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合作合作合作 互利互利互利互利 共共共共赢赢赢赢

－－－－－－－－我校开展国际合作研究的实践与思考我校开展国际合作研究的实践与思考我校开展国际合作研究的实践与思考我校开展国际合作研究的实践与思考－－－－－－－－我校开展国际合作研究的实践与思考我校开展国际合作研究的实践与思考我校开展国际合作研究的实践与思考我校开展国际合作研究的实践与思考

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 姜德学姜德学姜德学姜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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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纲报告提纲报告提纲报告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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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校国际合作研究的新进展学校国际合作研究的新进展学校国际合作研究的新进展学校国际合作研究的新进展

合作研究与办学国际化的思考合作研究与办学国际化的思考合作研究与办学国际化的思考合作研究与办学国际化的思考



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 1949年4月建校

� 原校名为大连工学院原校名为大连工学院原校名为大连工学院原校名为大连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大连理工大年更名为大连理工大年更名为大连理工大年更名为大连理工大

学学学学

� 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之一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之一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之一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之一

� 是国家是国家是国家是国家“211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985工程工程工程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重点建设的高校重点建设的高校重点建设的高校

� 学科结构以理工为主学科结构以理工为主学科结构以理工为主学科结构以理工为主，，，，理理理理、、、、工优势突出工优势突出工优势突出工优势突出，，，， 经经经经、、、、管管管管

、、、、文文文文、、、、法法法法、、、、哲协调发展的多学科体系哲协调发展的多学科体系哲协调发展的多学科体系哲协调发展的多学科体系

� 有全日制学生有全日制学生有全日制学生有全日制学生31486人人人人，，，，教职工教职工教职工教职工3602人人人人

3

学校的发展目标是：
2020202020202020年左右年左右年左右年左右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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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学校国际合作研究的新进展学校国际合作研究的新进展学校国际合作研究的新进展学校国际合作研究的新进展

1111、、、、学校国学校国学校国学校国际交流合作概况际交流合作概况际交流合作概况际交流合作概况

◇◇◇◇ 大连理工大学根据建设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

标，积极推动办学国际化，目前与27个国家和地区的188所大

学、科研机构以及大型企业集团建立了合作关系

◇◇◇◇ 聘请海外知名学者近300位为名誉、客座、顾问教授；改革

开放以来，，，，已经接待海外学者来校讲学及访问参观8000余人次

◇◇◇◇ 改革开放以来，我校共派出7000多人次赴国（境）外参加

学术会议、访问考察和讲学、合作研究、培训等，举办了国际

会议120多次。

◇◇◇◇ 大力加强与日本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是大连理

工大学国际交流合作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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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学校国际合作研发快速发展学校国际合作研发快速发展学校国际合作研发快速发展学校国际合作研发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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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连理工大学开展国际合作研
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合作研究经费已
经从2006年的150万元增长到2009年的
12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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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合作研究的新形式——联合实验室

◇◇◇◇国际间大学的合作越来越向实质化、实效性的方向发

展，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本质和“底部沉重”的特点，

决定了大学合作最主要是教授间学术研究的合作与交流

◇◇◇◇中国大学经过“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建设，学

科和研究能力有了长足进步，已经从“开眼界”、“见

世面”转向国际合作研究的实质性参与阶段

◇建立联合研发机构，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就某一研究领域或方向开展合作，是当前国际合作

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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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国际联合实验室大连理工大学国际联合实验室大连理工大学国际联合实验室大连理工大学国际联合实验室

�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三菱化学联合研究中心三菱化学联合研究中心三菱化学联合研究中心三菱化学联合研究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联合研究中心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联合研究中心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联合研究中心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联合研究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日新电机联合研发中心日新电机联合研发中心日新电机联合研发中心日新电机联合研发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岩手大学国际联合与技术转移中心岩手大学国际联合与技术转移中心岩手大学国际联合与技术转移中心岩手大学国际联合与技术转移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大连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大连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大连理工大学材料学院----日本高力科公司联合研发中心日本高力科公司联合研发中心日本高力科公司联合研发中心日本高力科公司联合研发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日本东北大学催化科学联合研究中心日本东北大学催化科学联合研究中心日本东北大学催化科学联合研究中心日本东北大学催化科学联合研究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纳珀森联合实验室纳珀森联合实验室纳珀森联合实验室纳珀森联合实验室

�大工大工大工大工————群马环境与能源新技术研发中心群马环境与能源新技术研发中心群马环境与能源新技术研发中心群马环境与能源新技术研发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与北日本新能源研究中心大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与北日本新能源研究中心大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与北日本新能源研究中心大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与北日本新能源研究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瑞典皇家工学院分子器件联合研究中心瑞典皇家工学院分子器件联合研究中心瑞典皇家工学院分子器件联合研究中心瑞典皇家工学院分子器件联合研究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意法半导体意法半导体意法半导体意法半导体（（（（STMSTMSTMSTM））））嵌入式联合实验室嵌入式联合实验室嵌入式联合实验室嵌入式联合实验室

�中加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中加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中加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中加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

近年来近年来近年来近年来，，，，大连理工大学与国外大连理工大学与国外大连理工大学与国外大连理工大学与国外、、、、特别是日本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特别是日本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特别是日本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特别是日本大学和研究机构建
立了诸多联合实验室或研发中心立了诸多联合实验室或研发中心立了诸多联合实验室或研发中心立了诸多联合实验室或研发中心，，，，这标志着学校的国际合作已达到这标志着学校的国际合作已达到这标志着学校的国际合作已达到这标志着学校的国际合作已达到
新的层次和高度新的层次和高度新的层次和高度新的层次和高度

返返返返 回回回回 上一页上一页上一页上一页 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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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之一典型案例之一典型案例之一典型案例之一：：：：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三菱化学联合研究中心三菱化学联合研究中心三菱化学联合研究中心三菱化学联合研究中心

2005年6月,大连理工大学与三菱化学株式会社签署了全
面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在高层研究人员交流、科学
研究、新产品开发等方面进行深入合作

合作成果合作成果合作成果合作成果
双方在有机合成、功能材料、催化材料
等领域以委托研究及共同研究的方式共
开展了20余项项目合作,并取得可喜的成
果。通过我校的介绍，国内几家大型化
工企业和三菱化学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
关系，创造出了国际产学研合作的新模
式。同时，三菱化学还在我校设立了奖
学金

返返返返 回回回回 上一页上一页上一页上一页 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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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之二：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
－大连理工大学联合材料研究中心

� 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

所为世界著名的金属材料研

究与开发机构；大连理工大

学为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

为一体的中国著名大学。双

方本着共同研发、互惠互利

的原则，于2005年在日本东

北大学签订合作协议，成立

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

所－大连理工大学联合材料

研究中心

合作成果合作成果合作成果合作成果
双方联合培养博士生3名：互派教师进
行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2009年双方联
合申报科技部第13届中日科技合作项目
“大块非晶合金连续铸造技术研究”，
中方资助100万元，日本东北大学配套
支持10万美元；联合发表学术论文14
篇，全部被SCI或EI检索，并共同申报
专利2项，其中一项已授权

返返返返 回回回回 上一页上一页上一页上一页 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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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电机日新电机日新电机日新电机----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联合研发中心联合研发中心联合研发中心联合研发中心

薄膜技术薄膜技术薄膜技术薄膜技术
实验室实验室实验室实验室

智能电气智能电气智能电气智能电气
实验室实验室实验室实验室

环境工程环境工程环境工程环境工程
实验室实验室实验室实验室

再生能源再生能源再生能源再生能源
实验室实验室实验室实验室

能力开发能力开发能力开发能力开发
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

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

典型案例之三典型案例之三典型案例之三典型案例之三：：：：日新电机日新电机日新电机日新电机----大连理工大学联合研发中心大连理工大学联合研发中心大连理工大学联合研发中心大连理工大学联合研发中心

联合研发中心以推动技术进步为己任，
成为开放式和国际化的产学联合研发、
产业孵化和专业人才输送基地；成立三
年来参与中心建设工作的大学老师和日
方人员15人，其中直接介入合作研究的
研发人员8人，研究生20人左右。联合研
究中心的实验室面积200平方米，联合研
制大型薄膜制备装置2台，联合研究项目
10个，总投资500万元人民币

用于制备硬质薄膜的电弧离子度设备用于制备硬质薄膜的电弧离子度设备用于制备硬质薄膜的电弧离子度设备用于制备硬质薄膜的电弧离子度设备

合作成果合作成果合作成果合作成果
开展深孔等离子体沉积技术、在

线等离子体诊断技术的研究及先

进薄膜制备装置的研制取得可喜

的成果
返返返返 回回回回 上一页上一页上一页上一页 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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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大连理工大学和日本岩手大学共同成立了“大连理工大学－日

本岩手大学国际联合与技术转移中心”的国际合作平台， 双方联合投入
50万/年以资助该平台的建设

典型案例之四：大连理工大学-岩手大学
国际联合与技术转移中心

合作成果合作成果合作成果合作成果
不仅推动4个领域的项目合作，2个
院系的学生交流和1项铸造领域的
技术转移，举办了6届国际产学研
交流会，还获得中日政府的关注和
支持，推动了大连市政府企业与日
本盛冈市、北上市和日本岩手县政
企的合作，还推动了与韩国国立韩
巴大学、韩国大田市的合作，使其
从中日间的产学官合作扩展到中日
韩三方的产学官合作

返返返返 回回回回 上一页上一页上一页上一页 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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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合作研究与办学国际化的思考合作研究与办学国际化的思考合作研究与办学国际化的思考合作研究与办学国际化的思考

1111、、、、时代发展对大学国际化的新要求时代发展对大学国际化的新要求时代发展对大学国际化的新要求时代发展对大学国际化的新要求

◇◇◇◇ “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决定了通过“交流、

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成为各国大学的必然选择

◇ 知识、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全球范围的流动、

结合，成为大学交流合作的外部推动力

◇ 大学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各国大学需

要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促进自身更好地发展，成为大学

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内部推动力

◇ 国际交流合作成为大学继人才培养、知识创新、

服务社会后的第四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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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为科研人员搭建了开放性的国际化研发平台为科研人员搭建了开放性的国际化研发平台为科研人员搭建了开放性的国际化研发平台为科研人员搭建了开放性的国际化研发平台。。。。科学研

究的国际化要求国际化的研究环境，通过共建联合研发机构，引进国

外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与国外高级研究人员的共同工作、开展学术交

流，实现科研资源和信息共享等，增强了国际合作的力度和广度，促

进了新兴学科方向和前瞻性研究的持续发展

2222、、、、国际合作研究的功能国际合作研究的功能国际合作研究的功能国际合作研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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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技术创新的舞台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技术创新的舞台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技术创新的舞台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技术创新的舞台。。。。跨国公司与大
学共建联合研发机构，利用大学的科研成果储备和人才
优势帮助企业解决一些关键技术问题、开发新的产品并
推动本土化。研究氛围和所承担的研究任务从主客观两
方面都有利于科研人员创新思想的激发、创新技术的产

生和创新成果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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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国际化的基地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国际化的基地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国际化的基地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国际化的基地。。。。通过联合研究，
互派研究人员，使青年学者或在读研究生有更多机会接触
前沿的科学研究，了解世界科技发展动态，更快地获取各
种信息、熟悉市场的需求、有较多的独立工作机会以及外
语交流氛围，拓展了他们的国际化思维、提高了以“世界
眼光”处理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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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国际合作研究的重要作用国际合作研究的重要作用国际合作研究的重要作用国际合作研究的重要作用

� （（（（1111））））国际合作研究推进了大学办学国际化进程国际合作研究推进了大学办学国际化进程国际合作研究推进了大学办学国际化进程国际合作研究推进了大学办学国际化进程

通过设立联合研发机构，

把学校的国际合作交流落
到了学术的合作与交流这
一根本目标上，在合作研
究基础上，推进了联合培
养人才、学术交流、市场
调研和预测、项目的可行
性分析、新产品开发和优
化、成果转化等诸多方
面，从而全面推动了办学
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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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合作研究促进了各方的合作共赢
◇◇◇◇以学术为主导的国际研究合作使学校和合作伙伴的资源可以得到

最优化配置、激发研发活动的活力，从而达到大学与合作者的双赢

◇大学与大学之间的合作交流是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交流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国家和人民友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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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国际合作研究发展趋势国际合作研究发展趋势国际合作研究发展趋势国际合作研究发展趋势

� 由于国际联合研发机构在大学的科研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受到了中国和世界各国大学领导和研究者的
普遍关注，也是大学在国际科技合作中所推崇的合作模
式。其发展存在着这样一些趋势：

（（（（1111））））合作更具实质性合作更具实质性合作更具实质性合作更具实质性

即从过去松散的、或学术

性交流层面向合作研究的

方向发展，包括有明确的

研究内容、计划、研究经

费和机构运转费的投入、

合作方研究人员在机构中

的较长时间的合作研究以

及研究生的联合培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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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合作研究内容的水平越来越高合作研究内容的水平越来越高合作研究内容的水平越来越高合作研究内容的水平越来越高。。。。即从委托产品外围技术
开发，到技术含量较高的项目，再到核心技术的研发，直
到合作进行世界高端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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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合作的对象日益多元化合作的对象日益多元化合作的对象日益多元化合作的对象日益多元化。。。。既包括世界知名大学，也包括
世界知名的企业，合作的方向和研究的领域同样呈现多元
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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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逐步向开放型逐步向开放型逐步向开放型逐步向开放型、、、、多元化多元化多元化多元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联合研发机构将成为大

学创新科研平台的重要组
成部分，并由单纯的项目
前期研发拓展为集学术交
流、项目研发、技术集
成、学科会聚、成果转
让、人才培养等一体的新

型大学科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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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合作合作合作、、、、互利互利互利互利、、、、共赢共赢共赢共赢

国际化是大连理工大学的重要发展战略目标之一国际化是大连理工大学的重要发展战略目标之一国际化是大连理工大学的重要发展战略目标之一国际化是大连理工大学的重要发展战略目标之一。。。。发发发发

展与日本的合作关系是我校对外合作交流的重点展与日本的合作关系是我校对外合作交流的重点展与日本的合作关系是我校对外合作交流的重点展与日本的合作关系是我校对外合作交流的重点。。。。如今如今如今如今，，，，

双方合作具备了双方合作具备了双方合作具备了双方合作具备了——天时天时天时天时、、、、地利地利地利地利、、、、人和人和人和人和 ——的优势的优势的优势的优势，，，，今后今后今后今后

我们将更广泛地与日本高校我们将更广泛地与日本高校我们将更广泛地与日本高校我们将更广泛地与日本高校、、、、研究机构研究机构研究机构研究机构、、、、企业等进一步深企业等进一步深企业等进一步深企业等进一步深

化国际合作研究化国际合作研究化国际合作研究化国际合作研究，，，，全面推进学校的国际化办学进程全面推进学校的国际化办学进程全面推进学校的国际化办学进程全面推进学校的国际化办学进程，，，，推动推动推动推动

合作共赢合作共赢合作共赢合作共赢，，，，为中日友好贡献力量为中日友好贡献力量为中日友好贡献力量为中日友好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