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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校企合作创新平台   工业机器人创新实验室 
 

 

 

 

工业机器人创新

实验室 
 

2016.3.9 
 

   

   

  

工业机器人创新实验室成立于 2016

年 3月 9日，是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与

泉州微柏工业机器人研究院有限公司

共建的新型创新实验室。占地面积约

300 平方米，配备齐全的工业机器人

成套设备。实验室致力于以工业机器

人为核心的数字化、智能化生产设备

和系统解决方案的研发。 

实验室目前已经形成包括教授、副教

授、博士硕士和本科生等百余人的研

发团队，涵盖自动化、计算机、数

学、物联网、机械和艺术设计等多专

业，具备电路设计、嵌入式系统、

Web、App的软硬件研发能力，为企

业完成多项产品的研发。 

主要产品 

 工业机器人 

 机器人控制系统设计 

 MES、示教器研发 

 AGV 轨道设计 

 机器人视觉识别 

 三轴、六轴机械臂 

 RV减速器测试平台 

 机器人结构分析 

 产品 UI及外观设计 

 智能门禁访客系统 

 适配身份证、校园卡等芯片

卡片，自动读取访客信息 

 图像识别技术，自动识别行

驶证和驾照信息 

 人脸识别，人证合一验证 

 权限按人群、时间、岗界灵

活配置，支持黑白名单 

 与公安系统对接 

 AGV车本体和控制系统 

 磁导航自动寻迹 

 自动避障 

 无线调度 

 自定义地图 

 智能巡检车/仪 

 石化厂区巡检 

 路桥巡检 

 

 

 

 

 

 

实验室介绍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校企合作创新平台   先进打印技术创新实验室 
 

 

 

 

先进打印技术创

新实验室 
 

2017.1.16 
 

   

   

  

先进打印技术创新实验室成立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由厦门市自动化

学会、厦门市普瑞特科技有限公司、

厦大嘉庚学院三方合作共建，将专注

于先进打印技术领域的相关技术开发

与人才培养。 

实验室由机电工程学院尤晓萍老师负

责，汇集了一大批机电、计算机、机

械、电气、产品设计等专业的青年骨

干教师。 

实验室致力于 3D 打印机设备研制及

平台开发，通过优化设计、应用创新，

为大众提供经济、易用的 3D 打印平

台；突破工艺和技术，为工业领域提

供大型粉末 3D打印设备。 

网络版家用 3D 打印机 

 经济、稳定、美观的机械结构 

 成型尺寸：150mm*150mm 

 成型精度：0.1mm 

 喷嘴尺寸：0.4mm 

 自适应 WIFI 功能，可实现与手

机间 2Mbit/s 的数据传输速度 

 SD 卡存储、无其它外置接口、

一键启停 

 稳定可靠、无限扩展的共享云平

台，3D 模型文件轻松上传下载，

分享 3D乐趣 

工作室大尺寸 3D 打印机 

 稳固的机械结构设计 

 性能稳定的硬件设计 

 高速、高精度的运动控制方案 

 成型尺寸：500mm*500mm 

 用户资源智能管理 

工业设备 

 沙型打印 

 沙模铸造快速成型 

 应用于各种模具制造 

 多喷头喷射打印 

 直接喷射成型 

 多色粉末成型 

 

 

 

 

 

应用领域 

教学教具  儿童教育  

家居家装  设备维修 

珠宝配饰  工艺品设计  

模具设计  零件制造  
 

实验室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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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流与供应

链创新研究中心 
 

2017.1.16 
 

   

   

  

现代物流与供应链创新研究中心成立

于 2017 年 1月 16日，是厦门大学嘉

庚学院与厦门东万晟贸易有限公司共

建的新型创新研究中心，中心占地面

积 200平方米，配备较为齐全的软硬

件设施。 

中心汇集厦门大学、厦门大学嘉庚学

院计算机、信息管理、物流管理、会

计、金融等多个专业核心骨干教师，

吸纳物流管理专业、计算机专业等多

个专业的学生，以物流与供应链为研

究核心，有效利用管理学、物流学和

信息技术知识手段，为现代企业的物

流系统进行策划、管理，并有效解决

问题。 

中心主任许敬秋是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管理学院副院长、物流管理系主任，

同时也是国际项目管理专家 IPMP 及

培训师、厦门市物流高级专家组专

家。曾在德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物流管

理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主要研究制造

业供应链和货物配送体系的建立。曾

参与或主持的项目有中外运裕丰国际

货柜堆场的规划、设计、投资管理；

DELL亚洲区物流中心投资建设总负

责；以及多个地区大型物流园区的规

划和设计。供应链管理和供应链金融

以及新零售是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

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战经

验。 

现代物流与供应链创新研究中心建

立，是为了更好的研究和服务商贸供

应链企业，同时为新零售等新的商业

模式提供供应链规划、设计以及咨询

服务。 

一期开发项目 

 供应链模式设计 

 业务流程优化 

 DMS分销管理系统 V1.0 

 WMS仓储管理系统 V1.0 

 TMS运输管理系统 V1.0 
 

 

 

 

研究中心介绍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校企合作创新平台   光纤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光纤传感技术研

究中心 
 

2017.3.17 
 

   

   

  

光纤传感技术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7

年 3月 17日，是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与中际物联科技 有限公司共

建的新型创新研究中心，

积250平方米，配备较为齐全的实验室

设施和开发条件。企业最接近市场、

最了解客户需求，通过企业与学校共

建光纤传感技术研究中心，把“市

场”带进了“课堂”，通过有效研

发，解决行业发展“痛点”，进而为

客户提供更智能更安全的服务。 

研究中心主任董小鹏教授长期从事光

纤技术及其在光通信与光传感方面应

用的研究。曾任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光

电子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加拿大

McMaster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客座

教授，主持并完成 3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以及 10多项教育部、福

建省、厦门市以及企事业委托的科研

项目，获得 10多项发明和实用新型

专利。是中国光纤传感及产业化专业

技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重点实验室

产业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委员、厦门

市光通讯器件测试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 

光纤传感作为一种智能感知的新型技

术，广泛运用于军事、航天航空、工

矿、能源、环保、工业控制、医药卫

生、计量测试、建筑、家电等领域。

它与物联网技术强强联手，可实现识

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等一系

列人工智能，譬如，石油勘探、电力

监测、内窥镜体检等。 

 

 

主要产品 
 静力水准仪、测斜仪、土压力计、位移传

感器、周界传感系统 
 标距的光纤光栅应力应变传感器 
 点式和分布式光纤温度传感系统 
 分布式光纤应变传感系统 
 设计安装及系统集成一体化工程技术支持 

 

 

应用领域 

通讯监控 桥梁隧道 轨道交通 石油

石化 高塔大厦  矿山安全 周界安防 

智慧城市 电力通信  物联网 

研究中心介绍 

(深圳)
中心占地面

   光纤传感技术研究中心成立于2017年
3月17日，是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与中际物
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共建的新型创
新研究中心，占地面积250平方米，配备
齐全的实验室设施及开发条件。实验室
以企业与学校共同研究光纤传感技术新
产品为目的，把“市场”带进“课堂”
，通过有效研发，解决光纤传感行业发
展“痛点”，进而为客户提供更智能更
安全的智能监测一体化服务。
研究中心主任董小鹏教授长期从事光纤
技术及其在光通信与光传感方面应用的
研究。曾任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光电子研
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加拿大McMaster
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主持并
完成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10
多项教育部、福建省、厦门市以及企事
业委托的科研项目，获得10多项教育部
、福建省，厦门市以及企事业委托的科
研项目，获得10多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
利。是中国光纤传感及产业化专业技术
委员会委员、山东省重点实验室产业创
新联盟专家委员会委员、厦门市光通讯
器件测试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光纤传感作为一种智能感知的新型
技术，广泛运用于军事、航天航空
、工矿、能源、环保、工业控制、
医药卫生、计量测试、建筑、家电
等领域。它与物联网技术强强联手
，可实现识别、定位、跟踪、监控
和管理等一系列人工智能，譬如，
石油勘探、电力监测、内窥镜体检
等。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校企合作创新平台   汉嘉设计创新研究中心 
 

 

 

 

汉嘉设计创新研

究中心 
 

2017.5.11 
 

   

   

  

研究中心介绍 
汉嘉设计创新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7

年 5月 11日，由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与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

建的新型研究机构。研究中心立足于

对本土文化和现状的深刻理解，秉持

先进的国际化设计和服务理念，努力

寻求对于城市空间和建筑产品的恰当

处理，通过设计创造和整合最优的价

值。 

研究中心理念是一直与中国建筑设计

的发展共同成长，在蓬勃的市场潮流

中，坚守着品质发展的方向。专注建

筑设计领域的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和

人才培养。 

研究中心以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建筑学

院年青老师为核心，汇集建筑设计、

城乡规划、城市设计、景观设计、土

木工程、给排水、工程造价等多专业

教师以及学生团队，组成一支能打硬

仗的研究队伍。中心成立以来，先后

参与恒大小镇、蔡厝地铁站综合体、

马銮西小学、振南中学、梧侣第二小

学、东山悦华酒店等多个项目的规划

设计工作，并在多次项目招标中入围

三甲。 

研究方向 

 建筑设计、城市设计、景观设计 

 

 项目策划与技术咨询 

 

 建筑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

新工艺，以及建筑信息模型 

 

 绿色建筑评估在工程设计中的应

用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校企合作创新平台   “和文化”教育研究基地 
 

 

 

 

 

“和文化”教育

研究基地 
 

2017.5.11 
 

   

   

 

“和文化”教育研究基地成立于

2017年 5月 11日，由厦门大学嘉庚

学院与 1969美疗庄园有限公司合作

共建，致力于“和文化”的内涵研究

及在企业教育领域的应用。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日语系素来专注专

业特色的建设，巧妙地将日本的“和

文化”因素融入日语教育，形成了

“语言为文化之表，文化为语言之里”

的育人风格。1969美疗庄园致力于

用爱打造一个和谐、无癌的世界，

“和”的文化是该企业文化的核心理

念。日语系营造的“和文化”与

1969美疗庄园孜孜追求的“和”的

文化碰撞出了新内涵：既富含日本文

化特色，又涵盖中国传统文化“和”

的丰富意蕴，在中日文化的融会贯通

中形成 “和谐你我、和谐自我、和

谐世界”的“和文化”意识。 

宗旨 

构筑这个教育研究基地，源自我们对

日本“工匠精神”即追求卓越的创造

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用户至

上的服务精神的叹服。基于 1969美

疗庄园的人才定制培养需求，我们以

日本优质服务文化理念为源，联合一

批优秀师资，融汇日本与欧美文化、

管理、营销、健康美学等相关学科知

识与技能，构建了一个结构合理、互

相补益、环环相扣的跨学科课程群，

希冀在为企业培养定制人才的过程中，

让高校的教育研究落地生根。 

愿景 

我们期待，为企业定制培养人才的同

时检验理论学习，推动高校教师教育

与科研、理论与实践并举的两条腿走

路模式，从而更有效地为中国新型服

务业的发展培养更多优秀的高端人才。 

课程群 

 外语与素质类 

 日本服务礼仪文化 

 跨文化交际 

 职场英语 

 管理类 

 运营管理 

 管理技能 

 营销类 

 服务营销 

 客户关系管理 

 品牌体验与传播 

 专业技能类 

 

 

 

 

 

 

 

教育基地介绍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校企合作创新平台   文化产业创新中心 
 

 

 

 

文化产业创新中

心 
 

2017.7.3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丹溪映画文化

产业创新中心成立于 2017年 7月 14

日，是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与厦门丹溪

映画共建的文化产业创新平台。 

合作方丹溪映画是央视新影佳映集团

旗下子公司，拥有影视技术、渠道、

制作等多方面的优势资源。以此作为

外部资源依托，中心集合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影视传播、新媒体

传播、汉语言文学、文化产业管理等

多个专业领域核心骨干教师，以及中

文、新闻传播、广告等多个专业的学

生，以影视文化传播为研究核心，在

教学、科研和教学成果产业化等多方

面进行新探索。 

优势资源整合 

 学术与科研 

以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为基础跨区

域整合厦门大学以及台湾香港地

区的文化、创新、传播相关专业

专家 

 市场与渠道   

以丹溪映画为基础，整合新影、

中央电视台、爱奇艺等播出平

台；整合影视投资、发行和创作

机构 

 创新与创造 

以青年学生为基础，整合两岸三

地优秀人才，整合业界资深专家 

中心定位 

 提升教学 

 为教学过程提供渠道运营的

实践环节 

 为教学成果提供符合市场运

作的孵化资源 

 为教学体系提供前沿性的理

念和技术 

 促进科研 

 为科研方向提供文化传播行

业趋势性、前沿性指引 

 为科研成果提供社会需求的

依托 

 为科研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

支持 

 服务社会 

 为相关影视项目提供学术支

撑 

 为行业输送符合市场要求的

人才 

中心运作模式 

 为企业相关影视项目提供学术支

撑，相关研究也可以作为成果积

累 

 借助合作方的优势资源，为相关

课程教学成果转化提供必要支持 

 挖掘学生的创造力，积极提供孵

化条件，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创新

氛围 

 

 

 

 

 

 

 

 

 

 

 

 

创新中心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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