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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同济留德青年校友人才科技论坛” 

暨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校友分会 2022 年年会 日程 

 

时间：2022 年 6 月 4 - 6 日（德国 Pfingsten 假期） 

地点：德国海德堡市   

主办单位：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德国校友分会 (CAMT-D) （www.cdhawer.com） 

支持单位：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CDHAW）（www.cdhaw.tongji.edu.cn） 

                 德国同济校友会（BTAD）（tongjide.wordpress.com） 

                 德国高校国际合作联合会（DHIK）（www.dhik.org） 

                 中德可持续建筑协会 (CINB) 

赞助单位：中德科技园控股有限公司（Sino German Hi-Tech Park Holding GmbH）（sghtp.de） 

                 黄埔·广州开发区海德堡离岸创新中心 （www.huangpu-europe.com） 

                 Hotel ISG Heidelberg （www.isg-hotel.de） 

 

http://www.cdhaw.tongji.edu.cn/
https://tongjide.wordpress.com/
http://www.dhik.org/
https://sghtp.de/
http://www.huangpu-europe.com/
http://www.isg-hote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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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动简介： 

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德国校友分会（以下简称校友分会）自 2013 年初夏成立至今，每年德国

Pfingsten 假期都会开设年会和论坛活动，并逐渐成为院友们的固定节日。每年年会中，都会有近百

位青年院友从德国各地相聚一起，共同分享留德期间的学习、工作、生活经验，探讨时下热门科技

话题。校友分会在过去的十年间，多次在黑森林、柏林、慕尼黑和法兰克福等院友聚集地区举办活

动。今年的 6 月即将到来，校友分会年会暨“第十届同济留德青年校友人才科技论坛”将活动地点

选在了德国著名的旅游文化之都 ——海德堡。 

本次年会为期三天，聚焦中德建交五十周年的科技发展与交流、青年人才德国发展等话题，是

院友会携手各合作伙伴，面向全体会员、院友和各界朋友们的聚会活动，也是在德国组织举办的第

十次活动。院友会希望以此年会活动为契机，邀请德国各地的会员和院友们齐聚一堂，通过院友论

坛（优秀院友经验分享）、专题报告、集体聚餐、集体旅游等丰富活动，聚焦院友留德发展成才之

路、分享留德学习工作经验、交流中德文化差异、探讨院友们关心的留德生活发展话题，从而加深

各年级院友间的沟通和情谊，为留德学习和工作的院友们提供交流、交友的平台。年会工作组热诚

邀请所有院友及校友们积极广泛传播，踊跃报名参加！ 

本次年会活动目前已得到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德国同济校友会、德国高校国际合作联合

会、中德科技园控股有限公司、黄埔·广州开发区海德堡离岸创新中心、Hotel ISG Heidelberg 等各

界组织和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与赞助，校友分会理事会及年会工作组在此深表谢意！ 

活动日程安排一览表请查看第 1.1 章节, 报名细则、收费标准、住宿、餐饮信息请参见第 2 章

节，各项活动详细流程以及广州黄埔开发区职业咨询会介绍请查看第 3 章节，海德堡旅游简介在第 4

章节，有关中德科教园介绍请翻阅第 5 章节，嘉宾以及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德国校友分会理事会

介绍位于第 6，7 章节。 

 
图 1：往届活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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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十届同济留德青年校友人才科技论坛” 暨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校友

分会年年会日程安排 

6 月 4 日 (周六) 

时间 日程安排 

 

- 21:30 

海德堡老城及城堡自由行（不统一组织）， 

签到入住&领取身份牌 

签到负责人：蒋星，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德国校友分会年会志愿者 

住宿地点：ISG Hotel Heidelberg，  

                 Im Eichwald 19, 69126 Heidelberg 

18:00 - 22:00 参会者接待，桌游及自由交流 

桌游组织者：张佳琪，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德国校友分会理事 

地点：Seminarraum oder Biergarten von ISG Hotel Heidelberg， 

          Im Eichwald 19, 69126 Heidelberg 

19:30-20:30 读博经验分享及讨论会 

（针对群体：在读博 PhD 的院友及校友) 

详细介绍请见章节 3.1 

分享人：孙宇亮 博士，德国博世公司 雷达算法工程师     

地点：Biergarten von ISG Hotel Heidelberg 

          Im Eichwald 19, 69126 Heidelberg 

20:30-21:00 博士生职位申请经验分享会  

（针对群体：有读研读博意向的院友及校友） 

详细介绍请见章节 3.1 

分享人：郁成楠，慕尼黑工业大学 遥感图像与计算机视觉方向在读博士生 

地点：Biergarten von ISG Hotel Heidelberg 

          Im Eichwald 19, 69126 Heidel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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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5 日 （周日 科技论坛日） 

时间 日程安排 

7:00-9:00 自助早餐 

地点：Restaurant ISG Hotel Heidelberg,  

         Im Eichwald 19, 69126 Heidelberg 

9:00-9:15 会议签到 

论坛地点：中德科技园（Sino German Hi-Tech Park） 

                 Forum 7, 69126 Heidelberg 

9:15-9:45 

 

会议开始，嘉宾致辞 

致辞 1：王继平 教授，同济大学校友会-中德工程学院分会 会长 

致辞 2：Reiner Dudziak 教授, 德国高校联合会 主席 

致辞 3：沈国强，同济大学德国校友会 会长 

主持：曹永焘，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德国校友分会 执行会长 

9:45-10:10 

 

专题报告 1：《New Mobility & Green Transition at the hear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报告人：Daniel Frerichs 博士,  

             黄埔·广州开发区海德堡离岸创新中心 欧洲招商总监 

10:10-10:20 

 

专题报告 2：《中德科技合作回顾与展望》 

报告人：Mike de Vries，中德科技园控股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 

10:20-10:45 

 

专题报告 3：《中德关系的走向和留德华人的未来》 

报告人：洪中 博士，德国爱迪斯公司 前大中华区总裁， 

                               德国赢创工业集团涂料和添加事业部亚太 前总经理， 

                               中德科技园控股有限公司 前执行总裁 

10:45-10:55 

 

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校友分会年度工作报告 

报告人：宋子航，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德国校友分会 司库 

10:55-11:10 
集体照， 

茶歇（提供咖啡、水、小点心） 

11:10-12:10 

 

汽车科技分论坛（与能源分论坛并行）： 

专业报告 3.1：中国车企品牌的欧洲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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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郝冠琦，中汽研欧洲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国德国研发创新联盟 秘书长 

圆桌论坛嘉宾： 

郝冠琦，中汽研欧洲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国德国研发创新联盟 秘书长, 

韩强，长城汽车德国有限公司 本地化研发总监及战略企划总监 

刘学新，Yes Auto 总经理 

主持人：王琪，剑桥大学 超导电机方向在读博士生 

能源分论坛（与汽车分论坛并行）： 

专业报告 3.2：碳中和背景下留德华人如何抓住个人发展机遇 

报告人：廖宇，沃太能源战略 副总经理， 

                       云智慧研究院 院长， 

                       中德创新联盟碳中和专委会 副主任 

圆桌论坛嘉宾： 

廖宇，沃太能源战略 副总经理，云智慧研究院 院长， 

          中德创新联盟碳中和专委会 副主任 

刘惠婷，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 LCA 方向在读博士生 

管文林，EnBW AG 电力日内现货交易经理 

主持人：朱斌斌，布伦瑞克工业大学 固态电池方向在读博士生 

12:10-13:15 

中餐自助 

地点：中德科技园二楼餐厅 

      Forum 7, 69126 Heidelberg 

13:15-14:45 

 

第十届院友论坛：院友职业发展及经验交流会（与广州黄埔招聘宣讲会及职业咨

询并行） 

- 主题：德国职场的关键软技能 

- 讨论德国职场关键软技能：职场沟通、成果能见度、领导力等 

- 中国人群体在德国职场的整体特点 

- 中德两国职场关键软技能的异同 

- 业界与学术界所需关键软技能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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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介绍请见章节 3.4 

分享人： 

郝冠琦，中汽研欧洲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国德国研发创新联盟 秘书长 

沈枫，Drees & Sommer 迪索工程 机电咨询师/China Desk 成员  

王元辰，斯图加特大学 可持续建筑方向研究员 

胡晓敏，Planungsgruppe M+M AG 项目组主管 

主持人：刘克寒，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德国校友分会 副会长， 

                           TenneT 输电网公司 数据科学家 

地点：中德科技园十七楼 

          Forum 7, 69126 Heidelberg 

广州黄埔招聘宣讲会及职业咨询  

（需在报名表中提前预约，与院友职业发展及经验交流会并行） 

- 与专业猎头公司及人力资源专家一对一交流职业发展规划 

- 了解更多关于广州黄埔区的职位空缺情况 

- 了解如何高效申请职位 

详细介绍请见章节 3.5 

咨询师：Daniel Frerichs 博士,  

             黄埔·广州开发区海德堡离岸创新中心 欧洲招商总监 

             和 2 名国际猎头公司专家 

地点：中德科教园九楼 

          Forum 7, 69126 Heidelberg 

14:45-15:00 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德国校友分会理事补选 

详细介绍请见章节 3.3 

15:00-15:30 自由交流 

15:30-16:30 葡萄酒庄园徒步 

从年会主会场中德科技园控股有限公司出发，前往品酒会所在的 ISG Hotel 

详细介绍请见章节 3.7 

徒步负责人：王琪，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德国校友分会 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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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30 葡萄酒品酒会 

详细介绍请见章节 3.8 

品酒师：Dr. Ludwig Tauscher，Alter Vater Rhein GmbH 

地点：ISG Hotel Heidelberg,  

          Im Eichwald 19, 69126 Heidelberg 

17:30-19:00 晚餐  

地点：ISG Hotel Heidelberg,  

          Im Eichwald 19, 69126 Heidelberg 

19:00-22:00 桌游，卡拉 OK 及自由交流  

桌游组织者：张佳琪，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德国校友分会理事 

桌游地点：Seminarraum von ISG Hotel Heidelberg， 

                 Im Eichwald 19, 69126 Heidelberg 

卡拉 OK 地点：待定 

 

 

6 月 6 日 （周一） 

时间 会议议程 

7:00-9:00 自助早餐 

地点：Restaurant von ISG Hotel Heidelberg,  

      Im Eichwald 19, 69126 Heidelberg 

-11:00 退房 

11:00- 返程或周边自由行（不统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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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名须知 

a. 各界朋友皆可报名，由于本次年会活动接待能力有限，参会人数上限为 70 人，报名采取会员优

先，先到先得的原则（若报名者中会员人数超过 70 人，则前 70 位会员拥有与会资格；若报名会

员人数不足 70 人，则按先到先得原则选择非会员报名者）如若会员家属或伴侣有参会意愿，请

在报名表中注明，理事会将为您安排合理的房间分配以及参会优先级（伴侣或家属也需要填写报

名表）。 

b. 校友分会（CAMT）对参加本次年会活动的 CAMT 会员提供一定经费补贴。同时，因活动品质和

实际成本，向确认参加者收取一定报名费（详见“收费说明”）。尚未报名成为 CAMT 会员的同

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院友，可通过 https://www.cdhawer.com/about-us/register/ 申请会员或

更新会员信息。 

c. 报名参加 2022 年 CAMT 年会的方式采用网上填写表单报名，报名时间为 4 月 29 日（周五）18

点 至 5 月 7 日 （ 周 六 ） 晚 20 点 。 报 名 参 加 年 会 的 链 接 地 址 为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8qFZmUfTA9r7GFHIUtGfIqq3JdleU0I6cO

DzzocqO19UF-w/viewform  

d. 报名者成功填写并提交报名表后，报名系统将依据提交报名表的时间先后和会员优先原则进行排

序，并向排序靠前（名额范围内）的报名者发送一封成功报名的确认邮件。排序靠后的报名者将

自动进入等待列表（Warteliste），当出现名额空缺时，依次递补。 

e. 收到确认邮件的报名者，请按邮件提示，通过银行转账将相应的报名费用在规定时间内（5 月 8

日晚 20 点之前）汇款到院友会指定账户，年会工作组收到汇款凭证后将发送邮件确认。逾期未

成功汇款的报名者，视为放弃报名资格，空缺名额由等待列表依次递补。 

f. 由于本次年会活动接待能力有限，为确保其他会员利益，年会工作组提请各位报名者慎重考虑，

珍惜参与机会、合理安排行程。成功报名者如因故不能出席活动，收取的报名费用，无特殊原因

将不予退还，希望大家理解。 

g. 汇款账户： 

 收款人：Shen Jiayun 

 IBAN: DE14 8707 0024 0364 8284 00 

 BIC:    DEUTDEDBCHE 

h. 2022 年海德堡年会微信群二维码（5 月 6 日前有效）： 

                               

https://www.cdhawer.com/about-us/register/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8qFZmUfTA9r7GFHIUtGfIqq3JdleU0I6cODzzocqO19UF-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8qFZmUfTA9r7GFHIUtGfIqq3JdleU0I6cODzzocqO19UF-w/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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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收费说明 

       为年会活动顺利开展，本届年会根据参会人群采取梯度报名费的形式。所有收费所得将全部用

于补助每位与会者在年会期间产生的诸如会议场地、住宿餐饮、材料印刷、设备租借、嘉宾邀请等

一系列组织成本。以下各自收费独立，报名时可根据各自需求分开选择。补贴后的价格参见下表: 

 表 1: 2022 年收费说明一览表 

 选项类型 参会项目 

会员 

（在读学生*） 

会员 

（已参加工作） 

非会员 

（原价） 

必选 基础参会费（酒水，点心，场地费等） 5 欧/人 10 欧/人 15 欧/人 

可选    周六双人间**（含早餐，健身房，桑拿） 20 欧/人 25 欧/人 55 欧/人 

可选 周六单人间（含早餐，健身房，桑拿） 65 欧/人 65 欧/人 85 欧/人 

可选    周日双人间**（含早餐，健身房，桑拿） 40 欧/人 45 欧/人 55 欧/人 

可选 周日单人间（含早餐，健身房，桑拿） 75 欧/人 75 欧/人 85 欧/人 

可选          周日中餐午餐自助（包含酒水） 15 欧/人 20 欧/人 25 欧/人 

可选 品酒会 0 欧/人 0 欧/人 5 欧/人 

可选 周日欧式晚餐自助（不包含酒水） 20 欧/人 20 欧/人 26 欧/人 

*在读学生一栏不包括有收入的在读博士生群体。 

**此次年会我们为大部分院友提供双人标间。如无特殊要求，我们将根据参会者的性别、专业、年

级以及工作领域（尽量相近原则）进行合理的分配。如有其他分配意向，例如有意向室友且已得到

对方确认，我们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调整。 

 

2.2 餐饮介绍 

       ISG Hotel 为入住的参会者提供每日自助早餐，早餐时间为每日 7:00 - 10:00。 

       周六晚餐（6 月 4 日）请各位参会者自行安排，院友会不统一组织。海德堡市区有大量符合亚

洲人口味的餐厅。ISG Hotel 也可提供晚餐，菜单可参考 ISG Hotel 。ISG Hotel 附近有两家自助中

餐厅：Gormet City 与 China Restaurant Shanghai，以及一家评分很高的希腊餐厅 Restaurant 

Delphi。 

       周日中午（6 月 5 日，正式会议日）我们在中德科技园餐厅（二楼）为大家提供中餐自助，针

对不同参会群体的价格优惠请参见表 1，表 2 为此次中餐自助的菜单： 

 

http://en.isg-hotel.de/restaurant_biergarten/menu.pdf


  

10 

 

                     表 2: 正式会议日午餐自助菜单 

冷菜 热菜 (素) 热菜 (荤) 

凉拌黄瓜 家常豆腐 宫保鸡丁 

五香牛肉 蒜蓉小白菜 鱼香肉丝 

 鱼香茄子 红烧肉 

 酸辣土豆丝 葱姜牛肉 

  辣子鸡 

                   *最终菜单可能有所变动，以当日通知为准 

周日晚餐（6 月 6 日，正式会议日）我们在 ISG Hotel 为大家提供欧式自助晚餐，针对不同参会群

体的价格优惠请参见表 1。 

 

2.3 住宿介绍 

       我们在海德堡预订的酒店设有带桑拿浴室、休闲室和日光浴室以及健身区。酒店设有啤酒花

园。您可以在滚球场上进行运动，同时享用该地区的葡萄酒或鲜榨的啤酒。 酒店提供免费室外停车

位，地下停车库每天收费 8 欧元。 

    
图 2： ISG Hotel 桑拿室（左），休息区（中），健身房（右） 

 

2.4 交通介绍 

       我们鼓励自驾出行的参会者与周边院友一同出行，CAMT 可帮助参会者内部协调 Mitfahren，方便

他人的同时可分摊油费，详细信息请见报名表。此外，我们为司机按距离和 Mitfahren 同行会员人数提

供额外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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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正式会议日午餐自助菜单 

交通距离 中近距离 远距离 

司机补贴额度* 5 欧/人 10 欧/人 

*: 司机补贴及相关问题请直接与 CAMT 司库宋子航联系，邮箱：song_zihang@hotmail.com 

 

2.5 活动场地 

       第一晚的院友见面和经验交流环节我们在所住 ISG 酒店的 Biergarten 中举行。入住酒店后在落

日余晖下，空气清新的花园中与院友亲切问候并深入沟通，是认识新朋友和老友叙旧的最佳场所。 

  
图 3: ISG Hotel Biergarten 

       第二日的专题报告和分论坛活动在海德堡中德科技园举办。在科技大厦设备齐全的会议厅，嘉

宾和院友们可以鸟瞰莱茵河的壮丽景色。 

  
 

 

 

 
图 4: 中德科技园（正式会议场地） 

mailto:song_zihang@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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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动细则 

3.1 博士生职位申请经验分享会&读博经验分享及讨论会 

       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院友不满足于本科/硕士的学习，攻读博士学位变成了热门选择。

校友的学术研究遍布全球各大高校研究所。 

       本次 PhD 论坛旨在凝聚院友资源，为不同地区的有志于学术研究的院友提供一个友好交流平台，

同时也向想读博的年轻校友提供咨询渠道。 

       本年度 PhD 论坛分为两个环节：嘉宾分享和自由讨论。 

       嘉宾分享：在读博士+毕业博士校友将针对博士职位申请、面试经验，学术研究、资金申请等方

面的经验分享。我们将邀请慕尼黑工业大学和德国宇航中心联合培养的博士生郁成楠，分享他在博

士申请期间的心得体会。同时，我们将邀请孙宇亮博士来分享他博士期间的学术研究经验。 

       自由讨论：此环节我们欢迎所有校友和嘉宾自由讨论。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准备问题以此

提高自由讨论环节的效率。 

 

3.2 专业报告 

       自 2019 年起，院友会年会引入了专业论坛，旨在提升年会的专业性，并促进与其他专业协会的

交流。同时，为大家提供了平台去了解不同专业领域的前沿技术、未来挑战和发展前景。 

       最新专业论坛的主题与中德工程学院的开设专业相契合，但又包含了许多跨专业、跨领域的话

题。其论坛主题主要涉及到汽车与自动驾驶、碳中和与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数字化等等领域。 

       每一个院友会专业论坛都由两部分组成，即一个时长为 25 分钟的报告和一个 35 分钟的圆桌讨

论环节，总长 1 小时。一般每次院友会会开展两个同时的进行的专业论坛。大家可根据自己的专业

兴趣选择想要参加的专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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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志愿者招募及理事会补选 

       年会作为校友分会每年一次的重要活动，是院友们进行学术、情感交流的重要平台。参加年会

的组织活动是对年轻院友组织领导能力的一次极佳锻炼，可以在团队协作中认识到更多优秀的校友，

也可以更加熟悉一般活动的组织流程。 

年会志愿者： 

       年会志愿者的工作一般包括协助理事会年会团队进行年会前的组织工作及在年会期间对各项工

作进行支持。 

       有意愿参与此次年会的志愿者，欢迎在 5 月 20 日之前通过报名表或通过发送报名申请邮件至

camt.deutschland@gmail.com ，邮件标题为“2022 年年会志愿者申请”。筹备组收到邮件后，

将与你取得联系。 

理事增选： 

       院友会理事会是院友会组织日常活动及年会的核心单位，加入理事会意味着更深层次地加入院

友会的管理工作中来。由于今年是非换届年份，因此将增选 2-4 名理事，作为对理事会执行团队的

加强和补充。 

       有意愿参与竞选理事增选的正式会员，欢迎在 5 月 20 日之前通过报名表或通过发送报名申请邮

件至 camt.deutschland@gmail.com，邮件标题为“2022 年理事增选竞选申请”。筹备组收到邮

件后，将与你取得联系。 

 

3.4 第十届院友发展论坛 

       院友发展论坛是中德工程学院院友会每年的年会上，最核心的板块之一。院友发展论坛基于院

友的相同背景，聚焦院友在工作、生活上的发展，促进院友之间的交流。前几届的院友发展论坛，

我们更多关注的是“选择”，包括留在德国还是回到中国，读博还是工作。这次的院友发展论坛，

我们将会更加聚焦在德国职场中的关键软技能。届时我们邀请了几位分享人与大家分享他们在职场

关键软技能方面的见解，主持人与分享人也会与在场所有参与者就此展开讨论与互动此次院友。此

次院友发展论坛涉及到的主要内容包括： 

- 讨论德国职场关键软技能：职场沟通、成果能见度、领导力等 

- 中国人群体在德国职场的整体特点 

- 中德两国职场关键软技能的异同 

- 业界与学术界所需关键软技能的异同 

 

mailto:camt.deutschland@gmail.com
mailto:camt.deutschland@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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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广州黄埔招聘宣讲会及职业咨询（Huangpu Job Fair & Career 

Counselling） 

       此次职业咨询的目的是提高国际人才对未来技术产业（生物技术、新交通、清洁技术、新能源、

新材料等）就业机会的认识，这些产业位于世界创新和未来经济热点地区--大湾区的中心地带，是

中国的顶级开发区之一，即广州黄埔区。无论未来你是对中小企业还是大型跨国公司感兴趣，黄埔

（广州）都是一个促进你职业发展的地方。 在这里您将有机会与来自德国和中国的专业职业导师互

动，在世界未来技术和创新热点的中心--大湾区寻找职业机会。 
 

  
 

 

 

 
图 5: 黄埔·广州开发区科技产业热点 

 

      职业咨询的主要内容： 

1. 与来自欧洲和黄埔的专业猎头公司和人力资源专家会面交流。 

2. 了解更多关于广州黄埔区的职位空缺情况。 

3. 了解如何高效申请职位。 

      关于主办方： 

       黄埔区（广州）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是中国三大高科技和未来经济开发区之一。超过

60,000 家公司（约 20,000 家外资公司），包括 200 家 500 强公司在黄埔区成功运营，创造了超过

200 亿美元的总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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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埔区这些独具吸引力的科技创新环境扎根于该区强大的工业基础设施（包括世界第五大港口）

和创新基地（包括两所中国科学院）。该区的产业核心包括新交通（L4 级自动驾驶公司，如

WeRide、百度 Apollo、小鹏汽车，以及自动驾驶飞行器公司，如亿航智能的总部都位于黄埔区）、

新能源与新材料（现代）、ICT（LG）、生物医药（蔡司、BeiGene、AstraZeneca、Lonza）等。 

       参与方式： 

       由于一对一职业咨询环节名额有限，需通过报名表（参见 “2.报名须知”）提前预约，先到先

得。一对一职业咨询环节与院友发展论坛并行举行，在参加完一对一职业咨询环节，您仍然有大量

时间继续参与院友发展论坛环节的活动。 

       黄埔·广州开发区公众号与网站： 

                              

        网站：https://www.huangpu-europe.com/ 

 
 

3.6 桌游及自由交流环节 

       活动第一晚和第二晚我们的自由交流环节，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喝酒（喝茶）聊天。同时也

提供海量桌游给需要的院友。UNO，德国心脏病，德州扑克，犯罪现场，狼人杀，阿瓦隆，矮人掘

金，三国杀，殖民火星，卡坦岛，大瘟疫等。欢迎大家在这里放松交友，你也可以带上你喜欢的桌

游来院友会找到桌游爱好者！ 

 
图 6：各式流行桌游 

https://www.huangpu-europ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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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徒步介绍 

       徒步作为会议报告与品酒会之间的衔接部分，为参会人员提供到户外放松的机会，同时提供一

个新的交流环境。我们会从年会主会场中德科技园控股有限公司出发，沿着图 6 展示的徒步路线，

前往品酒会所在的 ISG Hotel。期间我们会穿过海德堡历史葡萄园景观，进入一个历史悠久的，充满

魅力的人文自然胜地。 

       鲜为人知的是，海德堡的这部分地区出产杰出的葡萄酒。其葡萄种植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中

世纪。如今，这个具有南方风情的徒步线路，被莱茵河平原以及法尔茨森林的美妙景色所环绕，同

时又被当地的葡萄种植园、花园和生物园点缀着。置身其中，我们不仅能够放松身心，感受大自然

的魅力，同时还能从中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历史和人文风情。 

 

 
 

 

 

图 7：徒步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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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品酒会 

       此次的年会还设有品酒会。在品酒师 Ludwig Tauscher 博士的带领下，大家将会学习品鉴红酒

知识，感受品酒的艺术，了解欧洲酿酒文化，共同开启一场视觉与味觉的浪漫之旅。品一缕酒香，

享一时芳华。 

 
图 8：品酒会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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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德堡旅游介绍  

       海德堡是诗人歌德“把心遗失的地方”，老城则是海德堡最古老的城区，鹅卵石铺就的集市广

场 (Marktplatz) 是老城的中心，非常适合漫游。城区沿着内卡河南岸依水而建，街道、小巷、和主

要建筑都保留了原来古朴的风格。老城面积不大，可以顺着主街 Hauptstrasse 从俾斯麦广场一路逛

到城堡，沿街有各种精致的咖啡馆、餐厅和小酒馆。海德堡还是德国著名的大学城，主要校区和图

书馆都在老城区。 

  

图 9: 海德堡风景照 

       海德堡城堡是该地的标志，矗立在王座山(Koenigstuhl)山顶，山脚下是海德堡老城和内卡河。

城堡由红色砂石建成，有八百多年历史，几经损毁，未修复的部分至今仍为残垣断壁。城堡的建筑

风格是哥特式、巴洛克式和文艺复兴式的奇妙混合，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建筑。城堡内有

世界上最大的葡萄酒桶(Grosses Fass)，可装下多达 22 万升酒。城堡内另有医药博物馆，展示了数

百年前的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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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德科技园介绍 

       中德科技园由德籍华裔周松波教授建立，是中德之间第一个在 IT、生命科学、电动车和智能工

厂领域的高科技协同创新平台。它的重点是产业界合作，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中国开发区和企业同

德国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之间的合作。中德科技园也致力于成为一个在 “德国工业 4.0“和”中国

制造 2025“这两个国家战略之间执行力强劲的合作平台。第一批来自于中国的项目已经到位，譬如

广州开发区、沈阳中德高端装备园、厦门火炬高新区和哈尔滨经开区等。德国工业和研究机构方面

也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比如弗劳恩霍夫研究院、思爱普、巴斯夫或者德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等，

为中德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注入方向性的动力。2019 年起将开始第二期建设，在海德堡创新园

（HIP）内建设一个拥有实验室、现代的办公区和生产工厂的创新广场作为加速器和孵化器，整体使

用面积超过 6 万平方米。第三期 20 万平方米的中德工业研发和职业培训基地也在计划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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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中德科技园以及微信公众号名片  

6 嘉宾介绍 

姓名+照片 简介 

 

 

王继平 

王继平，男，汉族，1970 年 9 月生，黑龙江绥化人，管理学博

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职业教育治理与质量保障、职教教师教育、

德国职业教育方面的研究。1993 年 7 月至 2006 年 2 月，任职于

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期间，于 1999 年至 2000 年赴德国卡

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经济与经济政策研究所访学研究；自 2006 年 3

月起担任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2015 年 4 月起

任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与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党委书记。 

现为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与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全国师

德师风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

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专家

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职业院校教师培训专家组成员、中国职教

学会副秘书长、中国职教学会师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华职教社

职业教育评估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德国帕德博恩大学客座教授。 

 

 

 

沈国强 

 

沈国强，德华旅游集团总经理 ，德国同济校友会会长，北德华人

华侨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侨联第十届海外委员。本科就读于同

济大学材料学院，经管学院 90 年硕士毕业。 

现居德国汉堡，1981 年进入同济大学建筑材料系学习，1990 年

从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硕士毕业。1991 年赴德留学，1997 年在

德国汉堡创立了德华旅行集团并任总经理。通过多年的努力，德华

旅行集团成为了德国最大的华人旅行社之一。在专注于旅游业发展

的同时，他还担任欧洲杭州联谊总会常务副会长、德国杭州华人华

侨联合会会长、北德华侨华人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德中企业家联合

会副会长、德国同济大学校友会会长、德国中文网董事长、欧洲旅

游联盟副主席、欧荣集团董事、环球时报欧洲版汉堡联络处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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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重要职位，并投身于中德文化与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各类重要

交流活动。 

 

 

Reiner Dudziak 教授 

Reiner Dudziak 教授，德国高校国际联合会（DHIK）主席，现为

德国波鸿应用大学终身教授，于 2002 年至 2006 年间担任该校校

长，是大数据、过程控制和生产自动化领域的专家。1997 年起，担

任德国联邦教育部高级顾问。1999 年，建立并协调大学机电一体化

德国工作组。2007 年至 2015 年期间，曾担任德国机电一体化部门

院长会议主席一职。自 2012 年起，担任德国高校国际联合会主席。

至今为止，已与多个国内外知名高校建立起合作关系。其中，自

2004 年起，与同济大学合作建立中德工程学院，设立了机电一体化

相关课程。 

 

 

Dr. Daniel Frerichs 

Daniel Frerichs 博士来自德国，拥有 10 年在华工作经验，2019

年于班贝克大学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2007 年至 2011 年，担任

PRAGMA 实证战略咨询研究所（位于罗伊特林根）的创始人及

CEO，之后专注于中欧医疗领域，在 2013 年加入了家具配件制造商

Julius Blum GmbH 位于上海的总部的管理委员会，负责建立及运

营 O2O 商业渠道（如天猫、微信等），并领导各种战略项目。如

今，Daniel Frerichs 博士在海德堡工作，领导着中国广州高新技术

开发区设在欧洲的办事处。 

 

 

Mike de Vries 

Mike de Vries 先生来自德国，拥有击剑术硕士、运动教育硕士、

国际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在体育管理领域担任国际性的职

务之后（如国家队教练和秘书长等），于 1998 年起，持续五年在比

特堡（Bitburger Brauerei）啤酒酿造公司里任职多个职位。2003

年成为德国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办组委会总经理 。2005 年接受德国联

邦政府和德国经济组织联合会的委托，在 2006 年德国足球世界杯之

际，建立国家形象宣传机构“德国 – 灵感与创新”。2015 年开始，

集中精力于中德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成为中德金属集团德国公司

的总经理。2016 年起，任中国广东省揭阳市金属企业联合会副会

长。2018 年初至今，任中德科技园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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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中 

洪中，出生于上海，籍贯苏州，1987 年来德留学，现定居法兰克

福，拥有工业电子自动化学士学位、系统工程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

士学位，并在经济研究、管理咨询和化工生产等方面有相关从业经

验。 

洪中曾任德国爱迪斯公司（IDS Scheer AG，后并入 Software 

AG）大中华区总裁、德国赢创（Evonik）工业集团涂料和添加剂事

业部亚太区总经理、集团全球 IT 总架构师、德国海德堡市中德科教

园执行总裁等职务，目前专注于中德合作、创新研究和管理咨询。 

洪中曾被中国企业联合会评为 “中国管理咨询年度人物” ，此外还

受聘为上海交通大学 MBA 导师和同济大学兼职教授。洪中长期热心

于在德华人的公益活动，曾担任留德中国学者学生经济学会会长和

德国同济校友会会长，闲暇时间喜欢作报告和码文字，最近出版了

家族传记《洪门旧事》，自称“跨界老顽童”。 

 

 

廖宇 

廖宇，70 后，生于湖北宜昌，中共党员。现任沃太能源战略副总、

云智慧研究院院长、中德创新联盟碳中和专委会副主任。曾任泰豪

集团执委、上市公司副总裁、首席技术官、清华海峡研究院智慧能

源中心主任、贵安新区配售电公司董事。2012 年起，创立德国华人

新能源协会并担任主席，目前是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互联网专委会

专家、全球华人电气与能源技术产业联盟国际专家、中国综合能源

产业协调发展联盟理事、华北电力大学专家智库成员、福建电力企

业协会售电专家顾问、洪城海鸥计划人才、上海电力协会特聘专

家、上海交通大学中英国际低碳学院产业导师。 

廖宇曾在德国柏林东德 50 赫兹电网公司、苏州供电局、德国西门子

公司总部工作，毕业于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新能源工程、武汉

水利电力大学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拥有 20 多年中德两国电力系统

工作经验。主要专业领域为新能源并网与电力交易数据可视化分

析、售电市场与交易监管、智能电网及能源互联网系统设计。曾多

次给国网、南网和发电集团高管授课交流，是“能源”“南方能源

观察”“中国电力企业管理”等知名杂志专栏作者，也是能源互联

网与碳中和领域知名的创新领军者，始终关注中外电力行业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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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文林 

 

管文林，同济大学建筑设施智能技术专业 2010 级学生，硕士就读于

亚琛工业大学可持续能源技术专业，研究方向为电力市场和量化交

易。曾担任德国 ProCom 咨询公司资深咨询师，负责欧洲能源企业

电力现货量化交易和发电优化咨询，深度参与 10 余家欧洲大型能源

企业的电力交易信息化系统建设。2018 至 2020 年，任 ProCom 公

司亚太区商务总监，负责中国市场发电优化软件产品。2020 年至

今，任德国 EnBW 能源集团电力现货交易经理，负责集团核电、火

电、水电和新能源资产的日内现货交易与调度。 

现任德国同济校友会第一副会长、北威州同济校友会理事、德国华

人新能源协会秘书长。曾任北威州同济校友会秘书长、德国同济校

友会秘书长、中德工程学院院友会会长。 

 

 

 

郁成楠 

郁成楠，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硕

士毕业于慕尼黑工业大学机器人认知与智能专业。硕士阶段曾在

Prof. Nießner 的视觉计算与人工智能研究组里担任助教和研究助

理，参与了三维计算机视觉与场景理解方向的研究。现在是慕尼黑

工业大学与德国宇航中心联合培养博士生。博士阶段主要研究方向

是卫星遥感图像与三维计算机视觉。 

 

 

朱斌斌 

朱斌斌，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机械电子专业，研究生

毕业于纽伦堡应用技术大学机电系统专业。目前为布伦瑞克工业大

学能源与系统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在读博士。硕士期间担任纽伦堡

NCT 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参与智能小型电网的设计研究，主要研究

方向是基于模型的系统预测和平衡控制。博士期间主要参与 BMWi

项目 Dalion4.0，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挖掘背景，研究锂电池的 SEI

层形成与建模以及老化过程。博士课题为固态电池的线上测试、数

据建模和表现预测。 

 



  

24 

 

 

刘惠婷 

 

刘惠婷，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建筑设施智能技术专

业，研究生毕业于亚琛工业大学可持续能源供应专业。目前为卡尔

斯鲁厄理工大学技术评估与系统分析研究所研究员，亚琛工业大学

技术热力所在读博士，现阶段在瑞士苏黎世理工大学 EMPA 研究所

访问。博士期间主要参与德国精英项目 POLiS，以及德国最大的电

池平台 CELEST、HIU 的多个研究项目，主要研究方向为锂电池和后

锂电池的可持续性分析与技术评估。 

 

 

沈枫 

沈枫，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建筑设施智能技术专业，

研究生毕业于柏林 BHT 应用科技大学建筑能源管理专业。目前为德

国迪索工程 Drees & Sommer 机电咨询顾问兼中国业务部成员，同

时担任 CINB 中德可持续建筑协会会长职务。工作内容主要是为全球

最大数据供应商——Interxion 在法兰克福的多个数据中心项目担任

甲方代表，进行项目管理、机电项目咨询，并关注迪索工程在中国

的业务发展。 

 

 

王元辰 

王元辰，2008 至 2011 年就读于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建筑设施智

能技术专业，并在德国埃尔福特应用科技大学交换学习，获得中德

双学士学位。本科期间曾在团委社团联合会大型活动企划部任职。

本科毕业后留德深造，在斯图加特大学能源工程专业取得硕士学

位。研究生期间分别在大学研究所、博世热力技术有限公司 (Bosch 

Thermotechnik Wernau)、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

(Fraunhofer IPA)进行实习。2015 年毕业后，在斯图加特大学建筑

能源、热工及储能研究所(IGTE, Uni Stuttgart)担任研究助理至今。

期间负责并参与多个国家级科研项目，并于 2020 年 6 月开始攻读

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居住者行为的随机模拟，以及量化居住

者行为对建筑节能措施效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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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敏 

 

胡晓敏，2007 至 2011 年就读于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建筑设施智

能技术专业，并于 2010 至 2011 年在埃斯林根应用技术大学供应工

程及环境工程专业交换学习，获得中德双学位。自 2011 年起，加入

Planungsgruppe M+M AG (PGMM)，负责沈阳铁西以及大东区华

晨宝马整车厂项目的设计以及监理，2016 年起作为项目总经理负责

奥迪与 Ingolstadt 市政合作项目 In-Campus，致力打造零能耗厂

区。目前是公司项目组组长，对外主要负责大型工业新建项目或改

造项目，对内致力部门内部人力培养及人事资源调配。 

 

 

孙宇亮 

孙宇亮，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机械电子专业 2010 级学生，研究生

毕业于慕尼黑工业大学电子信息专业。2017 至 2020 年间，为德国

海拉集团（HELLA GmbH & Co. KGaA）和波鸿鲁尔大学的联合培

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基于毫米波雷达的信号处理算法设计。博

士期间，曾发表多篇会议、期刊学术论文，并荣获 2020 年国际雷达

会议（IEEE Radar Conference）最佳学生论文奖。2020 至 2021

年，就职于位于比利时的欧洲微电子研究中心 （Imec），担任研究

员一职，参与车载毫米波雷达的系统设计和算法开发的科研项目。

2021 年至今，入职德国博世集团 （Robert Bosch GmbH），从事

针对 L4 级别的车载毫米波雷达的前瞻研发工作。 

 

 

 

郝冠琦 

 

郝冠琦，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2009 级学生，研

究生毕业于布伦瑞克工业大学车辆工程专业。2016 至 2022 年年

初，任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德国办事处的首席代表。自

2020 年起至今，任中国（德国）研发创新联盟（CFEID）副会长以

及秘书长职务。目前担任中汽研欧洲检测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CATARC Europe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GmbH）副总经理

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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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强 

韩强，现为魏派汽车德国有限责任公司产品本土化总监。在德国慕

尼黑建立并领导了长城汽车（GWM）集团在欧洲本土化的研究和开

发活动。韩强拥有超过 15 年的行业经验，主要从业领域包括汽车工

程、中德公司之间的合作与创新。此外，韩强曾获汽车工程领域的

学士和硕士学位，其中，硕士学位是清华大学和亚琛工业大学双硕

士培养项目。其研究的重点是车辆开发、混合动力和电控系统。韩

强在采埃孚集团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后来成为奥迪公司的工程

师，在那里专注于 A8 和 R8 车型的开发。之后作为华润集团的创新

中心负责人，协调中国母公司和德国分公司之间的合作。在加入魏

派之前，他曾担任吉利汽车技术德国有限公司的舒适性和耐用性主

管。 

 

 

 

刘学新 

刘学新，现任德国 YesAuto 总经理，致力于成为中国新能源出海领

先解决方案提供商；欧洲 10 年工作经验，先后就职于华为欧洲和阿

里巴巴德国，涉及电信通讯、云计算、汽车垂直互联网等领域；经

历在北京，巴黎，布鲁塞尔，杜塞，法兰克福，慕尼黑等多地工

作；本科毕业于新疆大学计算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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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德国校友分会（CAMT-D）简介 

理事会成员 简介 

 

 

曹永焘 

曹永焘 执行会长  

2011 年考入同济大学航空航天类专业。2012 年转入同济大学中德工

程学院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并获得工学学士学位。在校期间曾获得德意

志学术交流奖学金，社会活动奖学金，及多个校内奖学金。大四在德

国西萨克森茨维考应用科技大学完成双学位。2016 年 10 月至 2019

年 3 月在布伦瑞克工业大学攻读电动汽车工程专业并获得硕士学位。

2019 年 9 月起进入汉诺威工业大学电机与电力电子研究所攻读博士

学位。博士研究方向为电动&混动飞机容错型电力电子及其系统可靠

性设计。2022 年 4 月起赴丹麦奥尔堡大学做访问学者。 

校友会工作：2018 年 5 月起担任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校友分会理

事，在布伦瑞克及汉诺威地区参与并策划多次校友会活动。2019 年

起担任北德同济校友会秘书长。2021 年 11 月被选为同济大学中德工

程学院校友分会执行会长。 

联系方式：Yongtao.Cao@outlook.com 

 

 

王琪 

王琪 副会长 

王琪，2012 年起就读于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并

获得工学学士学位，期间获得菲尼克斯企业奖学金，德意志学术交流

奖学金，以及多个学校奖学金。大四在 Ostfalia Hochschule 完成双

学位。毕业时获得同济大学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2017 年至 2019 年

于斯图加特大学攻读电动汽车专业硕士学位。2020 年至 2021 年在中

德工程学院汽车服务工程专业担任实验室研究员。2021 年 10 月起于

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工学博士，方向为电气工程。 

校友会工作：2018 年起担任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校友分会理事以

及巴符州校友会理事，参与策划组织了多场巴登符腾堡州校友会活

动。2021 年 11 月被选为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德国校友分会副会

长。 

联系方式：wq-tj@foxmail.com 

mailto:Yongtao.Cao@outlook.com
mailto:wq-tj@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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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寒 

刘克寒 副会长 

2012 年起读于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建筑设施智能技术专业并获得

工学学士学位，大四在柏林 Beuth 应用技术大学完成双学位。2016

年至 2019 年就读于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可持续能源供应专业并获得硕

士学位，硕士研究方向为机器学习在能源领域中的预测算法以及电力

市场。硕士期间联合创立交能网。自 2019 年在德国&荷兰 TenneT

输电网公司担任数据科学家职位，长期从事人工智能，云技术，数据

科学等在能源、电力领域应用的工作。 

校友会工作：2019 年起担任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校友分会理事，

在巴伐利亚州策划并组织多次校友会活动，于 2021 年 12 月被选为

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德国校友分会副会长。2021 年起担任德国同

济校友会秘书长。 

联系方式：kehan_liu@outlook.com 

 

 

褚红超 

褚红超 秘书长 

2010 年起就读于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建筑设施智能技术专业并获

得工学学士学位，大四在纽伦堡应用技术大学交换。本科期间，获得

两次国家奖学金，DAAD 奖学金，及多次同济大学奖学金，同济大学

优秀毕业生。硕士就读于斯图加特大学能源工程专业，期间在斯图加

特大学燃烧工程研究所做学生研究助理，2017 年 2 月以平均成绩 1.0

毕业。2017 年 4 月起在亚琛工业大学机械学院燃烧工程研究所攻读

博士学位，博士研究方向为内燃机燃烧模拟。 

校友会工作：自 2017 年起担任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德国校友分会

理事，参与并策划多次校友会活动，现承担校友分会秘书长工作。 

联系方式：hongchao.chu92@gmail.com 

mailto:kehan_liu@outlook.com
mailto:hongchao.chu9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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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 

陈旭 副秘书长 

2013 年起就读于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并获得工

学学士学位。 大四期间，在德国慕尼黑应用技术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

业交换，最终获取中德双学位。2018 年至 2021 年期间就读于德国斯

图加特大学控制论专业，主要方向为动态系统和现代控制理论，并获

得了硕士学位。从 2021 年开始，进入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控制所攻读

博士学位，主要的研究领域为控制算法。 

校友会工作：2020 年开始以志愿者身份帮助举办同济大学中德工程

学院院友会年会活动，于 2021 年 11 月被选为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

院德国校友分会副秘书长。 

联系方式：chen_xu_cx@163.com 

 

 

 

宋子航 

宋子航 司库 

2013 年起就读于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并获得同

济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大四在柏林应用科技大学（HTW Berlin）就读

车辆工程专业双学位，获得德方学校学士学位。2017 年 10 月至

2020 年 8 月在布伦瑞克工业大学攻读电动汽车工程专业（电力驱动

方向），期间在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PTB）实习并完成硕士论

文，获得硕士学位。2020 年 10 月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由 PTB 和布

伦瑞克工业大学联合培养。研究方向为风力发电机扭矩及机械功率的

可溯源计量。 

校友会工作：2020 年开始以志愿者身份帮助举办同济大学中德工程

学院院友会年会活动，于 2021 年 11 月被选为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

院德国校友分会司库。 

联系方式：song_zihang@hotmail.com 

 

mailto:chen_xu_cx@163.com
mailto:song_zihang@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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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玮悦 

容玮悦 理事 - 外联（中国区） 

2012 年起于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学习建筑设施智能化专业并获得

同济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大四在德国纽伦堡应用科技大学完成双学

位。硕士就读于亚琛工业大学可持续能源供应专业。读书期间曾担任

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团学联主席，并获得同济大学优秀毕业生、优

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2018 年起任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院友会

理事、副会长等职位。目前在西门子中国任职客户经理，从事智能建

筑、低碳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工作。 

校友会工作：2018 年-2021 年于北威州同济校友会担任理事，组织

策划北威州同济华人春晚等多项大型活动；2019 年-2020 年于德国

同济校友会担任理事，参与组织德国同济校友驰援武汉募捐等工作。 

联系方式：rong.weiyue@gmail.com 

 

 

 

李子豪 

李子豪 理事 - 技术维护 

2010 年起就读于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建筑设施智能技术专业并获

得同济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大四在慕尼黑应用科技大学完成双学位。

硕士就读于柏林工业大学建筑能源系统专业。2016 年加入柏林工业

大学学生学者联合会并参与、组织和策划一系列大型活动。同年加入

德国曲艺家协会，作为会员兼青年相声演员组织参与多场演出活动。

目前就职于柏林的一家暖通设计公司并负责暖通设计等相关工作。 

校友会工作：2017 年进入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院友会理事会并担

任理事，负责设计并维护校友分会网站及公众号工作。 

联系方式：jackli85429@126.com 

 

mailto:rong.weiyu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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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辰明 

姜辰明 理事 - 技术维护 

2012 年起就读于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并获得同

济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大四在宾根应用科技大学完成双学位。2017

年 10 月 2020 年 2 月就读于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电动汽车专业，驾驶

辅助方向。2019 年 11 月起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博士

方向为车载雷达。 

校友会工作：于 2021 年 12 月起担任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院友会

理事会理事，负责设计并维护校友分会网站及公众号工作。 

联系方式：chenming.jiang@outlook.com 

 

 

帅宛妤 

帅宛妤 理事 - 宣传 

中国共产党党员。2012 起就读于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汽车服务工

程专业并获得同济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大四在科隆技术应用大学完成

双学位。本科期间积极参与各项活动，经常担任设计组织类工作，获

社会活动奖学金。2017 年 9 月至 2020 年在布伦瑞克工业大学攻读

电动汽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现就职于深圳云鲸智能，任职产品经

理。 

校友会工作：2019 年起担任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院友会理事会理

事，策划并组织多次校友分会的宣传工作。 

联系方式：shuaiwanyu@163.com 

 

 

高英强 

高英强 理事 - 外联（德国区与博士生） 

2013 年起就读于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并获得同

济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大四在德国齐陶/格利茨应用技术大学完成双学

位。2017 年至 2020 年就读于慕尼黑工业大学计算机系，获理学硕士

学位。2020 年起，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电气信息系攻读博士

学位。 

校友会工作：2021 年被选为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院友会理事会并

担任理事，主要负责德国区以及博士生校友外联工作。 

联系方式：gaoyingqiang@live.cn 

mailto:chenming.jiang@outlook.com
mailto:shuaiwanyu@163.com
mailto:gaoyingqiang@liv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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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立洵 

戴立洵 理事 - 外联（中德交流） 

2016-2020 年就读于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并获得

同济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大四在德国齐陶/格利茨应用技术大学完成双

学位。本科期间曾担任中德工程学院团学联外联部副部长，机电专业

课程协调员等职务。本科毕业后在上海纽约大学从事学生领导力发展

项目的研讨会设计与开展工作。RECS 认证领导力教练，CSM 认证敏

捷教练，WAFA 认证野外高级急救员。2021 年至今就读于德国慕尼

黑工业大学机器人认知智能硕士项目，目前同时在 SAP 创新与咨询服

务团队担任学生工。 

校友会工作：2021 年经选举进入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院友会理事

会并担任理事，主要负责德国分会同学院与学生的联络工作。 

领英：https://www.linkedin.com/in/lixun-dai/ 

联系方式：lixun.dai@outlook.com 

 

 

陈玉升 

陈玉升 理事 - 组织策划 

2012 年起就读于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建筑设施智能技术并获得同

济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大四在德国 FH Münster 完成中德双学位。后

于 2018 年毕业于亚琛工业大学持续能源供应专业，获得硕士学位。

在校期间获得硕士就读期间，联合创立交能网，负责综合能源相关业

务。在校期间获得 CSC 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德意志奖学金等。 

硕士毕业后曾任曾任职于柏林市政府能源管理有限公司，并担任能效

经理，从事柏林市政建筑及园区的能源系统改造工作。现就职于慕尼

黑工业大学可再生能源系统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研究方向为综合

能源技术在区域能源系统中的应用及优化。 

校友会工作：自 2021 年 11 月担任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校友分会

理事，负责组织策划工作。 

联系方式：yusheng.chen@outlook.com 

https://www.linkedin.com/in/lixun-dai/
mailto:lixun.dai@outlook.com
mailto:yusheng.chen@outl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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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琪 

张佳琪 理事 - 组织策划 

2013 年起就读于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建筑设施智能技术并获得同

济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大四在德国 Bingen 应用技术大学完成双学

位。后在亚琛工业大学完成可持续能源专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在校

期间联合创立交能网。现在就职于建筑设备管理公司 Gegenbauer 总

部，担任项目开发经理，负责招投标相关事宜。 

校友会工作：自 2021 年 11 月担任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校友分会

理事，主要负责组织策划工作。 

联系方式：jiaqi.zhang1219@outlook.com 

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德国校友分会 

联系方式：camt.deutschland@gmail.com 

2022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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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 

本协会为公益性协会，部分图片引用自以下网站，均为非商业性用途： 

[1] Hotel Berger 官方网站 

     https://www.hotelberger.de/, 2022 年 4 月 

[2] Hotel ISG Heidelberg 官方网站 

      http://www.isg-hotel.de/, 2022 年 4 月 

[3] .fdm-travel. 官方网站 

     https://www.fdm-travel.dk/，2022 年 4 月 

[4] Stadtlandtour 官方网站 

     https://www.stadtlandtour.de/reiseziele/heidelberg，2022 年 4 月 

[5] Obst, Garten- und Weinbauverein Heidelberg-Rohrbach e.V. 官方网站 

     http://weinwanderweg-rohrbach.de/ ，202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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