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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实现学生多样化的学习体验，今年暑期继续面

向本科生开设暑期国际课程及专业大师课程。本次开设 17门课程。

课程开设目标如下：

1. 拓展视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通过暑期国际课程及专业大师课程，我校学生不用跨出校门，可以有机会聆

听国内外知名教师（工程师）授课，拓宽学术视野，提高独立思考能力、科研能

力，并培养专业兴趣。

2. 推动教学方式变革，丰富人才培养模式

来自国内外的知名教师（工程师）能够将先进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带到暑

期课堂，扩展教学环节，使教学模式多样化，以此将大幅提升学生课堂参与度，

对学生创造性思维和独立研究能力的培养发挥重要作用。

3. 鼓励教师旁听课程，加快师资培养步伐

暑期课程期间，我校教师将得以方便地旁听国内外的知名教师（工程师）所

开的课程，能够为教师提供一个全新的学习交流平台，对于提升教师素质，推动

教师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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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计量金融

课程名称：概率论与计量金融

开课学院：理学院

开课教师：John Appleby 职称：教授

课程代码：012611 学分：1

选修人数：40

教师简介：

Professor John Appleby received his doctoral degree in Applied Mathematical

Sciences from Dublin City University, Ireland in 1999. He has been a lecturer and researcher

for 18 years in the 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Dublin City University, Ireland. He can

offer many courses in probability and differential equations (both at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levels).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100 papers in stochastic and deterministic

dynamical systems, and has given around 100 talks at conferences and university colloquia

worldwide. He has supervised successfully 10 PhD students, been awarded around €1m in

external funding support for his research. He is an associate editor of the Electronic Journal of

the Qualitative Theory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d has acted as a reviewer for many of the

important journals in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d stochastic analysis (See attached Resume).

课程简介：

该短期课程的目标是向同学们展示：金融市场中的衍生证券可以采用一种

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认同的方式来定价，尽管大家在对初级证券价格变化的认识

上存在着分歧。这很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衍生证券市场的繁荣现象。我们会

从概率论的基本概念开始，逐步展示概率理论在离散时间金融市场建模和期权

定价中的重要作用。

The goal of this short course is to show students how derivative securities can be priced

in a manner that can be agreed by all market participants, despite disagreement on the natur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prices of primary securities. This result explains the vast scale of the

real world derivative market. This goal is achieved by careful introduction of the necessary

concepts from probability theory, and showing how these precise probabilistic notions are

essential in the modelling of markets and option pricing in discret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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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工艺与技术

课程名称：集成电路工艺与技术

开课学院：理学院

开课教师：蒲以康、姜克 职称：教授

课程代码：010003 学分：1

选修人数：50人

教师简介：

蒲以康：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等离子体

不稳定性的理论和实验，等离子体诊断，等离子体与器壁相互作用和等离子体在

环保上的应用。于 1988年 9月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后，一

直从事低温等离子体和材料相互作用方面的工作。1988 年-1994 年在美国 Spire

公司从事低温等离子体在工业上的应用工作，曾主持了美国能源部、空军及

NASA的多项研究课题，参与了美国陆军、国防部和国家基金会的多个项目的研

究。

姜克：Osl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客座教授，毕业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

所，在基础物理研究方面，主要从事空间站微重力复杂等离子体的实验和模拟研

究工作，发表论文 17 篇，其中 1 篇论文入选欧洲物理快报评选的 Best of 2011

collection和 Science's News of the Week，是世界上第一篇从地外（国际空间站）

投稿的论文，1 篇文章入选 DPG 和 IOP 新物理学杂志评选为“2012 年亮点”。

在半导体技术与工业应用方面，担任华为德国魏尔海姆工业自动化实验室副

总裁，领导实验室在德国构建基于工业 4.0 标准的半导体后端制造项目，预算 7

亿人民币，负责从业务规划，到半导体封装工艺研发，再到量产能力的建设。曾

担任英飞凌科技有限公司汽车电子部门高级经理和高级专家，作为 130 多项产

品的总负责人，产品的总年收入达到 2 亿欧元，领导全球生产团队约 50 名员

工，与英飞凌全球生产基地（中国，德国，奥地利，新加坡等）以及供应商合作，

优化测试和工艺改进，主持与参与 40+芯片的流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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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课程主要涉及集成电路工艺和集成电路设计两个模块内容。

1.集成电路工艺模块内容简介

这部分课程内容包括：电路和电路器件，为什么要用半导体，集成电路的诞生和

发展，集成电路的基本制造工艺，集成电路工艺中等离子体的应用，等离子体的

一些基础知识，等离子体的独特优势：以刻蚀为例，等离子体工艺目前面临的挑

战

2.集成电路设计模块内容简介

（1）集成电路产业链介绍

（2） 集成电路的市场趋势

（3） 集成电路设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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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传播理论和实践及媒体融合发展趋势

课程名称：战略性传播理论和实践及媒体融合发展趋势

开课学院：人文学院

开课教师：章于炎 职称/职务：环球交流项目中心中国合作项目部主任

Ernest Zhang 副教授

课程代码：020008 学分：1

选修人数：100

教师简介：

弗里兹·克罗普：在密苏里新闻学院担任副院长、院决策委员会委员，同时

他还管理和指导学院多个国际项目，监督负责多个美国国务院的基金项目。这些

项目都立志于把新闻教育传播到世界各地，其中包括引进密苏里教学法到莫斯科

州立大学和“民主之声”— 在摩尔多瓦建立一系列新闻硕士项目。超过 25个国

家的研究生加入了克罗普教授管理的国际项目。他分别在学院和本土国家开设并

执行了多种多样针对记者从业人员和教育者的短期训练项目。每年他管理的跨国

交流项目有超过25位访问学者参与。克罗普教授于1998年加入密苏里新闻学院，

在这之前，他曾经在雪城大学执教公共关系专业。1996年他在密苏里新闻学院

取得了博士学位。

章于炎：密苏里新闻学院环球交流项目中心中国合作项目部主任、环球交流

高级咨询师。曾任《广州日报》政文部副主任、《广州英文早报》副主编和广州

日报集团办公室副主任，2002年在密苏里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2008年 5月在

该院获博士学位。章于炎的博士研究方向为媒体融合、媒体集团管理、媒体经济

学和国际新闻学，章于炎为美国 AEJMC(全美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ICA(国

际传播协会)、NCA(全美传播协会)和 CCA(中国传播协会-[美国])会员,曾有多篇

论文在以上协会的学术年会上宣读和演示并在美国、亚洲和中国的新闻传播核心

刊物上发表。章于炎的博士论文《探索媒体融合：它能融合优质新闻、规模经济

和范围经济及竞争优势吗？》受到学术委员会的好评，章于炎博士被密苏里新闻

学院米尔斯院长誉为“全美最了解媒体融合的人之一”。近些年来，章于炎博士

着重设计、开辟和发展了与中国北京、广州和上海等中国多地的媒体及新闻传播

学院在媒体融合和大数据方面多种合作交流形式和项目，负责所有培训交流项目

的实施，为中国传媒产业和新闻教育引进媒体融合和数据新闻和数据可视化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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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和中国合作方在中国合作举办了中国首届、第三、四届“中

国媒体融合高峰论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于 2005年 11月授予章于炎

“中美新闻传播教育合作交流杰出贡献奖”。章博士在繁忙的教育管理事务之外，

还担任学院数个研究论坛的教学，并保持频繁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论文、书章和译

著的发表。例如，2017年章博士领衔翻译的《传感器与新闻》一书由北京大学

出版社出版，并在中国 2017年新闻传播学年度书单（50本）中排名第 17位。

课程简介：

战略性传播（含国际传播和危机传播）是新闻传播领域教育与研究热点话题

之一，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美国广告研究院根据全美 2000年至 2010年广告和公

共关系学术文章的发表数量，将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广告和策略性传播评为全美学

术界第一。以媒体融合引领的新闻业界的创新也把新闻与高新科技的结合推向新

的阶断，媒体融合新闻、数据新闻、传感器新闻和人工智能新闻等新闻的新种类

层出不穷，极大地丰富了新闻单位和记者策划、报道、编辑、呈现和散发新闻的

技术和手段。本教学邀请引领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战略性传播、国际传播和媒体

融合的著名教授、学者——克罗普博士和章于炎博士讲授战略性传播（含国际传

播、危机管理和形象修复）的理论和实践，并探讨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 is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the area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 was No.1 in publishing academic research

in this area for 10 consecutive years based on statistic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Advertising from 2000 to 2010. The innovations in the area of journalism such as

Data Journalism, Sensors Journalism, and AI Journalism has greatly enriched the tools

and ways in which journalists can design, report, edit, publish and disseminate news

stories. The teaching week invites Dr. Cropp, a famous professor in th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Sequence of 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Dr. Ernest Zhang, a

well-known scholar in Image Repair Theory and Media Convergence to teach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Image Repair, and to explore the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in Media

Con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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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纤维与产品创新

课程名称：羊毛纤维与产品创新

开课学院：纺织学院

开课教师：Allan De Boos 职称：Project Manager

课程代码：048993 学分：1

选修人数：不限制

教师简介：

Allan De Boos博士毕业于新南威尔大学（纺织技术-化学）和曼彻斯特维多利

亚大学（物理化学系）。1968-2002年，他受雇于 CSIRO（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

织）羊毛技术部，从事羊毛和羊毛混纺织物的化学和机械整理研究。

在 CSIRO期间，他与织物和服装制造商（尤其是意大利和英国）密切合作，

开发了用于毛织物和服装制造的织物目标测量的 Sirofast等系统。

在过去的 15年里，Allan一直致力于澳大利亚羊毛创新方面的工作，目前是高

等Woolmark（纯羊毛标志）羊毛教育课程的项目经理。在过去的四年里，他在烟

台南山大学任教Woolmark（纯羊毛标志）课程，并被评为“特聘教授”。Allan也通

过迪肯大学（澳大利亚）的员工，在中国其他几所纺织类高校中，管理开设Woolmark

（纯羊毛标志）课程。

课程简介：

“羊毛鉴别”是让学员了解什么是羊毛纤维、它从哪里来和如何把它制作成各

种各样产品的初级介绍性课程。本课程还会介绍近期一些与羊毛产品相关的创新

技术。主要针对纺织科学与工程、时装与纺织设计以及纺织制造领域的高级学员。

它涵盖了羊毛纤维的特性、纱线和织物形成过程、质量评估和售后服务问题。

The Wool Appreciation Course is an introductory-level course that provides

participants with a found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wool fibre, what it is, where it

comes from and how it is made into a wide range of products. Some recent

innovations in wool products will also be introduced in this course. The course is

primarily aimed at tertiary-level participants studying within the fields of textil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shion and textile design, and textile manufacturing. It

covers the properties of the wool fiber, processes used on the formation of yarn and

fabrics, assessment of quality and issues of after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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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料开发

课程名称：面料开发

开课学院：纺织学院

开课教师：Luca Zanatta 职称/职务：Head of Fabrics & Materials Research

课程代码：040007 学分：1

选修人数：50

教师简介：

Luca Zanatta毕业于意大利著名纺织学校 I.T.I.S. E.Fermi, Treviso。2011年起，

他担任世界知名服装品牌 Diesel公司服装部门的织物和材料研发主管，从事服

用机织和针织面料和新材料的研发。2018 年起至今担任意大利 Sapienza

Università di Roma教授；2019年至今，担任意大利 IED Istituto Europeo di Design

教授。Luca具有丰富的面料开发经验，对世界面料的发展和趋势具有深入了解。

他常年参加各种面料展会，包括： Premiere Vision Paris , Milano Unica ,

Intertextile Shanghai ,Texworld Paris , LineaPelle Milan , Fabric Start Munich ,

Performance Days Munich。负责审核世界各地供应商提供给 Diesel公司的最新设

计。他开展两种研发：原创的自主设计和与设计师合作的应用设计。

课程简介：

“面料开发”是让学员了解服用面料开发的基本方法和流程。本课程的主要

内容包括：

1.意大利品牌的面料开发方式，以 Diesel或其它品牌为例；

2.意大利的纺织教学模式。意大利是如何训练纺织工程师的？

3.面料发展的世界趋势，如何研究这种趋势？

4.机织面料的开发方法，案例讲解；

5.针织面料的开发方法，案例讲解。

The course ‘Fabric development’ is an introductory-level course that provides

participants with a found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fabric development for apparel.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course include:

1. The mode of fabric development by Italian brands. The mode of Diesel or

other brands.



8

2. Introduction to textile education in Italy. How to train textile engineers or

technologists in Italy.

3. Global fabric trend and how to research the trend.

4. Woven fabric development method, case studies.

5. Knitted fabric development method, ca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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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纺织科技及产品

课程名称：现代纺织科技及产品

开课学院：纺织学院

开课教师：周家德 职称/职务：首席技术官

罗瑞 全球服装及纺织技术平台研发经理

课程代码：040006 学分：1

选修人数：100人

教师简介：

周家德：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化学工程系。普林斯顿纤维研究所博士后。周

博士致力于纤维科学，复合材料及涂料的研究与开发，拥有近 30年的行业及学

术经验，在其研究领域至今先后获得美国专利 26项，目前国内申请专利 10余项，

并公开发表科技专业文献 50余部，制订及修订国际准则和标准 20余项。

罗瑞：

霍尼韦尔全球服装和纺织 COE工程经理，中国，2018年至今

霍尼韦尔高级研发工程师，中国，2017-2018年

纽威集团 (科尔曼公司)项目工程师，美国，2012-2017

迪卡侬供应链协调人，中国，2009-2010年

课程简介：

课程将针对现代纺织科技及产品，讲解各种在刚性和柔性复合材料、先进的

纺织品和涂层产品的开发和解决问题的案例，为学生提供一个深入学习的平台。

同时将帮助学生明确，作为一名纺织技术专业人士，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应该

具备哪些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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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可穿戴时尚与新材料应用设计

课程名称：智能可穿戴时尚与新材料应用设计

开课学院：上海国际时尚创意学院

开课教师：Hanne-Louise Johannesen、Michel Guglielmi

职务：Diffus智能可穿戴工作室创始人

课程代码：050068 学分：1

选修人数：30人

教师简介：

两位智能可穿戴时尚设计领域的紧缺人才——丹麦 Diffus 设计研究机构的

联合创始人汉娜·刘易斯(Hanne-Louise)、米歇尔·古列米(Michel Guglielmi)，

持续建设国际智能可穿戴时尚领域内具有引领性及示范性的创新工作室。Diffus

工作室在智能可穿戴设计领域已有具备 10余年的国际设计工作经验，；两位同时

在丹麦皇家艺术学院、哥本哈根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工作，自 2009年以来持续在

“红点奖”、“三星设计 奖”、“DESIGNBOOM+LG 设计奖”等各类国际可穿戴

设计大赛中获奖;作品曾多次在 澳大利亚 ArtMIT、比利时 MIAT等地博物馆展

出;并被五十余册图书与刊物收录，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

课程简介：

主题： 智能可穿戴时尚设计与新材料

随着科技进步和智能化浪潮的到来，智能可穿戴时尚已成为时尚与艺术结合

的创新热点，在服装服饰行业呈现出多样化的应用形式，并于近年来发展迅猛，

预计到 2022年我国可穿戴时尚市场规模将达约 607亿元人民币。该课程将介绍

当下流行的智能化元器件，并启发学生在设计中进行应用。

Theme:The wearable technology fashion and new material application desig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wave of

intelligentization, the wearable fashion has become the hot topic of the combination

of fashion and art. It has shown diversified application forms in the garment industry,

and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by 2022, the wearable fashion marke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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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s expected to reach about 60.7 billion yuan.This course will introduce the

popular intelligent components and inspire students on how to apply them in designs.

教学成果：培养将科技与传统材料相结合的思维方式，能够在设计中进行应

用，并具有制作成成衣的可能性。

Outcome:Cultivate the thinking of combining technology with traditional

materials, can be applied in design, and has the possibility of making ready-to-wear

clothes after the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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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手工艺工作坊

课程名称：服饰手工艺工作坊

开课学院：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开课教师：周简 职务：创意总监

课程代码：062302 学分：1

选修人数：30人

教师简介：

周简（Jan Zhou）, 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服装设计专业。上海

国际时尚联合会会员。曾在纽约著名品牌 Cynthia Rowley和 Victor Costa担任设

计师。2002年被选为芝加哥新锐天赋设计师。2007年受新加坡拉萨尔设计学院

邀请来上海执教, 并致力于新型的服饰工艺的研究。经过几年的探索, 于 2014

年成功研发了名为“简旨”浮雕的一种面料装饰工艺，同时，推出了无痕的手包

系列, 该系列于 2015 年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外观设

计专利”; “简旨”浮雕工艺 通过了“发明专利”的预审。同年创立了名为“简

旨”的设计师品牌。2015年入围连卡佛新品牌集结号优胜者。2016年 10月,“简

旨”参加上海国际时尚联合会举办的“2016年秋季上海高级定制周”。2019年，

入选在美国的两个艺术大赛 Chelsea International Fine Art Competition 和

Combined Talents 2019。作品分别在纽约 Chelsea 画廊和佛罗里达州立艺术大学

的艺术博物馆展出。

课程简介：

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随着服装行业的日渐饱和, 人类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提

升。时尚饰品在琳琅满目的时尚配饰中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作为东华大

学本科生暑期短期课程，本课程可以帮助学员洞悉时尚饰品的背景与前景。从传

统风格到当代风潮，学员将学习时尚饰品的材质、制作过程与工艺技术。学员还

将体验设计与绘画简约饰品的乐趣。优秀的学员设计作品将有机会由我们课程合

作伙伴制作出成品。

The fashion accessory has been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landscape of fashion

accessories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This is a summer short course. It will give you

an insight into the background and history of fashion accessory. You will learn about

materials, processes and technologies used in fashion accessory,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contemporary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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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同化

课程名称：数据同化

开课学院：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开课教师：涂学民 职称：副教授（终身教职）

课程代码：077051 学分：1

选修人数：50人

教师简介：

涂学民博士目前是美国堪萨斯大学终身教职的副教授，其博士毕业于纽约大

学克朗研究所，曾任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长期从事数据同化的研究工

作，尤其擅长非线性、非正太分布的复杂系统的数据同化研究。她对隐式粒子滤

波器和隐式采样，以及应用有着长期深入的研究。已在 P.N.A.S 和 monthly

weather review 等重要杂志上发表论文，也为这些杂志审稿多次。主、过两个美

国 NSF基金。

课程简介：

数据同化是一种结合数学模型和观测数据的方法，对于复杂系统的建模和动

态预报极其有效，因而广泛用于科学，工程，金融等各个应用领域。这个课程介

绍数据同化的数学背景，主要算法，以及应用。

Data assimilation is an efficient way to combine computational models and

observation data to obtain more accurate estimate for complicated systems.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science, engineer, and finance applications. This course will

introduce mathematical theoretical background for data assimilation, difference

algorithms and some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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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视化与分析

课程名称：数据可视化与分析

开课学院：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开课教师：Yanwen Wang 职称：助理教授

课程代码：070016 学分：1

选修人数：30人

教师简介：

Yanwen Wang，2014年获得美国埃默里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博士学位，现任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UBC）商学院的市

场营销助理教授，并担任加拿大市场分析研究主席。2019-2020年，Yanwen Wang

博士的研究兴趣主要包括营销实证建模、公共政策等研究，现已在 Marketing

Science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 5篇第一作者论文。

课程简介：

本课程帮助学生理解最广泛使用的市场分析技术的价值和局限；掌握一套用

于解决实质性营销问题的研究工具，包括数据可视化、评估价格促销活动、预测

市场需求以及顾客细分；并且帮助学生掌握手实践研究技术/工具，回答管理人

员的营销研究问题。

The learning objectives are to equip students with (1) an understanding of both

the value and limitations of the most widely-used market analysis techniques, and (2)

a set of research tools to address substantive marketing problems including data

visualization, evaluating price promotion campaigns, forecasting market demand, and

customer segmentation, and (3) sufficient hands-on experience with research

techniques/tools so that managers’ marketing research questions can be answ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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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市场分析方法

课程名称：网络市场分析方法

开课学院：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开课教师：Ofir Turel 职称：教授

课程代码：077061 学分：1

选修人数：50人

教师简介：

Dr. Turel is a Professor of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Decision Sciences at the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Turel 教授，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国际著名管理学术期刊 MIS

Quarterly （影响因子：7.268）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 社会心理）

课程简介：

《Market Analytics》课程主要介绍市场分析的概念、方法和应用。本国际大

师课程在介绍市场分析基本方法的基础上，介绍市场研究方法的应用和最新案例，

并介绍大数据环境下的市场研究方法发展，以及在企业社会化运营管理中的应用。

Market Analytics course introduce the concepts, 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market analytical techniques. The big data analytical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 will

discussed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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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邂逅&设计研究

课程名称：文化邂逅&设计研究

开课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开课教师：张建平、余中勇 职称：高级工程师

课程代码：082681 学分：1

选修人数：25人

教师简介：

张建平：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徽商研究会副会长，黄山市摄影家协会副主

席。1989年开始拍摄徽州，先后担任 《中国第一状元县---休宁》《徽州古城歙

县》《徽商大典》等图书摄影师和图片编辑，代表作《徽州：捡拾历史的碎片》。

2016--2019年期间分别受邀在清华大学、中央电视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

国国家地理杂志、中国摄影杂志、上海图书馆、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安徽

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作徽州文化系列专题讲座。

余中勇：国家一级技师，一级建造师，高级古建营造师，徽州营造学社创始

人，黄山市吾乡吾土营造设计有限公司创办人，中国建筑与园林艺术委员会委员，

安徽省社科专家库成员，安徽省徽学会理事，黄山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

黄山市故园徽州文化促进会副会长，黄山市室内设计师协会副会长。

课程简介：

生活在高速发展的当代，一个令人担忧的现状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乡”在以

不同的速度消失着，不仅仅是自然环境和建筑环境的改变，而且过去生活方式下

的风土人情也正被高度统一的现代文明逐一改造。当老房子在它原来的位置变成

废墟，或者成为哪个博物馆里的一件件标本后，当老一辈人逐渐逝去，再没有人

口传身授“生活艺术”后，对“故乡”的感知是否就会从我们的身体里被彻底抹

去，变成教科书上的历史概念？

另一方面，我们中的多数人都曾离开过家乡去往另一个城市学习或工作，虽

然身处异乡，但“故乡”未曾离开过我们，它或许是我们记忆中的小时光，也可

能是老一辈人口中念叨的老家故事。它随着我们从一个地方流向另一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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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移动的故乡”。如何捡拾这些故乡的碎片？如何还原故乡的面貌？如何

让故乡重现活力？正是这门课程带领大家去探索的内容。

本课程结束后，学生将能够：

-了解亲历者和践行者眼中的徽州古建保护和新农村建设；

-通过田野调查来收集与“故乡”相关的线索和资料；

-将调查资料转换为可视化的“故乡“的故事；

-与其他课程参与者一起学习和分享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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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设计

课程名称：创新设计

开课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开课教师：Yan Jin 职称：Professor

课程代码：080002 学分：1

选修人数：120人

教师简介：

金雁教授（Yan Jin），美国南加州大学航空航天和机械工程 USC IMPACT实

验室教授和主任。金教授在东京大学获得船舶工程博士学位后，于斯坦福大学完

成博士后研究。其研究涉及设计理论与方法论、数据系统、分布式系统，机构建

模，项目管理以及协同工程等领域。金教授获得众多奖项和荣誉，如担任美国机

械工程师协会设计工程部荣誉和奖项委员会主席，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就奖，

南加州大学 TRW优秀教学奖等。金教授分别获得美国“管理系统与方法”和日本

“流程管理支持系统与模拟方法”两项专利。他还是《AI&EDAM》的主编。

教育背景：

博士后 斯坦福大学

船舶工程博士 东京大学 1988年 9月

船舶工程理科硕士 东京海洋大学 1985年 3月

工程学士 大连海事大学 1982年 2月

学术兼职：

 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SME)会士（2010）

 ASME设计工程部荣誉和奖项委员会主席（2011/7-2014/6）

 设计工程部执行委员会委员 (2011/7 – 2014/6)

 《工程设计，分析和制造人工智能国际期刊》主编，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2/1 – 2017/1)

 《设计科学国际期刊》副主编，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10 – 2020/10)

 ASME《机械设计期刊》副主编，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出版社

(2005/6-2012/6)

 《工程设计，分析和制造人工智能国际期刊》编委，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3/1 – 至今)

《高级工程信息国际期刊》编委，Elsevier (2002/1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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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机械工程专利》编委，本瑟姆科学出版社(2007/6 – 2017/5)

学术奖励：

 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成就奖，国家科学基金会(1998/4)

 TRW 杰出教学奖 南加州大学(2001/4)

 Xerox 最佳论文奖，ASME第 14届国际设计理论和方法大会，加拿大蒙

特利尔(2002/9)

 人类信息系统最佳论文奖，第五届系统学，控制学和信息学多方会议

(2001/7)

 浏览最多论文，《电脑和数学组织理论期刊》(2005/10)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整个机械设计专业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方面主要讲授如

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运用创新的思维解决问题，再运用理论及相关方法进行

创新设计的实践。《创新设计》主要聚焦制造领域的最近技术发展，邀请金雁教

授介绍机械工程领域创新思维的产生以及创新设计的应用。课程配备丰富的工程

案例，结合目前技术发展中的最新成果，要求学生针对项目进行创新设计方案的

制定，多方位培养学生的创新设计意识和能力。

This cours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mechanical design

major. The theoretical aspects mainly teach how to find problems, analyze problems

and use innovative thinking to solve problems. And then the students use the theory

and related methods to practice innovative design. Innovative Design focuses on

recen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manufacturing. This course invites Professor

Yan Jin to introduce the emergence of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nnovative design in the field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 course is equipped with

rich engineering cases. Combined with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in the curren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make innovative design plans for

the project. This way can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ve design awareness and ability

in many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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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交流：链接你的国际教育与未来

课程名称：海外交流：链接你的国际教育与未来

开课学院：外语学院

开课教师：Bronwyn Jenkins-Deas

课程代码：120009 学分：1

选修人数：40

教师简介：

Ms Bronwyn Jenkins-Deas 曾担任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专业研究学院副院

长、加拿大温哥华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继续教育研究

学院项目总监。Bronwyn拥有 30多年国际教育领域经验，到访 60多个国家，并

NAFSA国际教育终身成就奖。Bronwyn 的研究领域包括高等教育战略管理、国

际化以及质量保障。Bronwyn 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执教“高等教育国际化

的组织”课程超过 10年。

课程简介：

Studying abroad is a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that will challenge and even

change your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world. Whether you are going

abroad for the first time or you have visited many countries, each overseas experience

has the potential, not only to be a source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and language learning,

but it can give you the skills necessary to be successful in your academic or

professional career.

出国留学是一种改变人生的经历，它将挑战甚至改变你对世界的思考和理解。

无论你是第一次出国还是已经去过很多国家，每一次海外经历都有潜力，不仅可

以成为文化信息和语言学习的来源，还能帮助你锻炼在学术或职业生涯中获得成

功所必需的技能。

In this 8-part series we will consider the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of studying

abroad, examine the factors you should consider when deciding where to study abroad,

which program to enroll in, the academic and language requirements you will ne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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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as well as the requirements and cost considerations.

在 8节课中，我们将探讨出国交流给我们未来的帮助、以及我们在海外会面

临的挑战，课程还将评估在决定出国学习之后，需要做哪些准备，包括学术和语

言的要求、以及如何做海外学习的费用预算。

This series will focus on 4 study abroad destinations: The US, UK, Canada and

Australia. During each of the sessions, you will be introduced to representatives from

some of the top schools in these countries, who will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ideas and

recommendations with you. You will also hear from Chinese students who have

studied abroad in these countries, who will give their best advice on each topic.

该系列课程将以 4个留学目的地:美国、乌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例进行深

入讨论。在每节课上，主讲老师将采访来自这些国家顶级大学的代表，他们将与

你分享他们的经验、想法和建议。主讲老师还将采访曾经在这些国家学习过的中

国学生，就相关话题分享他们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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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

课程名称：深度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

开课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开课教师：饶泓 职称：教授

课程代码：130003 学分：1

选修人数：30 人

教师简介：

南昌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

师，中国计算机学会会员，江西省计算机学会理事，现任南昌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副院长、南昌大学计算中心主任。

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要从事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基础理论及

其应用研究，曾先后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美国堪萨斯大

学访学、美国怀俄明大学访学。

近年来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部级课题多项，先后获江西省高校科

技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等奖励。

课程简介：

深度学习源于人工神经网络，是机器学习领域最为活跃的分支，通过构建具

有多个隐层的学习网络和海量的训练数据来学习有用的特征，通过逐层特征变换，

将样本在原空间的特征表示变换到新特征空间，从而实现更准确高效的分类或预

测。课程从深度学习的基本工作原理出发，剖析深度学习的原理、技术和方法，

再重点介绍深度学习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应用和实践。

Deep learning originated from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which is the most active

branch in the field of machine learning. It can learn useful features by building

learning networks with multiple hidden layers and massive training data. Through

feature transformation layer by layer, the feature representation of samples in the

original space is transformed to the new feature space, so as to achieve more accurate

and efficient classification or prediction.The course starts from the basic working

principle of deep learning, analyzes the principle, technology and method of deep

learning, and then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deep learning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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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

课程名称：物联网

开课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开课教师：Shanila Azhar 职称：Engineer

课程代码：131631 学分：1

选修人数：30人

教师简介：

Shanila Azhar did his MSCE from Pakistan. He has some experience of teach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t the same University. His area of interest includes;

Networking and System administration, Wireless Networking, Digital logic circuits &

designing, and Electrical & electronic circuits.

课程简介：

Internet of Things (IoT) is an emerging area of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 systems involving many disciplines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his course introduces the idea of the IoT and provides a general view of the

enabling technologie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oT including; understanding how

concepts such as Ubiquitous Computing rela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oT and

relevant standards.

This course can also serve to familiarize the students with an overview of IoT

and its latest Applications that is presently the latest technology trend worldwide.

Government, academia, and industry are involved in different aspects of IoT in

research, implementation, and business. Further, it can open an opportunity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o decide their final year projects and as well as areas of

interest after grad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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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毒理学和物理辐射

课程名称：环境毒理学和物理辐射

开课学院：环境学院

开课教师：Paul Heroux 职称：教授

课程代码：142691 学分：1

选修人数：50-250人

教师简介：

Paul Heroux是麦吉尔大学职业和环境卫生专业的教授， 同时也是公共卫生

职业和环境卫生专业的主任。Heroux 教授在工程领域工作十五年，在环境卫生

和健康风险评估领域工作二十五年，同时也是国际上有名望的低频环境污染和辐

射健康评估专家。

课程简介：

本课程在介绍基本的毒理学原理基础上，讲授环境有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

响和危害评估技术。 讨论大气、土壤和水体的污染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危害，重

点介绍物理有害因素如电磁辐射（微博及 其他电磁波等）等对健康的影响。课

程主要是帮助学生理解毒理学原理，认识环境有害因素，以及保护措施。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to teach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hazardous factors on human

health based on the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oxicology. In addition, the risk assessment

method will be introduced. The pollutants in air, water and soil will be discussed in

terms of their health effects. The key content will cover the physical hazardous factors

(like microwave,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etc.) which will affect human health. The

course attempts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hazardous factors，and protec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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