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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年度报告编写提纲（限 5000字以内） 

 

一、人才培养工作和成效 

（一）人才培养基本情况。 

2016 年，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在校、系的大力支持及中心教师、

实验管理员的共同努力下较好的完成了多项工作。具体总结如下： 

保质保量完成全校校理工、医、非理工等专业的物理实验教学任

务；实验项目从简单到复杂，突出物理理论的掌握和科学实验方法学

习，注重层次性与开放性。设计性和自主实验占较大比例，实验设备

避免黑箱和教学专用设备而尽量采用通用仪器。 

物理实验中心承担了全校理、工、医学、非理工专业、致远及密

西根学院等多个专业、学院的基础物理实验教学任务。在实验项目安

排，课时分配，设备保养维修，实验室空间利用等方面与多个院系配

合良好，顺利完成了学年实验教学任务。面向全校开设了六个系列

17门实验课程（其中英语授课 4门），可开设实验项目百余项，实验

学生人数 5000人次/学年,总教学人时数达到 14.5万 。 

（二）人才培养成效评价等。 

由实验中心教师带队和组织参加的“上海市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

和“全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我校共有三队获奖，分别获得全国

一等奖和上海市一等奖及二等奖； 

作为支撑校内各专业物理实验教学单位，2016 年配合自动化专

业的认证工作。 

组织承担“上海市中学生物理竞赛”实验竞赛；实验中心 2016

年作为“上海市中学生物理竞赛”实验竞赛部分的承办单位，承担实

验竞赛出题和现场考试工作。负责出题的老师提前几个月时间不断与

主办方上海市物理学会就竞赛题目进行研讨，既要保证出题难度和区

别度，符合竞赛大纲要求，又要在实验设备准备和操作公平性、一致

性等方面符合实验实践类比赛的特点，避免设备一致性原因所导致的

评分差异。 

组织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交大校内选拔赛；经过



2 个多月的宣传和准备，2016 年 11 月 23 日进行了校内初赛，共有

63人报名，49人参赛。 

通过举行本次物理竞赛的校内初赛，选拔到一批实验动手能力强，

思维敏捷灵活，对物理实验感兴趣的同学进行培训，更以竞赛为抓手，

提高我校同学进行物理实验的参与度。经过整理和总结，为下一届物

理实验竞赛更好举办积累了经验。 

二、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 

（一）教学改革立项、进展、完成等情况。 

  2016年度，实验教学中心共新承担校级及以上改革立项 5项，

项目都在实施过程中。1.教育部教改立项，拔尖人才英语物理实验课

程研究；2.教育部教改立项，适应理科拔尖人才培养的物理实验教学

模式改革；3.学校教改立项，虚拟与真实混合式物理实验教学探索；

4.校发展基金项目（B1）“物理实验教学模式改革初探” ；5.校教学

发展基金项目（B1）“物理实验教学模式改革进一步探讨”。 

（二）科学研究等情况。 

本年度实验中心教师参与科研项目 4项。1.医工交叉项目“磁铁

引导法在锁骨下静脉置管中的应用研究”; 2.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开发项目“三维磁场定向结合磁性量子点标记 ADSC 成肌诱导治疗压

力性尿失禁的磁场模型设计与制作”；3. 青年基金项目：“CdSe二维

纳米结构薄膜液相制备及其光电特性调控研究”；4.国家重大科学仪

器专项“双向凝胶电泳（2DE）成套设备技术开发与应用的研究

（2011YQ030139）任务四，糖化血红蛋白测试仪研制。 

三、人才队伍建设 

（一）队伍建设基本情况。 

2016 年度物理实验教学中心目前共有专职教师 8 人，专职实验

管理员 10 人。其中中青年教师 6 人，近 2 年通过系内人事调配，新

加入实验教学中心青年教师 3人，保证了物理实验教学工作和中心的

可持续发展。实验中心组织中心教师多次参加国内外会议、交流和岗

位培训，为教师不断提升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提供良好空间。 

（二）队伍建设的举措与取得的成绩等。 

实验中心连续第 20年获得校管理先进集体； 



实验中心女教师获得交大”三八红旗集体"； 

四、信息化建设、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 

（一）信息化资源、平台建设，人员信息化能力提升等情况。 

初步完成了校级“虚拟实验教学中心”一期建设工作； 

2016 年完成了校级“虚拟实验教学中心”的初步建设。经过向

国内主要几所高校调研，2016 年 4 月参加了在合肥举办的全国虚拟

仪器研讨会，调研了解国内虚拟实验平台情况。经过对比讨论，重点

讨论分析了在物理类虚拟实验建设方面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科大

奥瑞”物理虚拟实验平台。 

2016年秋季学期， 41个覆盖力、热、光、电、近代物理的虚拟

实验已经上线内测，实验中心组织了内部教师对虚拟实验平台进行了

试用和测试，目前虚拟实验平台可以通过任何联网计算机连接并开始

实验。目前该实验资源已经使用在 2017 年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的培

训工作中。今后将继续推动平台建设，力争尽快在全校范围正式上线，

并与慕课教学和真实实验教学结合，更好地发挥混合实验教学模式和

方法的多重教学优势。 

（二）开放运行、安全运行等情况。 

全年度实验教学中心的各门课程、网络平台、慕课平台及虚拟实

验服务稳定有序运行，未出现安全事故。 

（三）对外交流合作、发挥示范引领、支持中西部高校实验教学

改革等情况。 

2016 年 1 月，在“上海市基础物理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春季会

议”上，实验中心周红老师做了“慕课混合式实验教学方式的实践探

索”的大会报告。作为国内率先将物理实验课程与慕课网络教学结合

的单位，实验中心在慕课实验教学模式方法上做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

并将成果和经验与上海市及国内高校进行了交流和推广。 

2016 年先后接待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武汉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教师交流学习，相互介绍物理实验教学经

验，参观实验室。 

2016 年 7 月，实验中心组织教师参加在西宁举行的“第九届全

国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7位老师做分会场报告，将交大物理实验教

学理念和新进展与物理实验教学同仁进行分享和讨论。 



五、示范中心大事记 

（一）有关媒体对示范中心的重要评价，附相应文字和图片资料。 

（二）省部级以上领导同志视察示范中心的图片及说明等。 

（三）其它对示范中心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活动等。 

2016年实验教学中心获得“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 经费

支持，将对一批使用率高，维修难度大的基础实验项目设备进行更新

和更换，为实验中心未来五年的良好运行和更好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六、示范中心存在的主要问题 

七、所在学校与学校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 

校教务处、实验室与设备处充分重视基础物理实验教学工作，除

年度下拨实验建设和维持经费外，每月组织各院系的实践教学教师交

流参观，学习讨论，对实验教学发展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进行采集和讨

论。每年组织实验教学岗位教师评估评比实验教学管理先进。 

2016 年度物理实验教学中心所在的物理与天文学院专门组织多

次有关物理实验教学体系改革的研讨会，邀请科研团队及大学物理课

堂教学的青年教师和骨干参加，优化物理实验教学体系和项目，改善

物理实验教学与课堂教学、科研实践等其它教学板块的互动与衔接。 

八、下一年发展思路 

（1）继续物理实验教学体系讨论及优化，推进慕课网络教学、

虚拟实验等现代化实验教学平台建设； 

主要工作包括： 

1.对面上实验项目、设备进行调整和改进，根据前期的教学情况

和数据，对学生所选实验项目进行规范，实现部分模块化选课，使学

生在较自由选择实验项目的同时做到全面锻炼。目前实验中心为同学

提供的 30 余个实验项目覆盖了力、热、光、电、近代等多个物理学

科领域，同学在实验项目选择时可以自由选择实验。由此带来的问题

是不少学生实验项目选择较偏或集中的情况。新学期实验中心将在实

验项目选择上进行引导，使每位同学都可以在不同种类、模块的实验

项目中获得学习和锻炼。 

2.实验项目与课堂内容的相关性研究和试点。学生在选择实验项



目时与其《大学物理》课程的学习进度并不一致，部分同学反应对实

验原理的掌握和完成实验比较困难。实验中心将讨论如何增加实验教

学与课堂教学的良性互动。既要避免实验教学与课堂教学的完全割裂，

又不能将实验操作变成课堂教学的简单验证甚至是演示实验的重复

操作。论证较多人数学生在短时间内完成课堂教学内容相关实验的软

硬件需求和可行性。 

物理实验教学中心率先在国内推出慕课混合式教学，结合虚拟实

验中心建设，与真实实验教学共同组成了在互联网工具辅助下的混合

实验教学模式，全面提高物理实验教学的信息化水平和实验教学研究

方法。国内外著名大学已经普遍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答题器、互联网等

教学手段采集同学学习过程数据，进而通过教学研究工作不断提高课

堂教学的水平和效果。而在实验教学当中，国外实验教学基本依附于

课堂教学而没有充分发展，国内的实验教学由于软硬件条件和传统教

育思路的限制，单向灌输式的实验教学方式还非常普遍。 

目前的虚拟仿真实验系统可由同学自由进行虚拟实验操作，但操

作过程、实验结果等过程数据还没有与真实实验结合，虚拟实验数据

和真实实验系统尚没有进行数据融合，虚拟实验如果仅仅停留在为同

学提供虚拟实验操作的层面，将无法充分发挥互联网教学的数据融合

优势。虚拟实验后续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建立虚拟实验与真实实验的数

据融合通道，今后的物理实验教学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将在现有功能基

础上融入虚拟实验-真实实验数据融合的数据采集功能及实验学习过

程数据分析等工具，有力地提高了对实验教学过程的数据采集和分析

功能，更好地把握同学实验教学情况，了解实验教学需求，调整实验

教学方向提供真实可靠的大数据支持。 

（2）提高教学质量，开展建立实验教学评教体系工作； 

教师评价是教育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师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的重要环节，对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具有重大影响。

教师评价不仅可为教育决策服务，而且可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必要

的信息。 

实验教师队伍素质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培养效果。物理实验教学中

心目前面向全校理、工、医学、致远、非理工专业等共开设物理实验

教学课程 17 门，每年涉及学生人数近 5000 人，总教学学时数近 15

万；每学期有近 20 名学科组教师及 20 余名助教实施实验教学活动，

是面大量广的实践教学工作。每学期、每个实验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教

师或助教承担教学任务。实施教学活动的教师、助教具有相当的流动

性，目前国内高校实验教师评价体系多是从理论课教师评价体系简单



移植过来的，缺乏针对性。 

需要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

０２０ 年）》关于“改进教育教学评价，根据培养目标和人才理念，

建立科学、多样的评价标准”的要求，构建与国家应用型、创新型人

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高校实验教师评价体系。2017 年将专门组织相

关教师、实验员参与讨论实验课程教学评价体系建设工作，针对实验

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能力，实验设备维护情况，实验项目总体设置

等几个大方面研讨适合面大、量广的实验教学评价体系。既可以对教

学活动的效果进行评价，更重要的是获得更多教学环节的信息，为不

断提高教学质量提供数据依据。 

（3）做好“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经费”项目的执行工作。 

“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经费”项目已经进入执行阶段，新

一年将更迅速地推进对实验项目所涉及的实验设备的调研和采购，结

合理科大楼规划，实验教学体系综合改革，力争将国家和学校的资源

支持更有效的服务于物理实验教学工作。 

注意事项及说明： 

1.文中内容与后面示范中心数据相对应，必须客观真实，避免使

用“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等词。 

2.文中介绍的成果必须具有示范中心的署名。 

3.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关成果

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 

 

 

 

 

  



 

第二部分 示范中心数据 

（数据采集时间为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一、示范中心基本情况 

示范中心名称 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所在学校名称 上海交通大学 

主管部门名称 教育部 

示范中心门户网址 http://pec.sjtu.edu.cn 

示范中心详细地址 上海是闵行区东川路

800号 物理实验楼 

邮政编码 200240 

固定资产情况 1200万元 

建筑面积 2500㎡ 设备总值 1200万元 设备台数 1083台 

经费投入情况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直属高校不填） 
万元 所在学校年度经费投入 50万元 

注：（1）表中所有名称都必须填写全称。（2）主管部门：所在学校的上级主

管部门，可查询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二、人才培养情况 

（一）示范中心实验教学面向所在学校专业及学生情况 

序号 
面向的专业 

学生人数 人时数 
专业名称 年级 

1 理工科专业 1 2435 58440 

2 理工科专业 2 2194 52656 

http://pec.sjtu.edu.cn/


3 致远学院科非物理专业 1 90 2160 

4 致远学院非物理专业 2 64 1536 

5 致远学院物理专业 1 25 2000 

6 致远学院物理专业 2 23 2208 

7 物理学院物理学专业 1 64 5120 

8 物理学院物理学专业 2 64 5120 

9 医学院医学专业 1 322 7728 

10 密歇根联合学院 2 276 7728 

11 非理工科专业 2 96 384 

…     

注：面向的本校专业：实验教学内容列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专业。 

（二）实验教学资源情况 

实验项目资源总数 93个 

年度开设实验项目数 52个 

年度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 12门 

实验教材总数 1种 

年度新增实验教材 1种 

注：（1）实验项目：有实验讲义和既往学生实验报告的实验项目。（2）实验

教材：由中心固定人员担任主编、正式出版的实验教材。（3）实验课程：在专业

培养方案中独立设置学分的实验课程。 

（三）学生获奖情况 

学生获奖人数 15人 

学生发表论文数 3篇 

学生获得专利数 0项 

注：（1）学生获奖：指导教师必须是中心固定人员，获奖项目必须是相关项

目的全国总决赛以上项目。（2）学生发表论文：必须是在正规出版物上发表，通

讯作者或指导老师为中心固定人员。（3）学生获得专利：为已批准专利，中心固

定人员为专利共同持有人。 

三、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情况 



（一）承担教学改革任务及经费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文号 负责人 参加人员 起止时间 经费（万元） 类别 

1 

拔尖人才英

语物理实验

课程研究 

 李向

亭 

 2015 0.2 a 

2 

适应理科拔

尖人才培养

的物理实验

教学模式改

革 

 王锦

辉 

 2016 0.1 a 

…       a 

注：（1）此表填写省部级以上教学改革项目（课题）名称：项目管理部门下

达的有正式文号的最小一级子课题名称。（2）文号：项目管理部门下达文件的文

号。（3）负责人：必须是中心固定人员。（4）参加人员：所有参加人员，其中研

究生、博士后名字后标注*，非本中心人员名字后标注＃。（5）经费：指示范中

心本年度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6）类别：分为 a、b 两类，a 类课题指以示范

中心为主的课题；b类课题指本示范中心协同其它单位研究的课题。 

（二）承担科研任务及经费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文号 负责人 
参加

人员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类别 

1 

应用超颖材料提

高非接触式电能

传输耦合性能的

机理研究 

5127

7120 

罗旭东  2014.1-2

016.12 

16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 

2 

CdSe二维纳米结

构薄膜液相制备

及其光电特性调

控研究 

1130

4197 

潘葳  2015.1-2

017.12 

50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 

注：此表填写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课题）。 



（三）研究成果 

1.专利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授权号 获准国别 完成人 类型 类别 

1 

具有微结构

表面的自支

持薄膜及其

制备方法 

 中国 潘葳、庞

林娜、沈

文忠、钟

思华 

  

2 
轻薄隔声材

料 

 中国 罗旭东   

注：（1）国内外同内容的专利不得重复统计。（2）专利：批准的发明专利，

以证书为准。（3）完成人：所有完成人，排序以证书为准。（4）类型：其它等同

于发明专利的成果，如新药、软件、标准、规范等，在类型栏中标明。（5）类别：

分四种，独立完成、合作完成—第一人、合作完成—第二人、合作完成—其它。

如果成果全部由示范中心固定人员完成的则为独立完成。如果成果由示范中心与

其它单位合作完成，第一完成人是示范中心固定人员则为合作完成—第一人；第

二完成人是示范中心固定人员则为合作完成—第二人，第三及以后完成人是示范

中心固定人员则为合作完成—其它。（以下类同） 

2.发表论文、专著情况 

序号 论文或专著名称 作者 
刊物、出

版社名称 

卷、期 

（或章节）、页 
类型 类别 

1 

Multiple value 

storage based on a 

nano-electronic-me

chanical mechanism 

using graphene 

flakes 

Neng Wan, Wei 

Pan, and 

Shao-chun 

Tang 

RSC 

Advances 

6(73), 

68964-68968 

  

2 

Strain-induced 

growth of oriented 

graphene layers 

revealed by in situ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observation 

Neng Wan, Wei 

Pan, and Tao 

Lin 

Phys. 

Chem. 

Chem. 

Phys., 

18, 

16641-16646 

  



 

Membrane-constrain

ed acoustic 

metamaterials for 

low frequency sound 

insulation 

Xiaole Wang, 

Hui Zhao, 

Xudong Luo, 

and Zhenyu 

Huang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108,041905 

(2016) 

国外

刊物 

学术

论文 

 

Distant and wide 

range wireless 

power transfer from 

metamedia 

Lin Zhu, 

Xudong Luo, 

and Hongru Ma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109,024103 

(2016) 

国外

刊物 

学术

论文 

 

Extended 

explanation of 

transformation 

optics for 

metamaterial-modif

ied wireless power 

transfer systems 

Lin Zhu, 

Xudong Luo, 

and Hongru Ma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119,115105 

(2016) 

国外

刊物 

学术

论文 

 

Concentric 

Circular Grating 

Generated by the 

Patterning 

Trapping of 

Nanoparticles in an 

Optofluidic Chip 

Hailang Dai, 

ZhuangqiCao, 

YuxingWang 

Sciencti

fic 

Reports 

23,August,201

6 

DOI:10.1038 

国外

刊物 

学术

论文 

 
LED 峰值波长偏移对

色纯度的影响 

王瑗，潘葳，

李向亭 

物理实验  国内

刊物 

教学

论文 

 

锁骨下静脉置管

模型中磁场对导

丝的影响 

王锦辉 
上海交通

大学学报

医学版 

36卷，第 6期 国内

刊物 
学术

论文 

 

利用恒力矩转动

法对刚体转动惯

量正交轴定理的

实验验证 

王锦辉 
物理实验 

 
国内

刊物 
教学

论文 

 
F-H实验测量方案

的改进 

杨文明 
物理实验 

36卷 10期 P5 
国内

刊物 
教学

论文 



注：（1）论文、专著均限于教学研究、学术论文或专著，一般文献综述及一

般教材不填报。请将有示范中心署名的论文、专著依次以国外刊物、国内重要刊

物，外文专著、中文专著为序分别填报，并在类型栏中标明。单位为篇或册。（2）

国外刊物：指在国外正式期刊发表的原始学术论文，国际会议一般论文集论文不

予统计。（3）国内重要刊物：指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建立的中国科学引文数

据库(简称 CSCD) 核心库来源期刊 (http://www.las.ac.cn), 同时可对国内发

行的英文版学术期刊论文进行填报，但不得与中文版期刊同内容的论文重复。（4）

外文专著：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5）中文专著：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不包括

译著、实验室年报、论文集等。（6）作者：所有作者，以出版物排序为准。 

3.仪器设备的研制和改装情况 

序号 
仪器设 

备名称 

自制或 

改装 

开发的功能 

和用途 

（限 100 字以内） 

研究成果 

（限 100字以

内） 

推广和应用

的高校 

1 

空气动力学

实验 

自制 增加机翼配件，扩

充空气动力学实

验内容 

实验机翼配

件的定制； 

 

2 

阿贝成像与

空间滤波 

自制 增加实验内容，提

高实验结果对比

度及同学的实验

兴趣。 

设计制作不

同图案的低

密度光栅器

件 

 

3 

地磁场测量 改造 提高实验操作可

靠性，避免导线缠

绕。 

 

电机驱动器

制作，增加换

向滑环； 

 

4 

硅光电池特

性实验 

改造 降低器件损坏率。 保险丝改造；

限压可调的

稳压电源改

造，自恢复 

 

注：（1）自制：实验室自行研制的仪器设备。（2）改装：对购置的仪器设备

进行改装，赋予其新的功能和用途。（3）研究成果：用新研制或改装的仪器设备

进行研究的创新性成果，列举 1－2项。 

4.其它成果情况 

名称 数量 

国内会议论文数 8篇 

国际会议论文数 0篇 

国内一般刊物发表论文数 5篇 

省部委奖数 0项 

其它奖数 15项 

注：国内一般刊物：除 CSCD 核心库来源期刊以外的其它国内刊物，只填报

http://www.las.ac.cn/


原始论文。  

四、人才队伍基本情况 

（一）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份 职称 职务 工作性质 学位 备注 

1 叶庆好 男 1957 教授  教学 本科  

2 叶曦 男 1962 教授  教学 博士  

3 沈学浩 男 1961 高工 
副主

任 

管理 

技术 
本科  

4 周红 女 1966 副教授 
副主

任 
教学 本科  

5 黄学东 男 1962 
高级实

验师 
 技术 本科  

6 刘嘉滨 男 1976 工程师  技术 硕士  

7 窦葳 女 1962 副教授  教学 本科  

8 杨卫群 女 1965 实验师  技术 本科  

9 赵西梅 女 1974 讲师  教学 硕士  

10 王瑗 女 1963 高工  技术 硕士  

11 王宇清 女 1963 
高级实

验师 
 技术 本科  

12 贺莉蓉 女 1971 工程师  技术 硕士  

13 孙存英 女 1970 工程师  技术 博士  

14 王宇兴 男 1975 
高级实

验师 

副主

任 

教学 

管理 
博士  

15 王锦辉 男 1969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16 李向亭 女 1965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17 潘葳 女 1981 讲师  教学 博士  

18 罗旭东 男 1973 副教授  教学 博士  

…         

注：（1）固定人员：指经过核定的属于示范中心编制的人员。（2）示范中心

职务：示范中心主任、副主任。（3）工作性质：教学、技术、管理、其它，从事

研究工作的兼职管理人员其工作性质为研究。（4）学位：博士、硕士、学士、其

它，一般以学位证书为准。“文革”前毕业的研究生统计为硕士，“文革”前毕

业的本科生统计为学士。（5）备注：是否院士、博士生导师、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长江学者等，获得时间。 



（二）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份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类型 工作期限 

1         

…         

注：（1）流动人员：包括“访问学者和其他”两种类型。（2）工作期限：在

示范中心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三）本年度教学指导委员会人员情况（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

没有成立的可以不填）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份 职称 职务 国别 工作单位 类型 参会次数 

1          

2          

…          

注：（1）教学指导委员会类型包括校内专家、外校专家、企业专家和外籍专

家。（2）职务：包括主任委员和委员两类。（3）参会次数：年度内参加教学指导

委员会会议的次数。 

 

    五、信息化建设、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情况 

（一）信息化建设情况 

中心网址 http://pec.sjtu.edu.cn 

中心网址年度访问总量 10万人次 

信息化资源总量 500,000Mb 

信息化资源年度更新量 150,000 Mb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41项 

中心信息化工作联系人 姓名 刘嘉滨 



移动电话 13611916962 

电子邮箱 liujb@sjtu.edu.cn 

（二）开放运行和示范辐射情况 

1.参加示范中心联席会活动情况 

所在示范中心联席会学科组名称 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参加活动的人次数 15人次 

2.承办大型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主席 参加人数 时间 类型 

1       

…       

注：主办或协办由主管部门、一级学会或示范中心联席会批准的会议。请按

全球性、区域性、双边性、全国性等排序，并在类型栏中标明。 

3.参加大型会议情况 

序号 大会报告名称 报告人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1 

慕课混合式实验

教学方式的实践

探索 

周红 
上海市物理学会

2016年会 
2016.1 上海 

2      

…      

注：大会报告：指特邀报告。 

4.承办竞赛情况 

序号 竞赛名称 参赛人数 负责人 职称 起止时间 
总经费 

万元 

1 
上海市中学生

物理竞赛 
60 杨文明 副教授 

2016.9.2

4 
2.0 

2 

“全国大学生

物理实验竞赛”

校内选拔赛 

51 王宇兴 
高级实验

师 

2016.11.

23 
1.0 

注：学科竞赛：按国家级、省级、校级设立排序。 

5.开展科普活动情况 



序号 活动开展时间 参加人数 活动报道网址 

1 2016.1 40 金山中心冬令营 

2 2016.7 90 致远创新实验夏令营 

6.接受进修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单位名称 起止时间 

1      

注：进修人员单位名称填写学校，起止时间以正式文件为准。 

7.承办培训情况 

序号 培训项目名称 培训人数 负责人 职称 起止时间 
总经费

（万元） 

1       

注：培训项目以正式文件为准，培训人数以签到表为准。 

（三）安全工作情况 

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4人次 

是否发生安全责任事故 

伤亡人数（人） 
未发生 

伤 亡 

0 0  
注：安全责任事故以所在高校发布的安全责任事故通报文件为准。如未发生

安全责任事故，请在其下方表格打钩。如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请说明伤亡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