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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检测与评估服务中心中期检查顺利完成

6月 17日，上海高校知识服务平台建设情况中期检查汇报会在我校松江校

区图文信息中心第三报告厅举行，此次接受检查的单位为我校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检测与评估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轨道中心”）。此次检查活动由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统一组织和协调，市教委科技处处长王兴放带队，检查专家组由上海市人大教

科文卫主任薛明扬、上海高校张江协同创新研究院管委会主任李宣海和上海市工

业经济联合会副主任余国生等 9位来自科研、财务、人事、教育等领域的专家和

市教委其他领导组成。出席此次会议的校内领导有校长、轨道中心理事长丁晓东，

副校长、轨道中心副理事长程维明，副校长、轨道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史健勇，校

科研处处长、轨道中心秘书长陈思浩，城市轨道交通学院院长、轨道中心副秘书

长柴晓冬，城市轨道交通学院副院长、轨道中心副主任何越磊，西南交通大学常

州轨道交通研究院副院长、轨道中心特聘首席研究员林建辉，学校人事处、科研

处、财务处、校长办公室、研究生处等校内各相关职能处、室的主要领导，以及

轨道中心其他工作人员和城市轨道交通学院的全体中层领导和部分教职员工。

汇报会议开始之前，专家组全体成员在学校和轨道中心全体领导的陪同下，

实地检查和参观了位于我校工程实训中心 5号楼4楼的轨道中心办公、科研场地，

并对轨道中心的档案管理、场地建设、装备研发等方面的成果进行了现场体验和

指导。

下午 15：00，汇报会在第三报告厅正式开始，会议由专家组组长薛明扬主

持。

会议伊始，应薛明扬主任邀请，校长、轨道中心理事长丁晓东代表学校和轨

道中心作了简明扼要的开场发言。丁校长在发言中着重阐述了我校“三协同模式”

的办学特色，即“与行业协调育人、与行业协同办学、与行业协同搞创新”。同时

强调，我校轨道中心的建立和发展与“三协同模式”这一办学特色一脉相承，具有

很好的示范作用。因此，学校从政策、资金、人力等诸多方面均给予了大力支持，

且这种支持必将随着轨道中心未来成长和壮大的需求而持续跟进。工程技术大学

将集全校之力在轨道中心这块试验良田中大胆尝试，改革创新，努力打造行业标

杆。

中心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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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副校长、轨道中心主任程维明代表轨道中心向与会专家作了中期检查

汇报，内容包括中心自 2012年成立至今在场地建设、机制建设、标准制定、评

估服务、轨道交通专用检测设备研发、检测技术服务和中心未来发展路线的思考

等，并展示了中心已经取得的所有成果。

会议还分别邀请了西南交通大学常州轨道交通研究院副院长、轨道中心特聘

首席研究员林建辉作为中心外聘专家代表，上海市交通委员会轨道交通处处长范

志康作为轨道交通行业主管部门代表，我校 2014届车辆工程硕士研究生袁天辰

同学作为在轨道中心接受培养的研究生代表。三位代表分别从不同高度和视角介

绍了在轨道中心从事轨道交通运营保障研究、科学技术研究和专业学习的亲身体

会，并同时表达了对轨道中心的支持和感谢。

与会各位专家对几位代表的汇报表示充分的肯定，对轨道中心已经做出的各

项成果表示了由衷的祝贺。同时，作为本次中期检查的重点，专家们对轨道中心

在体制机制建设、人事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科研项目管理制度、中心未来可持

续发展战略等宏观层面提出了诸多疑问和关切。对于专家组提出的疑问和关切，

中心理事长丁晓东、副秘书长柴晓冬、人事处处长缪行外、财务处副处长张志刚

等均一一进行了详细阐述和释疑。

最后，由专家组组长薛明扬进行总结发言。薛主任建议轨道中心务必“找准

定位，突出特色，沉下心来，且行且思”。在与行业其它高校、机构的竞争中，

轨道中心不应做“全能冠军”，建议专练“铁人三项”，要紧紧围绕“知识服务”走差

异化道路，灵活应用“错位竞争”战略。此外，薛主任还建议轨道中心未来务必更

好地整合和利用好学校、行业以及相关合作单位的知识、人力、政策和行政资源，

努力将轨道中心打造成“立足上海，辐射长三角，扩向全国，联系世界”的高校知

识服务平台典范。

本次中期检查顺利完成。



3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检测与评估

服务中心中期检查结果

根据《上海高校知识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沪教委

科〔2011〕61号）文件精神，我委组织专家对第一、二批上海

高校知识服务平台进行了中期检查。综合专家组意见，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检测与评估服务中心的中期检查结

果为“通过”，为进一步对接国家 2011建设计划，市教委将为该

平台挂牌“上海市协同创新中心”。

学校可根据教育部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要求，结合本校的申

报部署，对建设任务、领域和平台名称可作适当调整，并将调整

后的 2014年至 2016年的建设目标和建设任务重新上报。如需重

新命名请于 8月 30日前学校正式发文上报市教委。

该平台 2014年度拨款额度为 500万元。实际拨款经费以上

海市财政专项资金评审中心的评审金额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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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文 件

沪教委科〔2014〕43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第一批及第二批
“上海高校知识服务平台”中期检查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高等学校：

根据《上海高校知识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沪教委

科〔2011〕61号）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对上海高校知识

服务平台（第一批和第二批）进行中期检查的通知》（沪教委科

〔2014〕28号）文件要求，我委于 2014年 6月组织专家对第一、

二批上海高校知识服务平台进行了中期检查，现将检查结果印发

给你们（见附件）。通过中期验收的知识服务平台将正式挂牌为

上海市协同创新中心进行建设。

希望各依托高校切实加强对新型科研组织的改革和实践，探

索建立“开放、集聚、适变、持续”的“协同创新”新机制，并按照

国家 2011计划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推动知识服务平台的实体化

建设和实质性运行，以保证知识服务平台建设的顺利实施。

请各校于 8月 30日前提交学校盖章的知识服务平台三年

（2014-2016）建设目标、建设任务和 2014年度的预算方案（一

式五份），同时通过电子邮件提交电子版。上海市财政专项资金

评审中心将对学校上报的 2014年度预算进行评审，实际拨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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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以评审后核准的额度为准。

材料报送至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技发展中心。地址：宝山路

251号甲 509室，联系人：张怡，电话：36393836，电子邮箱：

gxzsfwpt@163.com 。

联系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技处 陈悦，23116822

附件：上海高校知识服务平台中期检查结果（分校下达）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14年 8月 13日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4年 8月 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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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上海自仪泰雷兹交通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签署产学研战略合

作协议

9月 16日上午，我校与上海自仪泰雷兹交通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产学研合
作会在行政楼会议室 208召开，就双方产学研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合作协
议。

上海自仪泰雷兹交通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副首席执行官陆雪忠简要介绍了

公司的发展情况。他表示，此次来到学校，希望得到学校在人才培养、产品研发、

成果转让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同时期待与学校在未来有更全面、更密切的战略合

作，探索校企联合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新模式，构建适应行业发展需求的

人才输送渠道。

轨道中心副秘书长、城市轨道交通学院院长柴晓冬对上海自仪泰雷兹交通自

动化系统有限公司一行来校洽谈产学研合作表示热烈欢迎。柴晓冬简要介绍了学

校的基本情况，重点介绍了我轨道中心及城市轨道交通学院的产学研合作情况。

本次签订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将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为专业性人才提供实训基

地，推动轨道中心、学院和企业互利共赢，为行业产业以及地方经济服务做出贡

献。

柴晓冬与陆雪忠分别代表学校和上海自仪泰雷兹交通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签署了合作协议。城市轨道交通学院党总支书记刘牧众与自仪泰雷兹首席技术官

Vlad Mitroi为校外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揭牌。
随后，双方参会人员分别就人才培养、教育培训、技术转移、科研项目合作

等方面的合作进行了交流沟通，并参观我校实验室。

参加会议的还有上海自仪泰雷兹交通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人事总监罗泓、高

级市场发展经历王晔菁，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检测与评估服务中心副主任何越磊、

郑树彬，中心首席研究员刘志钢教授、方宇教授及学院各系系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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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约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

9月 23日上午，我校与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产学研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在行政楼 208会议室召开。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人力资源及行政

服务部总经理王承刚、支付及服务部区域经理丁支良、服务销售经理闫艳忠以及

我校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检测与评估服务中心副秘书长柴晓冬、副主任何越磊、郑

树彬，中心首席研究员刘志钢教授、方宇教授及城市轨道交通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万慧琳等参加了签约仪式。签约仪式由城市轨道交通学院党总支书记刘牧众主

持。

签约仪式之前，双方参会人员分别就人才培养、教育培训、产品研发、科研

项目合作、产学合作教育、大学生就业等方面进行了交流。签约仪式后北京鼎汉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人力资源及行政服务部总经理王承刚一行参观了我校轨

道交通实验室。当天下午，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王承刚一行在教学楼 A315

面向我院 2015届毕业生进行了招聘宣讲。

北京鼎汉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是一家从事各类轨道交通电气及其

自动化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和维护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

轨道交通信号智能电源系统、轨道交通电力操作电源系统、轨道交通屏蔽门电源

系统和轨道交通通信电源系统、屏蔽门/安全门系统、动态检测设备、车载辅助

电源系统等相关产品。本次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对促进我院外省市就业

市场的开拓，提升我院在全国的影响力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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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华勇教授来访

6月 19日上午，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华勇教授应邀来我轨道中心进行交流访
问。校党委书记滕建勇，党办主任王陈，科研处处长、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检测与

评估服务中心秘书长（以下简称“轨道中心”）陈思浩，轨道中心副秘书长、城市
轨道交通学院院长柴晓冬、党总支书记刘牧众等学院相关领导出席交流会。

会上，滕建勇书记对杨华勇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向杨华勇教授介绍了学校

的概况、发展历程及取得成果，同时感谢杨华勇教授对轨道中心工作的大力支持，

并代表学校向杨华勇教授颁发了轨道中心首席顾问的聘书。

杨华勇教授对学校的发展表示肯定，并感谢学校及轨道中心对其的信任，今

后他将尽其所能大力支持轨道中心的工作。会后，杨华勇教授在轨道中心领导班

子的陪同下，考察了轨道中心办公、科研场地，对轨道中心运营模式及前期取得

的成绩表示肯定，对轨道中心的发展充满期待。

下午，杨华勇教授在行政楼 506为学校师生做“全断面大型隧道掘进装备的
发展与展望”的讲座。
杨华勇院士首先对“隧道掘进装备——盾构”的主要用途、结构和原理进行了

介绍。通过视频短片，详细讲解了盾构的工作过程，分析了盾构机的主要技术难

点。盾构机作为一种隧道挖掘的大型装备，在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中有着大量应

用，涉及到地质、土木、力学、材料和控制等多学科综合，其技术长期被国外垄

断。杨华勇院士从 1998年起，开始研究盾构机的单元技术，在多项 863项目的
支撑下，2002年起发展了盾构的成套技术。在 973等项目支撑下，2007年起在
盾构机技术上有了创新和发展，针对盾构机的“失稳、失效和失准”三大难题，进
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发表论文 80余篇，授权专利 70余项，大大提高了盾构机
的稳定性和顺应性，突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最后，杨院士对“硬岩掘进机”进行
了发展研究展望。

杨华勇院士深入浅出的讲解和平易近人的风格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

场掌声雷动。本次讲座开阔了大家的视野，激发了大家的学习兴趣，取得了圆满

成功。



9

华东师范大学查宏远教授来校交流

5月 26日，华东师范大学查宏远教授在校党委副书记裴小倩和党委办公室
万慧琳的陪同下到轨道中心参观和交流，轨道中心执行主任柴晓冬教授、副主任

何越磊副教授和研究员刘志钢教授等进行了热情接待。

期间，查宏远教授对轨道中心现有的轨道车辆安全监测中心、运营安全检测

重大技术研发基地、网络化运营管理技术研究基地和重点学科实验室、城市轨道

交通技术展示馆等科研设施和重大成果进行了详细、认真的了解，并不时就一些

关键技术问题与各位教授进行交流和探讨。

随后，双方针对上海轨道交通日常运行过程中所涉及的与“大数据”和通信网
络安全相关的潜在研究需求进行了座谈。柴晓冬教授、刘志钢教授和何越磊副教

授分别就上海地铁无线通信网络安全研究、客流分析和预测研究、地铁视频监控

系统数据分析和研究、轨道交通桥梁安全监测等领域存在的现实突出问题及当前

主要需求进行了分析和讲解，同时强调了上述涉及重大公共安全的海量数据之敏

感性。作为大数据挖掘领域的专家，查宏远教授对三位教授的观点深表认同，同

时对轨道中心能够坚持紧贴轨道交通现场实际问题和需求开展科学研究的务实

精神和严谨作风大为赞赏。此外，査教授就地铁客流预测提出了“将移动手机信
号作为客流流向监测手段”的观点，并就一些具体实施方法开展了深入讨论，达
成了广泛共识。

双方约定，后续将继续就轨道交通行业潜在的重大科学和实际问题进行接触

和交流，努力形成切实的合作，共同为轨道中心的建设和轨道交通行业的发展完

善贡献力量。

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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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一行到中心进行合作交流

9月 10日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质检院”）有关领导

专家一行到中心进行合作交流，受到“轨道中心”主任程维明教授、执行主任柴晓

冬教授、常务副主任何越磊副教授、轨道交通学院副院长方宇教授等有关领导接

待与交流。此次交流会议围绕共建轨道交通行业装备检测及认证实验室展开了讨

论。

期间张总介绍了“质检院”的组织机构，并提出共建轨道交通行业装备检测及

认证实验室的合作意向。张总指出，“质检院”围绕轨道交通行业供电及信号相关

装备检测及认证规范方面的研究已进行了数年，目前正寻找相关院校或研究单位

进行合作。

随后，“轨道中心”主任程维明教授介绍了“轨道中心”的整体情况，常务副主

任何越磊副教授汇报了“轨道中心”近几年所做的工作及成果。在何越磊副教授介

绍的基础上，柴晓冬教授等就“轨道中心”的优势及双方可能合作的方面与“质检

院”等进行了讨论，双方就合作共建实验室达成了初步共识，并计划后续就具体

合作方向进行进一步交流，努力达成实质性合作，共同为“轨道中心”的建设和轨

道交通行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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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有轨电车投资有限公司徐军总经理一行到中心进行合作交流

9月 11日松江有轨电车投资有限公司徐军总经理一行到“轨道中心”进行合

作交流，受到“轨道中心”执行主任柴晓冬教授、常务副主任何越磊副教授、轨道

交通学院副院长方宇教授等有关领导接待与交流。此次交流会议围绕松江有轨电

车建设和后续运营时期人才培养等合作议题展开了讨论。

期间徐总对有轨电车整体建设情况及部分管理模式进行了简短的介绍，并提

出有轨电车驾驶员、运营管理、通讯信号等方面人才培养的需求。随后，柴晓冬

教授针对轨道交通学院的人才培养梯度和“轨道中心”的情况进行了介绍，何越磊

副教授汇报了“轨道中心”近几年所做的工作及成果，徐总对“轨道中心”检测设备

研发方面的成果表示了高度肯定和并提出需求。

最后柴晓冬教授就双方可能合作的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主要围绕人才培养

模式和有轨电车线路建设、后期运营技术等方面开展合作。徐总非常认可柴晓冬

教授的几点建议，并提出进一步合作交流的意愿，并将合作意向具体化，为松江

有轨电车的建设和相关人才培养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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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工务检测维护大型装备漫谈讲座

日前，城市轨道交通学院交通工程系在行政楼 B301会议室举办了以“加强

校企合作机制，提高专业知识认知”为主题的讲座，邀请了上海地铁工务分公司

装备管理部经理，高级工程师吴强主讲，本次讲座由系主任石嵘老师主持，出席

讲座的还有交通工程系全体任课老师和全体学生。

吴强工程师首先围绕“轨道交通工务检测维护大型装备漫谈”这一主题指出

了目前上海轨道交通工务部门在检测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未来有待研究的方

向，然后，结合自己多年的铁路工作经历详细阐述了上海地铁主要使用的大型检

修装备：轨道检查车、钢轨探伤车、钢轨铣磨车、隧道清洗车、钢轨焊接车、桥

梁检测车等，给大家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最后，吴强工程师向同学们讲述了

交通工程专业在工务领域的工作内容以及发展，并鼓励同学们平时多阅读，多积

累，谱写不同的人生篇章。吴强工程师风趣幽默的演讲让同学们沉醉其中，不时

报以热烈的掌声，受益匪浅。

通过此次讲座同学们学习了轨道检测方面的知识，激发了大家对于轨道交通

的热爱，同时进一步完善了校企合作培养机制。交通工程系以培养综合型实践人

才为目的，在同企业合作交流活动中安排了涉及轨道交通方面的会议、讲座和沙

龙，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迷茫的新生逐渐找到航标，让高年级同学坚定自己职

业发展的方向。

新时代的高速铁路发展与关键技术讲座

6月 23日下午，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博士生导师，北京交通大学海

滨学院副院长徐维祥教授来我轨道中心进行交流访问。下午 2点，徐维祥教授在

图书馆第三报告厅为学校师生做“高速铁路发展与关键技术”的讲座。

徐维祥教授首先对高速铁路的主要基本发展史，国内外基本情况做了简单介

绍。通过徐老师详尽的数据分析和幽默风趣的解读，使师生们对高速跌路的发展

历程有了清晰的认知。随后徐老师对高速铁路的 10大关键支撑技术作了详细的

介绍：其中主要对（1）高性能转向架技术、（2）复合制动技术、（3）高铁列车

学术报告和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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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线化设计技术作了剖析。最后，徐教授对高速铁路的中枢神经-信息化管理系

统作了介绍，让师生们切身感受到管理信息系统在高速铁路上的重要性，同时也

引导大家在轨道交通方面探索信息化的方向。

讲座结束后，徐老师与有意向报考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和博士的同学热心交

流，回答学生的提问，并寄语学生奋力拼搏，学业有成！

徐维祥教授深入浅出幽默的讲解和平易近人的风格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会场掌声雷动。本次讲座开阔了大家交通方面的视野，激发了大家的学习和

探索的兴趣，取得了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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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中心杨俭教授论文入选中国精品期刊顶尖学术论文(F5000)

日前，2014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公布了“领跑者 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论文”，我校城市轨道

交通学院杨俭教授在铁道领域权威中文期刊《铁道学报》发表的 1篇论文成功入

选。

中信所通过定量分析方法，从《铁道学报》2008-2012年发表的数千篇研究

论文中择优选取了 9篇学术论文，作为 F5000提名论文。杨俭教授发表于《铁道

学报》2011年 2月第 33卷第 2期的论文“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能量回收技术

现状及研究进展”被遴选其中。该论文对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能量回收的可行

性与潜力进行分析，指出现有各种制动能量回收技术存在的问题，拟采取的解决

方案和国内外对此问题研究的热点方向，并对该领域的发展趋势进行讨论。该论

文的入选将进一步向国际国内同行展示和推广我校在城市轨道车辆制动节能方

面研究的学术成果。

该论文于 2012年 6月被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选中，作为中国国内有关轨道交通领域相关技术的顶尖 5篇

学术论文之一。该论文被译成日文形式在线发布于“科学技术月报”栏目，促进中

日科学家的学术交流，提升了该研究在国际科技界的影响力。

（http://www.spc.jst.go.jp/hottopics/1207_railway/r1207_yang.html）

【F5000项目背景】

该项目是为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提升国内科技论文和科技期刊的影响力，由

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开展的“精品期刊顶尖论文平台——领跑者 5000”项

目（项目简称为“F5000”），即从全国约 300本中国精品期刊近 5年发表的论文

中遴选出约 5000篇顶尖论文。

“领跑者 5000”将与国际和国内重要检索系统链接，扩大论文影响，起到促

进广泛传播、充分利用的作用。将与汤姆森路透公司开展合作，利用WOK国际

光荣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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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系统平台，与 SCI数据库在同一平台内实现文献链接和国际引文检索，在更

大范围内向世界科技同行展示和推广我国最重要的科研成果。


	中心要闻
	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检测与评估服务中心中期检查顺利完成
	我校与上海自仪泰雷兹交通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签署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
	我校与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约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

	交流合作
	华东师范大学查宏远教授来校交流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一行到中心进行合作交流
	松江有轨电车投资有限公司徐军总经理一行到中心进行合作交流

	学术报告和讲座
	轨道交通工务检测维护大型装备漫谈讲座
	新时代的高速铁路发展与关键技术讲座

	光荣榜
	轨道中心杨俭教授论文入选中国精品期刊顶尖学术论文(F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