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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联旅游部】英国跨年五日游
一、旅游景点
达西庄园
庄园始建于 1552 年，在 15 世纪至 19 世纪的 400 多年中，经过许多著名园艺师的精心设计和建造，成为英国最美
的庄园之一，也是著名电影《傲慢与偏见》拍摄地。
特米尔湖区
英国国家公园之一,英格兰最大的湖泊，被列入国家地理评选文人的一生最值得去的五百个地方。风光绮丽，可以
在岸边寻找到湖畔诗人曾经的灵感与浪漫。
皮特兔博物馆
在这个料峭的冬日，让萌萌哒皮特兔子给你暖暖的拥抱，出去你的压力和烦恼，让你尽情地放松，进入童话世界
苏格兰高地
群峰耸翠，风光壮美的苏格兰高地是苏格兰必去景点之一。我们将沿着山脉穿行，看白云拂己而过，山脉蜿蜒；远
处水面波光粼粼，宛如仙境。
尼斯湖
在这次旅行中，我们有机会去水怪的老家一探究竟，在秀美山水之间，寻觅水怪的影踪。

风光壮美的苏格兰高地是苏格兰必去景点之一。我们将沿着山脉穿行，看白云
拂到中世纪时苏格兰王国的宗教首都圣安德鲁斯。去探索苏格兰最古老的大学，这里也是威廉王子凯
特王妃的相识地，更多的美景轶闻等你来发现。

！
【智能工程机械】主要涉及到通过以下层面：
1. 云端数据中心：
（1）单机智能控制； （2）集群智能化； （3） 大数据
服务等；
2. 移动互联网通讯承载和卫星定位、导航与测量辅助；
3. 远程操控端， 包括人机交互装置、远程遥控、任务指派/监控等；
4. 移动用户端，包含网页、APP 等；
5. 智能工程机械端， 如环境感知、自身工况传感、自动作业控制等；
来实现对项目的统一智能调配运作来提升作业精度效率以及节约能源。
【生物 3D 打印】这里以皮肤打印为例：
以皮肤细胞(如成纤 维细胞 Fb、角质细胞 KC 等) 、生物活性因子、生物材料(如天然 基质材料、人工合成材料和
复合 材料)为基本成形单元,按照皮 肤结构功能、仿生形态学及细胞 特定微环境等要求,利用皮肤打 印机的逐层
堆积制造能力,构建 出具有生物活性的人工皮肤结构 并经过组织培养最终形成人工皮肤。
在对皮肤伤口扫描诊断之后,利用 3D 生物打印机可以直接在创面上打印细胞层, 病人只需要几天的时间来休息和
疗养,让生物打印的材料与成熟的活体组织充分融 合,从而帮助伤口快速愈合,使病人避免因手术带来的痛苦。
这项
技术也被称作原位生物打印( situ bioprinting )。
原位生物打印能够在受伤现场(如火灾现场、救护车等)进行皮肤 辅助治疗,在最短时间内及时完成治疗工作,挽救
生命。
二、讲座时间、地点及报名方式
时间：7:15pm - 8:15pm, Thursday, 5th November, 2015
地点：Lecture Room 23, Balliol College main site, Broad Street, OX1 3BJ （详细地图请参阅附件）
为了方便统计人数，大家可以点击以下链接报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lr10gPQOcVO2dpAQ3YiTI5WpG2owkVdmCngDL9T79hU/viewform?usp=send_form
（忘记报名的同学也欢迎参加）
三、主讲人简介
张斌
博士， 副研究员
Ph.D., Associate Researcher
浙江大学 机械工程学系
浙江大学 机械电子控制工程研究所
浙江大学 流体动力与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牛津学联访问学者部
曾至昕
tel: 07934588810
email: zhixin.zeng@eng.ox.ac.uk
wechat: 710549036
2. 英国北爱尔兰五日游
Hear from employers including Stroz Friedberg, KPMG, HSBC and further industry professionals to learn
more about finding jobs in the global labour market. This panel event offers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engage with active employers seeking Mandarin speakers in the UK and China.
Date: Tuesday 3rd November 2015
Time: 4:00pm-5.30pm
Venue: Careers Service
To apply for attendance, please register via the link below:
http://goo.gl/forms/BxDgCiX0tc
Other Careers Events in 2015
• Recruitment presentations (regularly in Michaelmas)
• Fairs and occupational talks
• CV, interview, application, assessment centre skills workshops such as:

Improving your Interview Technique (Employer led) 18/11/2015, 2.30pm - 4pm, Oxford Careers
Service
•
•
•
Log

Departmental and course events
Sector events
International Careers Day (January 23rd 2016)
into your CareerConnect account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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