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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建兩國家級工程中心 (圖)
理大建兩國家級工程中心

放大圖片

■理大指「國家鋼結構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
港分中心」將主力研究基建的可持續發展和推動
鋼結構工程技術發展。圖為理大土木及環境工程
系結構工程研究實驗室進行一千噸液壓伺服控制
測試系統。 理大供圖

國家科技部批准成立 研高鐵工程及鋼結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 為加強香港與

內地的科研合作，國家科技部去年起公開邀請，歡

迎香港不同領域的高端研究團隊與內地夥伴合作，

互補優勢申請成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

中心」。香港兩所大學昨日分別宣佈，共獲批成立3

所國家級的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理工大學佔其

中兩所，分別聚焦研究高鐵工程以及鋼結構的應用

技術，期望成果能為國家及香港作出貢獻。

理大昨發新聞稿，指已獲國家科技部正式批准，成立「國家軌道交通電氣化

與自動化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及「國家鋼結構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

分中心」。

理大副校長（科研發展）衛炳江指出，獲准成立兩所香港分中心是國家對理

大團隊過往在鐵路工程與鋼結構上的技術轉移以及科研水平作出肯定，非常鼓

舞，期望分中心能與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互補優勢，推動有益於內地和香港的

應用科技研發項目。

研究助高鐵更安全更舒適

「國家軌道交通香港分中心」主任、理大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教授倪一清表

示，分中心計劃成立3個研究室，分別為「高速鐵路牽引供電系統安全技術研究

室」、「高速鐵路先進傳感及監測技術研究室」和「高速列車運行狀態監測及振

動控制技術研究室」，對高鐵進行全面和深入的監測、分析、評估，同時研發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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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
態度和
心情(已
有18人
表態)：

智能化的防護和控制技術，期望能進一步深化及加強兩地在高速鐵路相關技術領

域的合作，目標讓中國高鐵在安全性、可靠性和舒適性等層面獲得提升。

推國產鋼材打入國際市場

「國家鋼結構香港分中心」主任、理大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副系主任鍾國輝

則表示，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鋼材產地，當中不乏高性能鋼材，惟國際對於相關的

工程設計及應用技術並不熟識。分中心將主力研究基建的可持續發展和推動鋼結

構工程技術發展，目標打造國際鋼結構工程技術平台，向世界展示國家鋼結構工

程技術成就，推動國產鋼材鋼構於國際建造業市場獲廣泛應用。

理大發言人指，兩所分中心在未來三年將獲香港創新科技署每年500萬港元

的資助，以及理大提供一比一配對基金，支持研發工作，為國家和香港作出貢

獻。

關於香港建設「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分中心」，源於2011年時任國務院副

總理李克強訪港所提出的惠港措施，至翌年，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及南京東南大

學率先獲國家科技部批准組建全港首個「國家專用集成電路系統工程技術研究中

心香港分中心」。

隨後兩地相關部門及「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委員會」確認將有關工作系統

化，並在去年開始首輪公開邀請，歡迎所有成立超過兩年、具備工程技術試驗條

件及基礎設施的高水準隊伍申請，並夥拍內地科研領域相關的國家工程技術研究

中心，優勢互補建立分中心。而成功建設的香港分中心均獲可創新及科技基金資

助，初步提供3年撥款上限為1,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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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新聞

SSSDP加費迎資助 THEi土木工程升12.4% (圖)

2016/17學年部分SSSDP學費增幅 (圖)

「五不」回應TSA 吳克儉︰個別因素致狂操 (圖)

生涯歷程：聯招三錯︰沒以興趣選科 沒準備入學試 沒定期查電郵

尋夢萬花筒：無懼「朱古力」挑戰 誓圓南丁格爾夢 (圖)

職說未來：海外交流拓視野 學會接納投職場

理大建兩國家級工程中心 (圖)

城大聚焦貴金屬 獻力祖國經濟 (圖)

港台藝術館合推實習計劃

家庭友善 勞資雙贏 (圖)

模擬試題

尖子必殺技：減人才流失 服務業難推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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