是上海交大密院总能保证你找到一

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而且 ME 的能源材料之类的方向，

还是很广阔的。如果编程你学不下去，那你是很痛苦的。

Q：那我们怎么选课呢？

A：密院有自己的 track，在官网上有，学生手册，

student	handbook 也有，就是选课怎么选啊等等。

看完老师的说法，让我们来看看 ME 专业排名第三的陈

沈悦学长是怎么说的吧

无非就是你将来想去这个公司工作，或者是你想要进入

这个领域去工作，你才回去找实习。本科生找科研的目

的是什么，这个我一直很模糊，我的态度还是，认真就

好，最好不要有功利的心理。如果是做科研来增长你的

能力，那么做实习和做科研都可以，都一样，没什么太

大的区别。做科研可能对读研究生更好，做实习可能对

工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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