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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博士生提供奖学金
2018-02-01
如果您在进行与医学科学相关的技术研
究并且您的博士论文已经通过了审查，
那么您将有机会获得由Czesław M. 
Rodkiewicz奖学金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
申请奖学金的条件为：波兰公民且永久居
住在波兰， 已获得波兰大学的工程师文
凭，博士论文已通过审查。
在资格审查过程中，评审团将考虑该博士
论文对科学的影响及贡献，学员的学术成
就以及两位推荐人的意见。
申请表格和所需文件请邮寄到以下地址：
Janusz Wójcik, President 622 Wahstao 
Rd Edmonton, Alberta, T5T 2Y4 
Canada,
截止日期为2018年4月30日。
您可以在基金会官网上查看更多信息。
http://cmrsf.ca/Fundacja.htm

波兰科技创新代表--软件工程师
2018-02-05
在波兰工作的25万名软件工程师是中欧
和东欧所有雇佣的软件工程师的四分之
一，“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工程师之
一”---Stack Overlow的作者在2017年度
中东欧发展商情观中说。
波兰的大学培养了将近一百万名的大学
生。华沙有69所高等教育机构，弗罗茨瓦
发有27所，波兹南和克拉科夫均有21所高
等教育学府。同样拥有最优秀大学的城市
为卡托维茨，罗兹和三连城（格但斯克，
索波特，戈丁尼亚），这也是在那里有数
量众多的科技创新公司的原因。

人类不能与河马交流
2018-02-06
因为我们只能听到一些他们沟通的声音。 
河马则有一个特殊生理结构，他们的下颚
可以在水中收到声音。
来自AGH大学的声学专家使用专业麦克风
系统，以低频来和动物们进行通信。来自
AGH的Marcin Zastawnik说，这些声音
在他的人耳中无法捕捉。 科学确定性将在

对研究期间获得的记录进行声学处理之后
获得。
由河马发出的声音听起来类似于打嗝中断
的响声。

RNA Composer支持科学家的
想象力
2018-02-06
Marta Szachniuk博士说：“我们是创建
自动系统来预测RNA结构和三维展示的最
佳选择。 她和来自波兹南生物有机化学研
究所的Ryszard Adamiak教授团队开发了
RNA Composer系统。 这是一个免费的公
开可用的快速IT工具。 它涉及具有复杂结
构的短和长链RNA分子。
在RNA Composer过去6年的运作期间，
它已经完成了100万个任务。 许多科学家
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分子如何在三个维度
上的第一个想法。
波兰的RNA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
知。 在这个领域，创新实验由来自华沙
国际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Janusz 
Bujnicki教授团队进行。 来自波兹南生物
有机化学研究所的Ryszard Kierzek教授描
述了RNA折叠的热力学规律。
 

不要干涸沼泽
2018-02-07
沼泽，约占土地面积的2%，他们所占据的
森林甚至是煤炭的两倍；在全球生态系统
中积聚了四分之一的碳。华沙生命科学学
院（SGGW）发布的消息称，每平方米的
沼泽每年能够吸收一公斤的二氧化碳。
该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沼泽地对自然环
境的状况和平衡有着非常有益的作用。沼
泽不能处于干涸状态， 使其处于自然状态
的成本远远高于耕地的维护成本。
许 多 国 家 的 政 府 已 经 意 识 到 沼 泽
的重要性，- 建筑和环境工程学院
W U L S - S G G W 的 水 文 和 水 资 源 部 门
的Mateusz Gregorku博士强调，
将 投 入 巨 大 的 资 源 来 恢 复 原 状 态 。 
(Kp)
 

在托伦，他们正在寻在暗物质
存在的有力证据
2018-02-07
来自托伦的哥白尼大学（UMK）物理学家
PiotrWcisło博士其该团队正在寻找暗物质
存在的证据。 就目前而言，他们表示已经
确认哪些地区不存在暗物质。
对于实验目的，托伦研究人员组织了一个
光原子钟的网络。这个来自FAMO国家实
验室的时钟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类似设
备合作。测量（15到17个重要的地方）非
常精确，例如，一台高速摄像机可以测量
接近美洲到欧洲的速度。
Wcisło博士说： “如果在我们的时钟上，
当我们听到相同的“点击”会知道这不是
巧合。“ 他补充说，他们结束后，我们将
认识到一个基本物理常数的变化。 实验将
显示是否真的有所谓 拓扑缺陷，长期假定
的暗物质形式。（KP）
更多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
s41550-016-0009.pdf?origin=ppub)
http://www.nauka.gov.pl/polska-
nauka/torunski-zegar-atomowy-tyka-
ciemnej...

电子材料技术研究所正在研究
白激光
2018-02-07
白激光源可以彻底改变电视和智能手机的
屏幕，汽车前灯，甚至是Wi-Fi通信标准的
后续产品。
波兰人正在研究生产白光激光源的新方
法。 YAG激光器：一个白色光源的基本元
素当前正被在电子材料技术研究所在华沙
陶瓷磷光体的Ce显影。荧光粉是一种发光
效应的化合物，即不受高温影响的光波。
白 激 光 在 很 多 领 域 都 可 以 使 用 ，
例 如 在 L E D 中 ， 在 激 光 灯 中 ， 在
汽 车 工 业 中 或 在 节 能 路 灯 中 。 
更 多 
https://innowacje.newseria.pl/news/
bialy-laser-moze,p77296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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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量子点
2018-02-07
来自波兰科学院和华沙理工大学的化学系
物理化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开发生产氧化锌
的量子点，最广泛使用的纳米材料之一的
新方法。
新的ZnO纳米颗粒是安全的。 它们可以
被引入到生物和医学实验室中，例如用于
成像，并且在与人类有机体接触的地方使
用，例如在油漆中。 在这样的应用程序进
行工作，如将 在NANOXO启动。
这项研究由波兰科学基金会和国家科学中
心资助。 这项研究结果由来自华沙与来自
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的学者共同组建的
一个小组并一起在著名科学杂志“化学 - 
一个欧洲杂志”发表过成果。
更多:
https:// informacje.pan.pl/ index.
php/informacje/2022-zenskie-ptasie-
wycho...

Selvita公司将投资创新肿瘤学
项目
2018-02-08
Selvita--生物技术公司将进行公开募集股
份用于筹集创新肿瘤学项目的资金。 在未
来四年，将分配2.90亿兹罗提给该项目，
其中1.4亿兹罗提来自投资者。
S e l v i t a 公 司 希 望 将 他 们 的 资 金 分 配 给
SEL120平台的发展，这是对抗急性骨髓性
白血病和四大创新平台：针对性的治疗，
癌症细胞代谢与免疫代谢，免疫学和免疫
肿瘤以及生物分子的工具平台。
S e l v i t a 公 司 会 将 成 功 的 创 新 项 目 商 业
化。 其白血病药物SEL24是美国第一
个 被 批 准 用 于 临 床 试 验 的 波 兰 药 物 。 
更多关于SEL120药物开发项目
w w w . s e l v i t a . c o m / p l / p r o j e k t y -
innowacyjne/sel120

波兰自然保护区和研究站将在
哥伦比亚建立
2018-02-08
“波兰”保护区在距离亚马逊森林约30公
里的一个占地约30公顷的山区。
该保护区的发起人是来自格但斯克大学
的Marta Kolanowska博士以及来自罗
兹大学生物与环境保护学院的Radomir 
Jaskuła博士。
2017年1月，生物多样性研究正式成立。
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基金会，旨在为热带
森林筹集资金并亲近自然 ，照顾自然资源
的特殊方式来在热带雨林建设的一个研究
站。
更多
https://www.uni.lodz.pl/aktualnosc/
szczegoly/polski-rezerwat-przyrody-
ze...

罗兹大学对石墨烯的研究
2018-02-13
来自罗兹大学应用物理与计算机科学系的
Zbigniew Kluska教授团队利用所谓的过渡
金属（如钇或锆）研究了石墨烯电子结构
在连接（混合系统）中的性质。实验将允
许阐述有关的纳米尺度的电荷运输的法律
和机制。这将为打造将用于新一代计算机
的新型混合材料开辟道路。
石墨烯的特征在于非常高的强度和柔韧
性。其性能为电荷载体以非常高的速度移
动创造了条件。Zbigniew Kluska教授还负
责确定标记这些电荷载体的方法，这使他
们能够克服与超导体相媲美的距离。
石墨烯对于自旋电子学应用很有意思，它
是高级电子学的一个新分支。（KP）

无人机检查弗罗茨瓦夫的空气
质量
2018-02-15
弗罗茨瓦夫大学气候与大气保护系正在使
用现代无人机进行空气质量测试。 该设备
是由弗罗茨瓦夫市政府办公室的补贴购买
的。
弗罗茨瓦夫大学购买无人机的想法已经在

2015年时提出，当时由气候学和大气保
护部实施的LIFE-APIS / PL项目被授予波兰
创新奖。。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从
科学角度建立有趣的联系，其中包括 与
Optimum Tymiński and Company合
作，该公司在2017年制造了一个无人飞行
平台。
在环境监测中，无人机非常受欢迎，具有
很多种的用途。 大学无人机被用作测量空
气质量和基本气象参数的平台。 它可以使
测量达到几百米。
无人机配备了 环境弹头，允许测量悬浮粉
尘浓度，臭氧浓度; 此外，它还测量空气的
温度和湿度。
关于LIFE-APIS / PL项目的更多信息
http://life-apis.meteo.uni.wroc.pl/

华沙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将帮
助分析银行客户的数据
2018-02-16
华沙理工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的研
究人员将为零售客户建立信用风险评估
模型。 这些都是FinAi联合项目的一部
分，FinAi根据智能开发项目获得了国家研
究与开发中心提供的730万兹罗提的资金。
FinAi是一家创立于2016年的金融创新
（FinTech）市场的波兰创业公司。 该公
司与波兰科学家合作的目标是将科研成果
和新客户数据库工作结合起来，以创建真
正的商业解决方案。
这个想法是将潜在客户的数据可以从比以
前更广泛的领域收集。 首先使用社交媒
体。 当然，一切都符合法律。 这将是大
量的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华沙
理工大学的Jarosław Grytczuk教授解释
说，时间图是他们分析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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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科学家正在研究Phobos
的着陆系统
2018-02-16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参与了
欧洲空间局的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着陆
火星上的火星 - 火星的卫星之一。
矿业与地球工程学院的研究人员与波兰科
学院空间研究中心一道启动了“LOOP - 
Landing Once Phobos”项目。 AGH科
技大学进行的研究是欧洲空间局（ESA）
项目的一部分。
指定Phobos表面结构的不同变体是采矿和
地球工程学院研究小组的任务之一。实验
室工作的主题，是复制Phobos上普遍存在
的条件，也将研究各种类型地面对着陆器
脚上负载的反应。
仿真着陆器与火卫二表面的接触将在采矿
和地球工程学院的一个大厅的移动平台上
进行。
AGH科技大学团队与波兰科学院空间研究
中心共同开展了两年的项目。

克拉科夫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
情感检测技术
2018-02-19
Przemysław Witaszczyk博士，来自克拉
科夫Jagiellonian大学物理学，天文学和
应用计算机科学系。他的团队尝试创建
专业软件，用于检查电脑游戏参与者的情
绪。
这些都是对所谓的创新研究 基于人工智能
的情感界面。 研究人员希望尽可能精确地
定义虚拟游戏参与者的情绪。
为此，不仅需要设备，而且最重要的是
使用现代机器学习方法，创建所谓的游
戏情绪引擎。 通过使用12通道医疗EKG
设备，脑电图仪，敏感的鼠标和游戏中
的动作标记等数据收集玩家的情绪状态 – 
Witaszczyk博士解释道。
情感检测技术在电脑游戏之外也可以有许
多应用，例如在医学，教育，娱乐或社交
媒体中。 该小组的成员正在从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和波兰科学基金会申请500万兹罗
提。

波兰在治疗心律失常方面的创新
2018-02-19
一个电极插入到迄今使用的患者，而不
是所述至少两个的心脏。 消融过程将如
何改变，这得益于波兰公司Medinice
及Sebastian Stec教授开发的创新型
MiniMax电极。 由于内置3D测绘系统，
电极适合在不使用X射线的情况下执行心
脏消融手术。 融或治疗心律失常的方法
涉及通过动脉或股静脉将电极引入患者
的心脏，该方法首先于1992年4月在波
兰由Franciszek Walczak教授执行。  从
那时起，程序中使用的工具技术不断得
到改进。 新技术可以提高程序的安全性
并缩短程序的时间。 作为临床试验的一
部分，第一批患者将在年底使用这种方
法。 更多 http://medinice.pl/projekty/
mini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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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学中心的科研费用将超
过3.26亿兹罗提
2018-02-19
国家科学中心已决定开展独立职业的科学
家的四次竞赛，创建研究团队，开展国际
合作项目并开展先驱研究。 年轻研究人员
获得了超过3.26亿兹罗提的奖金。
获奖的科学家包括 波兰科学院政治研究所
的Ireneusz Sadowski博士。 作为“三代
波兰转型”项目的一部分，他将从队列（
团队）角度分析社会变革。 他的研究将获
得近40万兹罗提经费。
另一方面，作为比赛组成部分的一个研
究小组将由波兰科学院树木学研究所的
Monika Dering博士。 研究人员将试图重
建高加索森林的进化历史。 在这项研究
中， 已经分配了六种木本植物的比较系统
地理学概况，经费近140万兹罗提。
来 自 国 际 分 子 与 细 胞 生 物 学 研 究 所 的
Marcin Nowotny博士将获得更多的研究
经费。 对于细菌DNA修复作用机制的结构
研究，经费近430万兹罗提。

2亿兹罗提用于区域研究和发
展议程
2018-02-20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另一项竞赛“区域
科学与研究议程”。 分配给合格执行项目
的金额为2亿兹罗提，用于开展研究和开
发工作。 征集申请将于2018年3月15日开
始，并将持续至2018年5月15日。
本次竞赛是针对由至少一个科学单位和至
少一个企业组成的联盟，但科学单位是该
项目的领导者和正式申请者。 该项目必须
包括试验性开发工作。 共同出资的项目必
须在马佐夫省之外实施。
区域研究和发展议程的主题范围基于各区
域专业化的研究问题，由各省总理办公室
提交并征得其他各方同意 与区域科学中
心的代表。 这些包括：健康的社会; 生物
经济农业食品工业; 可持续能源，运输和
建筑; 创新的环境技术; 创新技术和工业流
程。

关于会议更多信息
http://www.ncbr.gov.pl/fundusze-
e u r o p e j s k i e / p o i r / k o n k u r s y /
konkurs-141220...
 

致力于波兰东部发展的科学会议
2018-02-20
中小企业的部门和周边地区的竞争力。 这
个标题下的会议将于2018年5月24日至26
日在维斯瓦河畔卡齐米日多尔尼举行。 本
次国际科学大会第十届的组织者是卢布林
经济与创新大学。
多年来，这些会议聚焦于波兰东部的发
展，并成为名为“卢布林项目”的研究倡
议的一部分。
今年将举行三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中
小企业对地区和地方发展的影响，地方政
府和初创企业支持中小企业的手段及其参
与刺激经济增长的过程。
会 议 的 荣 誉 赞 助 人 是 卢 布 林 总 统 。 
参加会议的申请应于2018年5月5日前提交
至以下电子邮件地址：sylwia.skrzypek-
ahmed@wsei.lublin.pl

波兰科学家正在调查波罗的海
的海豚数量
2018-02-21
格但斯克大学与海洋研究所海洋站教授。 
Krzysztof Skóra是SAMBAH项目的波兰协
调员，根据欧盟委员会环境总局的决定提
名，该项目在2016年至2017年的LIFE +项
目竞赛中名列“最佳”。
我们于2018年5月23日，在布鲁塞尔举行
的欧盟绿色周期间举行比赛。
在SAMBAH项目中，这一规模的世界上首
次使用水声方法研究小型鲸类动物。 确定
了波罗的海海豚的数量和季节分布。 除俄
罗斯联邦外，波罗的海国家参与了这项研
究。 收集到的数据用于制定和实施波罗的
海豚种群的有效保护方法，极其濒危。
该项目的波兰合作伙伴是格丁尼亚气象和
水管理研究所 - 海事分部和环境保护总监

察长。 国家共同出资由国家环境保护和水
资源管理基金提供。（KP）

格但斯克大学和世界自然基金
会的一个联合项目
2018-02-21
在世界自然基金会 - 世界自然基金会波兰
和世界自然基金会肯尼亚（世界自然基金
会 - 世界自然基金会 - 世界自然基金会）
员工访问期间，格但斯克大学海洋研究所
海洋站的MewiaŁacha保护区观察到近30
只灰海豹，12只海鸭和200多只鸟， 野生
动物基金）。 唯一的波兰海豹避难所位于
PrzekopWisły河口。
这个地方是格但斯克大学和世界自然基金
会 - “保护哺乳动物和海鸟及其栖息地”
的联合项目的一部分。它始于两年前，旨
在保护海洋哺乳动物 - 海豹，海豚和沿海
繁殖鸟类。
海洋站科学家介绍了保护波罗的海的研
究和教育活动，其中包括 作为与WWF 
Polska基金会长期合作项目的一部分。 参
观者有机会熟悉教育和展示基础设施，参
观了所谓的 众议院和观察灰海豹的医学训
练，在此期间动物学会接受人类的存在。
（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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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最大的保险公司希望与
AGH科技大学一起创造创新解
决方案
2018-02-21
万能险和矿冶的克拉科夫学院签署了意向
书，建立在研究和开发项目领域长期合作
的意向书。 中欧和东欧最大的金融集团和
克拉科夫大学将共同创造科学和商业之间
边界的创新解决方案。
双方希望合作，其中包括 在技术创新，研
究，教学，以及技术和实验室基础的使用
领域。 保险公司和大学的合作等等 科学研
究研究，实施联合研究和实施项目，包括
开发项目的形式。
万能险及科技大学的第一个合作项目是该
项目TANGO 2星期五的实施 “基于单个驾
驶员模型的机动车主动安全系统”。 该项
目的总成本估计为120万兹罗提，其中100
万兹罗提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资源提供
资金。 通用保险公司将承担15％的项目成
本。
 

来自华沙的学者将研究心理学
中最着名的综合症
2018-02-22
来自华沙红衣主教斯特凡维辛斯基大学的
基督教哲学系的Magdalena Żemojtel-
Piotrowska教授是国家科学中心竞赛获得
者，获得超过170万兹罗提奖，以创建一个
团队并研究心理学中最着名的综合症 - 自
恋。
我们试图解释不同类型的自恋的社会功能 - 
Magdalena Żemojtel-Piotrowska教授在
这个项目的简短描述中说，可以在Stefan 
Wyszyński枢机主教大学的网站上找到 - 关
于他们的知识状态需要一个稳固的理论和
研究秩序。
研究将主要包括观察和客观化数据，例如
分析社交网络或浪漫关系中自恋人群的功
能。 整体将有跨文化研究的补充; 在各种
背景和文化条件下，将验证存在四种自恋

形式的假设。（kp）
更多
h t t p : / / w w w . u k s w . e d u . p l / p l /
u n i w e r s y t e t / u c z e l n i a - d z i s /
aktualnosci/1265-wys...

波兰科学家正在苏丹开展研究
2018-02-23
短期内波兰华沙大学地中海考古中心考古
中心将开始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开展工作。
苏丹有来自波兰各大学的11个考察团 - 埃
及开罗地中海考古中心主任Artur Obłuski
博士说 - 有四个研究项目，其中包括： 古
代贸易路线和人口。
波兰考古中心 - 苏丹波兰科学研究中心 - 
将于2018年2月27日在科学与奖学金副部
长Sebastian Skuza的带领下参加。 华沙
大学校长Marcin Pałys 及 Mahmoud el-
Tayeb教授领导，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一
直与华沙大学有关。
波兰考古学家处于努比亚研究的前沿，所
以在古代，苏丹的土地被定义。 在20世
纪50年代末，Kazimierz Michałowski教
授发现并保存了Faras大教堂的著名壁画
（kp）。
关于更多信息可浏览
http://www.pcma.uw.edu.pl/pl/
wydarzenia/artykul/powstaje-polski-
osrodek-...

来自罗兹的生态水文学家的奖
项--为人们服务的创新解决方案
2018-02-23
消除所谓的有毒物质 蓝藻水华，Bzura河
流域和罗兹附近Arturówek水库的水质改
善，都是由罗兹大学生物与环境保护系应
用生态学系的生态水文学家应用创新解决
方案的实际效果。 对于这个项目，他们
获得了2016-2017年完成的最佳项目的着
名“最佳LIFE项目”奖。 现在他们正在进
行更为重要的区别 - “最佳最佳奖”。 罗
兹研究人员提出的解决方案将水利设施和
生态生物技术系统与该系统相结合。 它允

许，例如，减少80-90％。 氮和磷化合物
的含量。 该项目由Tomasz Jurczak博士
执行;  Maciej Zalewski教授协调，他们均
来自罗兹大学生物与环境保护系应用生态
学系。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将支持波
兰铁路实施创新项目
2018-02-23
城际波兰国家铁路（PKP城际）已经签署
了意向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一封信。 
这两个机构将合作实施针对波兰铁路乘客
的创新项目。
假定在联合实施“Luxtorpeda 2.0”计划
时签署的意向书 创新铁路倡议的实施。
正如Sebastian Skuza博士所强调的那样，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已经“在这一领
域开展创新合作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创
新”。
同时，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Marek 
Chorowski教授也表示，与波兰国家铁路
公司一起，目前正在分析技术状况，确定
具体的技术挑战和创新市场。 据国家研究
与发展中心主任称，“通过创建市场和设
定具体的技术和经济要求，我们保证将创
造出有价值的最终产品”。
2016年2月，总理Mateusz Morawiecki宣
布铁路行业将成为波兰“智能专业化”之
一。 - 政府希望摆脱支持大都市持续发展
的国家发展理念。 发展不能只在大城市。 
莫拉维基茨总理当时表示，我们需要为贫
民镇和小城镇创造更多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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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财团Pol-Stor-En成立
2018-02-26
Pol-Stor-En研究联盟是在能源部的赞助下
成立的。 其成员包括AGH科学技术大学，
有色金属研究所，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波
兹南理工大学，华沙理工大学，亚盖伦大
学和华沙大学。
该联盟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储能发展的科学
潜力以及与该行业的合作。 这就是要结合
科研中心的实力，开发出可供工业使用的
综合性产品。
Pol-Stor-En是能源部制定的战略计划假设
的一部分，如电动交通发展计划和能源创
新发展方向。 这也是与欧盟项目的补充活
动。

量子技术理论国际中心在格但
斯克成立
2018-02-26
今年在格但斯克后创建的国际中心的量子
技术的理论，该理论将开展世界级的研
究，涉及波兰和外国科学家。
感谢格但斯克大学收到的3500万用来创建
中心。 这笔资金是由科学基金会组织的国
际研究议程竞赛的一部分。
新兴国际量子技术理论中心主任是格但斯
克大学理论物理和天体物理学研究所现任
主任Marek Żukowski教授。 他是超过150
篇科学论文的作者或共同作者。 教授最重
要的成就 Żukowskiego与广泛了解的量子
通信和最安全密码的研究有关。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将成立一
个新的研究中心
2018-02-26
2018年10月，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新研究
中心“GEO-3EM能源，生态，教育”将启
动。 总占地面积为4,500平方米的实验室
共有12个。 投资总值约为1亿兹罗提。
弗罗茨瓦夫大学编制的这个项目的目标是
在可持续利用各种来源的原材料和能源方
面创建一个独特的研究和技术转让中心。
在研究中心将研究以下领域：空间流动，
并且次级原材料，机械和设备的生产和
加工材料，由下西里西亚工业中使用。 

“GEO-3EM能源，生态和教育”基金会的
项目假定，这里开发的许多想法将会商业
化。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新实验室
是与该行业合作建立的
2018-02-26
研究意外伤害对脊柱的影响，创造出能帮
助医务人员照顾病人的机器人 - 所有这一
切都将得益于莱昂纳多实验室，该实验室
是在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建立的。
莱 昂 纳 多 实 验 室 将 创 建 的 解 决 方
案是跨学科和实际应用。 其中
创 造 的 技 术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照 顾 健
康 ， 并 支 持 医 务 人 员 防 治 疾 病 。 
莱昂纳多实验室是波兰大学与波兰工业合
作的又一例证。 这得益于格利维采大学生
物医学工程学院与智能工业自动化市场领
导者之一的APA集团的合作。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正在调查多彩的土豆
2018-02-26
在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农业技术和储
存系的马铃薯加工技术部门，已经进行了
几年关于马铃薯品种的研究，并将有色果
肉作为消费和加工的潜在原料。
弗罗茨瓦夫的科学家正在研究化学成分，
特别是多酚化合物的含量，特别强调花青
素。
与白色或黄色肉色的品种相比，色素品种
的马铃薯含有两倍多的多酚化合物，包括
花青素。 后者包含在具有有色肉的土豆皮
中，由于其抗氧化特性，可用作食品添加
剂，例如用于油。
更多关于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农业技
术和存储系的信息 https://www.binoz.
upwr.edu.pl/wnoznew/?page_id=33

波兰科学家参与寻找暗物质
2018-02-27
来自波兰科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和亚盖伦大
学的科学家参与的这项研究提炼了对轴的
属性，假设的暗物质粒子的预测。

来自波兰科学院核物理研究所的Adam 
Kozela博士参与了实验并解释道，如果轴
线存在 ，在理论模型中，他们隐藏的地方
将会越来越少。
发现暗物质的先驱是波兰天文学家Marian 
Kowalski。 1859年，他注意到，靠近我
们的恒星的运动不能仅由太阳的运动来解
释。 在宇宙中，它比普通物质暗得几乎5.5
倍。 她的性质仍然未知。（KP）
更多
https://informacje.pan.pl/index.php/
informacje/14-nauki-scisle-i-nauki-o...
 

Krzysztof Nowicki教授：关于
米诺斯文明与普遍认为的不同
2018-02-27
米诺斯文明的崩溃并不是圣托里尼岛大规
模火山爆发的结果。 来自波兰科学院考
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的Krzysztof Nowicki相
信， 它是由希腊人入侵克里特岛的可怕行
为引发的。
这位学者经过30年的研究，修改了米诺斯
文明史上关键时刻的观点。 他强调说，它
不存在对统治者的崇拜。 他们与受试者的
距离远远小于古代近东国家。
对于像埃及这样的死难统治者而言，并没
有表现出任何痴迷，Nowicki教授说，--在
克里特岛，他们是守护者和牧师，而不是
战士。
米诺文化是最强大和最原始的古代文明之
一; 从下半年开发 公元前4000年 直到公元
前1200年 它以艺术和建筑为特色，以及
金属加工，石材和陶瓷烧制的先进技术。
（KP）
更多
h t t p s : / / i n f o r m a c j e . p a n . p l /
index.php/ informacje/12-nauk i -
humanistyczn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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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科学家寻求解决对火卫一
探测和小行星的登陆器
2018-02-28
什么样的力量会影响着陆器底盘接触月球
表面的火星 - 火卫一以及这个底盘的动力
如何影响主动转向？ 由欧洲航天局实施
波兰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的项目将提供答
案。 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还将用于沉降小
行星，轻微，几乎没有重力的车辆，以
及有贵重原材料沉积的天体。 第一个项
目 - 波兰业激励计划着陆一次，火星空间
研究中心，波兰科学院与矿业学部和地球
工程AGH克拉科夫合作。 第二，关于主
动转向对底盘动力学的影响，合作伙伴是
GMV Romania和AVS英国。 更多信息 
https://informacje.pan.pl/index.php/
informacje/14-nauki-scisle-i-nauki-o-
ziemi/2057-ladowanie-na-fobosie-z-
udzialem-cbk-pan

波兰科学家研究过狗DNA--他
认为杂交品种是超级杂交品种
2018-02-28
混種狗不是杂交品种，它们是独立的，
独 立 的 品 种 ， 比 人 类 饲 养 的 狗 更 好 ，
更健康，更强壮。 来自华沙波兰科学
院 博 物 馆 和 动 物 学 研 究 所 的 W i e s ł a w 
Bogdanowicz教授，与该团队一起进行了
狗的DNA研究并给出了这样的结论。 基因
上的杂交与其祖先最为接近 - 教授说 - 从
新发现的事实中可以看到杂种的图片，如
超级犬，犬类贵族的顶峰。 完全依赖于人
类的纯种狗尚未发育或具有有限的特征以
生存并适应环境条件。 混杂的人在它们身
上耸立; 它们更强壮，更健康，且免疫和
生殖系统更好地工作，它们有更敏感的感
官，尤其是气味。 在世界各地有大约十亿
犬，其中四分之三是杂交品种。 更多信
息 http://shareinfo.pl/kundel-to-brzmi-
dumnie-najnowsze-odkrycia-sugeruja-
ze-to-psia-superrasa/

工业centriX辐射技术的研究和
实施中心正在建造
2018-03-01
位 于 希 维 克 的 国 家 核 研 究 中 心 创 建 的
CentriX项目的总价值将达到近2800万兹
罗提。 超过1760万将来自2014-2020年
Mazowieckie Wojewodztwo 地区行动
计划，由欧盟资助。 该项目包括，除其
他外，最先进的模块化加速器加速电子的
30兆电子伏（兆电子伏特）能量，这将
是实验室快速-X的一部分。 该实验室除
了高能X射线和中子外，还将提供电容层
析成像，科学家将研究新的X射线技术。 
CentriX项目还包括加速结构试验台实验
室，其中将开发和研究用于放射摄影的新
结构。 更多 https://www.ncbj.gov.pl/
aktualnosci/centrix-przeswietli-prawie-
wszystko

法国奖学金为学生，博士生和
研究人员
2018-03-01
只有到2018年3月7日，您才能申请法国
政府奖学金来完成您在法国的学习，完成
您的博士课程和每月学习。 在研究的情
况下，奖学金持续10个月，奖学金获得者
每月收到约770欧元。 此外，奖学金还包
括注册费用（高达5,000欧元），保险费
用和预订宿舍的优先权。 博士奖学金涵
盖三年内在法国的三次入学费用，每学年
最多不超过五个月。 奖学金的最长期限
为15个月。 奖学金获得者将在法国逗留
每个月收到大约1060欧元。 研究留学奖
学金的目的是为波兰科学家，他们在毕业
前还没有完成45岁，并拥有教授或博士学
位，并计划在法国进行部分研究。 该研
究期限长达3个月，必须在2018年7月15
日至12月31日之间进行，奖学金持有者每
月将获得1375欧元。 更多 https://www.
institutfrancais.pl/pl/prezentacja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正在等待
尤里卡倡议的项目
2018-03-01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已经开始征求作为尤
里卡倡议一部分执行的项目提案。 该倡
议的目标是支持研究与开发方面的国际合
作。 在2018年4月23日前可以提交申请
的竞赛中，不存在任何专题限制。 项目
应符合以下基本标准：在国际合作中实施
（必须由来自两个不同的尤里卡成员国的
至少两个独立实体参加），具有市场导向
性并预期开发新产品，流程或服务。 尤
里卡倡议下的项目必须有民事目的。 尤
里卡倡议是一个由41个国家组成的分权
模式，其中包括欧洲国家和欧盟，该模
式的建立是为了支持国际研究与发展合
作。 自1995年6月以来，波兰一直是尤里
卡倡议的成员。 更多 http://www.ncbr.
gov.pl/programy-miedzynarodowe/
wspolpraca-wie lost ronna-/ inne-
in ic jatywy-wielost ronne/eureka/
a k t u a l n o s c i / a r t , 5 9 9 3 , o t w a r c i e -
naboru-wnioskow-inicjatywy-eureka-
konkurs-12018.html

研究合作框架内的波兰 - 台湾
竞争
2018-03-01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介绍了波兰 - 台湾研究
合作框架内第五次竞赛的结果。 该比赛是
与台北科技部联合举办的。 由于与台湾方
面的安排，这些申请被推荐为共同融资，
分解成竞争公告中描述的专题领域。 根据
特定专题领域的分数和台湾方面的建议排
列排行榜。 推荐的资助申请包括：“细胞
水平的神经科学阶段的定量（3D / 4D）成
像”华沙理工大学，“LVV-hemorphine 
7在酒精依赖和镇痛中的作用”AGH克拉
科夫科技大学和“ “格但斯克大学的照明
和照明发射窄带荧光粉和发光二极管。 更
多 http://www.ncbr.gov.pl/programy-
m i e d z y n a r o d o w e / w s p o l p r a c a -
dwustronna/tajwan/aktualnosci/
art,5996,rozstrzygniecie-v-konkursu-
w - r a m a c h - p o l s k o - t a j w a n s k i e j -
wspolpracy-badawczej-20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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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未来的波兰产品”
比赛
2018-03-05
创新发展是负责任发展战略的支柱之一。 
“未来的波兰产品”竞赛表明，波兰的创
新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所有获奖项
目都是为了加强波兰经济和提高波兰人的
生活水平 - 在竞赛盛会期间，副总理兼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说。 
今年，下列获奖者被授予： 在科学部门
的未来产品类别中：国际核医学研究中心
Intraline-IOERT是一种医用电子加速器。 
在产品未来的科学装置和企业家和生态创
新领域的产品特别奖的类别：机械化施工
和岩矿业研究所与现代技术设备和NTI粉煤
灰的技术开发，包括工业废弃物和城市的
合作伙伴关系，在生产用于建筑业轻质骨
料。 在企业家未来的产品类别和专利局的
特别奖项中：Triggo公司因为为Triggo（
一种双轮四轮电动车）而获奖。 由一位年
轻且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提交的产品特
别奖：模拟器的医疗模拟技术，用于培训
经食管超声心动图领域的专家医生。 特别
奖创业与技术部长：用于为儿童学习外语
的EMYS机器人的FLASH机器人。

波兰 - 卢森堡的服务创新竞争
2018-03-07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在 卢 森 堡 F o n d s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公司宣布的
2018年CORE竞赛中开通了一个在线申请
系统。 作为本次比赛的一部分，可以将“
服务创新”领域的双边，波兰 - 卢森堡项
目申请提交给全国青年报。 国家研究与发
展中心分配200万兹罗提，用于为在竞争程
序下获得资助的项目共同资助波兰实体。 
应用程序可以在2018年4月18日提交电子
英文版。 更多信息： https://www.fnr.lu/
funding-instruments/core/

COST CONNECT：关于哥白
尼科学中心的量子
2018-03-07
2018年3月8日，COST CONNECT项目
将在哥白尼科学中心举行。 这次会议题

为“量子：下一个跳跃将会在哪里？”
将由教授参加。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国务
秘书Aleksander Bobko博士， Ronald 
de Bruin，COST协会主任。 该活动将致
力于量子技术。 COST CONNECT名下的
活动周期由COST（欧洲科技合作组织）
或欧洲科学和技术合作计划于2017年6月
发起。 该项目的目标是结合COST代表和
科学家以外的科学家，他们希望共同开发
由COST发起的研究。 欧洲科学技术合作
计划由36个欧洲国家和以色列（作为合作
国）的体制结构共同组织，其中最重要的
任务是组织成员国的多边科技合作。   更
多信息： http://www.cost.eu/events/
cost_connect_quantum

科学部选择了“对话”计划的
进一步受益者
2018-03-07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已经公布了另一份在“
对话”计划中获准资助的项目清单。 “
对话”计划包括共同资助三个领域的活
动：“科学卓越”，“科学促进创新”
和“人文促进发展”。 其目的是支持旨在
建立科学领域实体和社会经济实体之间的
合作和持久关系的活动。 受益者包括：波
兰新闻社基金会，该基金会收到近200万
兹罗提以运行和开发“波兰科学”网站，
哥白尼中心基金会，其“人文对话”项
目将获得150万兹罗提的支持 和克拉科夫
Ignatianum学院的教学学院，将为“天主
教社会科学中的包容性”项目获得100万兹
国民众的收入。 更多信息： http://www.
nauka.gov.pl/g2/oryginal/2018_03/17f
9882f2d057e7047ff1ffcf16598bf.pdf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
TECHMATSTRATEG计划中的
项目竞赛
2018-03-08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主 任 已 宣 布 在 科
学研究与发展工作“现代材料技术” - 
TECHMATSTRATEG的战略计划项下进行
的第二次竞赛。 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发展
知识，将创新的解决方案转移到社会经济

环境中，并提高波兰在科学研究和发展工
作中的国际地位。 本次大赛涵盖建筑材
料技术，光子与纳米电子材料技术，功能
材料与设计性能材料技术，生物可降解工
程材料无废料技术与技术，能量储存与传
输材料技术等五大战略问题领域的主题。 
分配给参加竞赛的共同融资项目的预算为
2亿兹罗提，申请可在2018年4月9日至6
月8日提交。   更多信息： http://www.
ncbr.gov.pl/programy-strategiczne/
n o w o c z e s n e - t e c h n o l o g i e -
m a t e r i a l o w e - - - t e c h m a t s t r a t e g /
techmatstrateg-ii-konkurs/aktualnosci/
art,6013,techmatstrateg-ii-konkurs.html

波兹南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创新
技术来对抗癌症
2018-03-08
在波兹南实验室，研究了一种从大麻辅料
获得支持治疗癌症患者的方法。 该项目
由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与天然纤维和药用
植物研究所，波兹南医学大学和波兹南波
兰科学院人类遗传研究所合作进行为期四
年。 因此，他们研究了一种创新技术，用
于获得含量较低的精神活性物质麻的支持
癌症患者治疗的药物。 也获得了结果，其
显示了该植物中所含的化学化合物（大麻
素）可以抑制甚至消灭癌细胞。 然而，在
药物进入市场之前，多年的分析，临床和
观察研究将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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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将支持造
船业的研究和发展
2018-03-09
在格丁尼亚波罗的海新技术港的建设中，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了第一场比赛，
作为INNOship部门计划试点项目的一部
分。 该计划旨在支持造船行业的研究和开
发。 我们在波兰拥有优秀的造船传统和受
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 如果我们加大研发
支出的增长，我们将实现我们的目标：造
船业可以再次成为波兰经济的展示 - 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副总
理说。 造船业的重建是政府活动的重点之
一。 INNOship计划的第一阶段将持续两
年。 计划进行两场比赛，总预算约为2.4亿
兹罗提。 第一场比赛的申请将于4月30日
开始，并将持续到2018年6月29日。

西门子奖大赛
2018-03-12
截至2018年3月31日，您可以向西门子第二
十三届（2017年度）大赛提交参赛作品。 
比赛由华沙理工学院和西门子公司组织， 
它促进了波兰学术和非学术机构的员工在
科技和科研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 西门子
奖可以由西门子公司领域的作者提交，涵
盖的领域包括：电气工程和能源，特别是
在电力的发电，输电和使用领域; 电子和信
息技术以及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 铁路运输
以及交通管理和控制。 作品可以在以下地
址提交： 华沙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街道： 
Politechniki 1，房间 106，邮编：00-661华
沙 并且标注“西门子竞争大奖”

波兰科学基金会将为年轻研究
人员的项目拨付1100万兹罗提
项目资金
2018-03-12
波兰科学基金会在HOMING和RETURN计
划中进一步确定了比赛。15名将在波兰
实施创新研究和发展项目的年轻科学家将
获得总额为1120万兹罗提的资金。 作为
HOMING计划的一部分，针对想要在波
兰实施研究项目的国外人士，12位年轻
医生将在我们国家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 

他们将获得总计880万兹罗提的实施博士
后实习项目。 POWROTY计划将允许三
名研究人员在产假后返回学术工作。 获
奖者将获得240万兹罗提进行研究。 这两
个计划的资助资金来自智能发展运营计
划。 HOMING竞赛获奖名单： https://
www.fnp.org.pl/grantobiorcy-homing-
konkurs-42017/ POWROTY大赛获奖
者名单： https://www.fnp.org.pl/
grantobiorcy-powroty-konkurs-42017/  

来自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的研
究人员确定了甲虫毒液的组成
2018-03-13
来自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环境生物
学研究所系统动物学系的研究人员Leszek 
Rychlik教授和Krzysztof Kowalewski作
为世界第一的研究人员描述了甲虫毒液的
组成和作用。 他们的研究成果已发表在
Journal of Mammalogy杂志上。水鼩鼱
是哺乳动物的一种， 为了确定该物种毒
液的有用性，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其中包
括观察各种大小受害者对水鼩鼱的狩猎情
况。 事实证明，相对于流派，鼩的另一名
代表，水鼩鼱是能够有效地克服他们的受
害者。 更多信息： https://academic.
oup.com/jmammal/advance-article-
abst ract/doi/10.1093/ jmammal/
gyy013/4911419

Bielsko-Biała技术人文学院的
综合发展计划
2018-03-13
2018年4月，“未来学院 - Bielsko-Biała技
术和人文科学院综合发展计划”项目即将
开始。 该项目符合POWER计划（操作计
划知识教育发展）下的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的共同资助条件。 其主要目标是提高比
尔斯科 - 比亚瓦技术和人文科学大学的教
育效率，并提高大学管理质量。 这一目标
的实现是：扩大教育机会，以获得雇主期
望的能力和资格，提高教学能力，增加与
大学管理有关的内部和外部系统的整合，
提高管理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能力和资格。 
此外，Bielsko-Biała学院打算引入综合大
学管理系统

波兰大学 - 战略展望2020
2018-03-13
欧盟研究计划的国家联络点与波兰学校校
长联合会邀请奥尔什丁参加信息会议“
波兰大学 - 地平线2020战略”，作为科
学单位国际化工具的研究和创新领域的
欧盟框架计划。 它将致力于动员，以增
加波兰大学和工业界对“地平线2020”
计划的参与，特别是科学机构参与欧洲
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拨款，以及在传播卓
越和扩大参与方面的竞赛（团队合作，
结盟，电子会议室主席）。 该活动将于
2018年3月21日（星期三）在Olsztyn举
行 ，活动时间：11.00 - 15.00，地址： ul. 
R.Prawocheński 9。 活动注册： http://
www.uwm.edu.pl/ rpk/szkolenia/
rejestracja?training=520

世界科学新兴人才中的一员
2018-03-13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的Agnieszka Gajewicz
博士，欧莱雅波兰计划“女性与科学”奖
学金获得者，被授予国际瑞星人才奖。 女
性与科学竞赛由来自不同国家的15名女性
组成，这些女性得益于他们的研究，并将
有机会改变世界。 Gajewicz博士是比赛
历史上第三位获此殊荣的波兰女子。 她对
各种物质的化学风险评估研究表示赞赏。 
格但斯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处理科学中化学
信息学方法的发展。 化学信息学是计算机
科学，数学，化学和理论物理以及化学计
量学边界相对较新的一门科学领域。 国
际瑞星人才，是由欧莱雅基金会和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世界科学的新兴人才的
竞争。 正式的颁奖仪式将于3月21日在巴
黎举行的最后一场盛宴上进行。 更多信
息： https://en.unesco.org/women-in-
science-rising-irt-2018

Photo by Kevin Ku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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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兹工业大学的创新技术
2018-03-14
Anna Kogut教授将为罗兹工业大学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大学和企业家提供合
作机会。 研究与开发中心全国委员会主
席Kogut教授将在她的演讲中开启一次会
议，其主题将是创新技术。 它旨在为创
新解决方案和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商业化
创造科学和商业世界的共同空间。 该活
动的组织者是：罗兹技术大学技术转移中
以及罗兹工业大学经济，创新和技术转
让合作中心。 会议将于2018年3月20日
星期二在罗兹工业大学运动湾举行。街
道：Politechniki 10

在Łomża将研究快速增长的
Oxytree树的特性
2018-03-14
在Łomża农业综合企业学院的地区创建了
一个Oxytree实验田。 它是由科学家为研
究目的而建立的。 实验的主要目标是确定
快速生长树的生物特征。 Oxytree是一种
具有独特属性的落叶树。 这是一个耐用
且要求不高的工厂。 对当地生态系统而
言，它是无创和安全的。 Oxytree获得的
高品质木材是一种热值高的工业原料和材
料。 另外，被切断后，树再次长出来。 
Drinż。 来自Łomża大学的科学家Janusz 
Lisowski和Henryk Porwisiak已经开展了
关于叶片生长，越冬，宏观和微量元素以
及Oxytree燃烧热的研究。 关于农业综
合企业学院科学笔记本研究成果的更多
信息： http://oxytree.pl/wp-content/
uploads/2018/03/Zeszyt-Naukowy-
nr-67.pdf

对中世纪东正教斯拉夫文学的
研究始于罗兹大学
2018-03-14
来自罗兹大学几个单位的语言学家，文学
学者和历史学家与外国科学家合作，将研
究“中世纪正统斯拉夫人的电子文献”
。 这项研究将得到国家科学中心“和谐”
计划的资助。 除其他外，该项目的目的
是根据东正教斯拉夫人的中世纪文学的复

杂性，呈现欧洲文化和历史遗产的重要部
分。 这涉及到收集，描述，分析和释放中
世纪反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反拉丁语
和反鞑靼语文本。 这些资料对于了解东方
基督教的历史非常重要，同时也是非常多
元化的。 其中，我们发现辩论条约，礼仪
文本，争论性话题和演讲，以及关于如何
惩罚来自东正教的背教者的咒语或提示 - 
我们在罗兹大学促进中心的交流中读到。

虚拟研究所将建立
2018-03-15
在2018年第四季度，虚拟研究所团队的招
聘将开始 - 卡托维兹第三届卫生挑战大会
（HCC）期间，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Piotr Dardziński说。 虚拟研究所项目是执
行总理Mateusz Morawiecki和副总理，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a在
2017年提出的概念。 根据他们的公告，新
机构将投资5亿兹罗提在波兰进行的主要是
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研究。

波兰科学考察秘鲁
2018-03-15
自2006年以来，波兰科学家一直在实施
一个名为“波兰科学考察秘鲁”的项目。 
探险队的发起人和负责人是来自克拉科夫
AGH科技大学的Andrzej Paulo教授。 西
里西亚大学地球科学系的科学家参加了去
年的去年秘鲁之行。 2017年远征的主要目
标是“研究即将到来的（顶部）岩石圈板
块的俯冲带现代构造活动的表现，称为南
美洲，其中纳斯卡板块以每年63毫米的速
度移动”。 除科学目标外，西里西亚大学
员工进行的科学研究与“为未来的科尔卡
峡谷国家公园和秘鲁南部的火山谷创造科
学基础”项目有关。 作为欧盟共同资助项
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被列入了波兰科学
最佳成果竞赛中选出的40个科学计划的组
合中。“赞扬促进波兰科学的成就的人”
。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将开发颅面
重建的创新技术
2018-03-15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医学院喉科开
始实施“面部区域受损组织重建和再生新
技术手术实践介绍”项目。 这项承诺将由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共同资助，金额将近
700万兹罗提。 该项目将作为联合体的一
部分实施：卡利维治西里西亚医科大学，
格利维采有色金属研究所，“Solveere”
公司和Zabrze的Kardio-Med-Silesia。 该
联盟的主要任务是开发用于接收将用于面
部重建的个性化组织支架的技术。

综合大学课程13亿兹罗提
2018-03-16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了综合大学计划
竞赛第一条路的成果。 由于项目的实质性
质很高，竞争预算已经增加 - 从500个增加
到7亿兹罗提。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竞
争受益者是波兰的高等教育机构，公立和
非公立。 该项目的设想是使教育方案适应
当前的社会经济需求。 “今天的波兰经济
运用最新的科学发现提供现代技术，这一
点尤为重要，”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长Jarosław Gowin说。 第一条路线是
比赛的最后阶段（中心其他路线的获胜者
将于2017年12月和今年2月宣布）。 科学
部总共颁发了138个大学综合项目项目。 
13亿兹罗提将支付170,000兹罗提。

波兰科学家正在研究智能路标
系统
2018-03-19
克拉科夫和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矿冶研究院
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一种智能路标系统，
以适应交通和天气。 该系统旨在帮助驾驶
员更好地适应他们的速度，以适应路面状
况。主要目的是改善道路安全 ， 防止最
常见的碰撞。 该系统将被称为INZNAK ，
科技大学AGH 声明称这种类型的在波兰的
第一个解决方案，并在世界上少数几个之
一。 该项目得到了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和
国家道路与高速公路总局的赞赏和资助。

RESEARCH & DEVELOPMENT IN POLISH SCIENCE 2018-2019



15

科学部副部长Piotr Muller宣布
将巩固科学研究
2018-03-19
“今年10月，新的科学和高等教育法将
生效“。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Muller在接受波兰24电台访问时说。 参照
新的法律有利于规模大的大学，有将流入
的资金为科学主流的关注，副部长Muller
说，教育部在对待资金方面有两种选择。 
“一切都一样，或者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奖
励那些试图做得更好的人的系统。 我们选
择后一种解决方案。“ - 他解释说。 他还
宣布将巩固科学研究。 “我们的研究支出
有限。 我们应该为波兰社会和经济做出雄
心勃勃和有用的研究，“他说。

来自托伦的科学家研究了
彼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在伦敦的绘画
2018-03-20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物理研究所的Piotr 
Targowski教授和纪念与保护研究所的
Magdalena Iwanicka博士对伦敦白厅宴
会厅的Peter Paul Rubens不朽画作进行
了研究“ - 托伦大学的校内公告报道说。 
托伦科学家应历史皇家宫殿邀请，于2018
年3月12日至16日在伦敦逗留。 他们利用
OCT光学层析成像分析了重复恢复图像的
结构和状况。 它是在Horizon 2020计划中
实施的国际研究项目IPERION CH（欧洲
研究基础设施ON文化遗产综合平台）的
MOLAB提议（移动实验室）内开展的一项
多学科活动的一部分。

罗兹大学的中国文化日
2018-03-20
截止2018年3月23日，中国文化日将在罗
兹大学举行。 该活动由罗兹大学经济与
社会学院组织。 在罗兹大学，来自海外
的学生超过两千名，代表着95个不同的国
籍，其中约有100名中国学生。 作为活动
的一部分，您将能够看到太极拳表演，参
加汉语和书法研讨会，参加比赛比赛或聆
听锣音乐会。 该活动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罗
兹大学学生的中国文化，并普及有关罗兹

大学与许多中国大学合作的知识。 更多信
息： http://www.eksoc.uni.lodz.pl/dni-
kultury-chinskiej-2018/

格但斯克大学颇有建树的一年
2018-03-20
“ 过 去 的 1 2 个 月 对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来 说
收获颇多。 我们的员工取得了许多成
功，其中可以提到： Cezary Obracht-
Prondzyński教授在Hevelius人文领域获得
了奖项； Agnieszka Gajewicz博士获得
了一个非常有声望的国际奖项的国际瑞星
人才， Piotr Zieliński Jan Uphagen的奖
项”。格但斯克大学校长Jerzy Gwizdała
教授在与电台“Mors”的对话中说。 格但
斯克大学校长还提到了包括与格但斯克医
科大学在内的其他大学的合作，计划在科
学，研究，教学方面进行整合，并将研究
成果应用到经济中。 “这种合作非常有效
的事实最好的证据是生物技术学院获得的
最高评价以及它在癌症疫苗研究领域创建
的国际研究议程”，他补充道。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将近2900万
兹罗提用于现代化教育
2018-03-21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获得了近2900万兹罗提
用于在国家研究和发展中心组织的大学综
合方案第一条路径内实施一项教育项目。 
这是所有波兰大学中的第二大资金投入。 
根据第一条计划，大学将通过实施培训。
高质量实习计划和其他课程获得主要用于
新教育计划，教学人员培训和提高学生能
离；其中包括外语研究以及博士研究。 综
合大学课程计划的目标是发展高等教育，
以充分满足我国目前的社会和经济需求。 
今年，根据第一条计划- NCBiR补贴达到近
7亿兹罗提。 波兰大约有100所大学收到了
教育项目的资金。  

确定土地滑坡活动的新方法
2018-03-21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通过
检查年度树木增量来确定土地滑坡活动的
新方法。 这一发现对土地开发计划产生了

影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的地区，不应建
造住房和道路。 由于山体滑坡，生长在
山体滑坡上的树木树干经常倾斜或弯曲，
这导致在树干的一侧形成更广泛的年度增
长。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
分析这种增量的方法。 这项发明不仅可以
用于考察土地的活动规划发展的目的，还
可以为地方政府创建准确的威胁地图，指
出安全区域以及那些暴露于地面移动的地
区。 这将使未来能够以更合理的方式管理
空间并减少滑坡造成的损害。

“女性创新”竞赛的微型实验
室获奖者
2018-03-22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Agnieszka Podwin
博士赢得了第8届“女性创新”的竞赛。 
年轻的研究人员在芯片上开发了一个精致
的实验室，一个支持细胞培养的气体分
配器和一个用于产生氧气的酵母驱动的
微型反应器。 芯片上的实验室是一种从
几毫米到几平方厘米的微型设备。 它用
于各种类型的生物化学分析，例如分析遗
传物质和血液，还可用于细胞培养。 细
胞培养需要使用分配器，为他们提供各种
营养和气体。 在微型芯片体验中，您需
要使用这些设备的小型化版本，但市场
上的型号价格昂贵。 Agnieszka Podwin
博士因此开发了她自己的半渗透性聚合
物制造的分配器。   更多信息： http://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wielkie-mozliwosci-miniaturowego-
laboratorium-107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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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波兰大学研究的最佳天才
小工具
2018-03-22
在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遗传学，植物
育种和种子生产并传播的植物体外密封
在小罐中，在天才竞赛中被授予促进波
兰一所大学研究的最佳天才小工具。 由
市场营销和广告专家组成的竞赛评审团
赞赏小工具的创新，美学，与UPWRA进
行的大学概况和研究的主题联系，以及
在推动大学的同时分享植物学，生物技
术和遗传学方面的知识。 植物；嫩枝，
兰花和紫罗兰在体外繁殖，用小的装饰
罐装在白色和黑色营养物质中，确保它
们生长数月。是在Renata Galek教授的
监督下完成的。Renata Galek教授在
学校里主要负责自然科学和技术学院遗
传学，植物育种和种子科学系实验室。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
edu.pl/aktualnosci/47467/gadzet_
promocyjny_upwr_nagrodzony.html

弗劳恩霍夫项目中心将建在奥
波莱科技大学
2018-03-22
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的分支机构 是世界
上最大的研究机构之一，也是MP3格式的
发明者 。该中心 将在奥波莱科技大学成
立。 与此同时，弗劳恩霍夫项目中心协
议，商业计划，预算和计划假设的细节工
作正在进行。 项目合作伙伴是奥波莱科技
园和开姆尼茨技术大学。 在奥波莱分所将
负责处理汽车的“减肥” - 研究在其结构
中使用轻型结构。 较轻的汽车将燃烧更少
的燃料并释放更少的二氧化碳，使汽车变
得更加有利于生态平衡。 弗劳恩霍夫研究
所是支持欧洲工业的最大，最具创新和重
要的科学组织之一。 弗劳恩霍夫协会成立
于1949年，汇集了近70个德国科学组织，
其中30,000名科学家每年为研究工作并分
配数十亿欧元的研究经费。  

在Słupsk学术中心发展教育系
统
2018-03-23
Słupsk的波美拉尼亚学院与Słupsk工商会
和波美拉尼亚地区发展机构合作S.A. 实施
将共同实施一个项目--在Słupsk学术中心
的框架内开发实用教育系统。 该项目是为
了适应Słupsk大学的教育需求，满足经济
和地区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实际教育需求。 
具体目标包括提高实施实践教育所需的教
学基地的质量，以及与企业家合作提高教
学人员的实用专业资格。 作为这一目标的
一部分，28位学院讲师将参加16项专业培
训。 另一个目标是通过参与修改教育计划
并直接在教学过程中提高大学和企业家之
间的合作效率。

弗罗茨瓦夫考古学家在“自
然”
2018-03-23
弗罗茨瓦夫大学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
一个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国际研究小组工
作。 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着名的自然杂志的
页面中有描述. 这支国际团队由144位遗传
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组成，他们将
试图解释“钟杯现象” - 这个未解之谜与
4750年至4400年前出现的非常相似物种的
坟墓有关。 由于其中独特的钟形钟声而被
称为钟形文化碗。 这引发了一场持续了一
百多年的辩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否落
后。 来自欧洲各地的“自然”中描述的大
约400种骨骼的基因检查结果表明，伊比利
亚和中欧之间的“钟杯现象”在人口没有
大量流动的情况下进行传播。

欧洲大学呼吁欧盟为研究和创
新提供资金
2018-03-26
“来自欧洲的13所大学要求欧盟在未来的
预算中在研究和创新教育方面提供双倍的
研究资金。 常见职位包括欧洲大学协会
（EUA）和欧洲首都大学网络（UNICA）
，其中华沙大学是其成员之一 。”华沙大
学的公告通知中如是报道。 作为当前财务
方面的一部分，800亿欧元被分配到与科学

研究和创新有关的活动。 这是地平线2020
框架计划的预算。众学府希望说服决策者
在下一个财务角度将这些资金翻倍，以便
将第9个项目的资金提升为1600亿欧元。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提高教育
潜能
2018-03-26
PORTAL是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综合发展
计划；该计划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获得
了近1150万兹罗提的补助资金； 项目的主
要目标是加强高校的教学能力。 所有的资
金将用于创建业务流程模拟中心；这是一
个交互式实验室，通过整合IT系统，使用最
新技术实现业务流程可视化从而实施现代
化大学管理模式。 同时资金还将用于推出
新的专业方向，为学生们创造高质量学习
环境和实用技能的同时并且资助实习和培
训将有助于发展教学、管理和行政技能。

科学部致力于支持波兰自由之
路的研究项目
2018-03-27
在波兰独立100周年庆祝之际，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的计划将近10百万兹罗提颁给10
项获得“独立波兰之路”的项目 – 科学部
的公告宣传道。 项目主旨为支持专门讨论
与波兰人独立的遗产主题艺术和科学的举
措；同时也在向大众介绍19世纪和20世纪
的波兰独立思想。 获奖的十个项目中的
两个项目由位于卢布林的玛丽亚居里夫斯
科多夫斯卡大学提交：“根据制图文件塑
造独立波兰的边界” 和 “互动历史地图
集 - 独立波兰路线1914 - 1922年”。 什切
青大学将获得资金用于实施“利沃夫郊区
墓场”项目。 波兰国家遗产“和罗兹大学
获得关于”1915-1918年塑造波兰现代性
和独立性的教育，教育和培养“项目的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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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将被用于嗅觉记忆研究
2018-03-27
弗罗茨瓦夫大学心理学系的Agnieszka 
Sabiniewicz博士将嗅觉记忆研究作为其
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调查测试将以匿名
形式进行且大众均可以参加；测试大约需
要40分钟、参与调查者通过记忆将闻到
的气味以“香味标记”的形式命名。 该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嗅觉记忆的认知和人格
相关性。 目前我们对嗅觉记忆的了解甚
少，Agnieszka Sabiniewicz博士将会依靠
当前的研究来了解人类心灵的其他部分与嗅
觉的关系。 每位参与者将获得有关他们的
嗅觉记忆水平，人格特征概况以及工作和空
间记忆水平的信息。当然，会额外获得一些
巧克力。 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预约参加调
查测试：a.sabiniewicz@gmail.com

3,500万兹罗提将投入开发结
肠癌药物
2018-03-28
Pure Biologics公司利用弗罗茨瓦夫科技园
的实验室获得了国家研究与开发中心的资
助、3500万兹罗提的项目资金将投入开发
抗癌免疫疗法的创新药物。 此项研发的目
的是为了开发一种名为多克隆抗体的重组
抗体 、它将被用为结直肠癌患者的免疫治
疗药物的候选药物；此类癌症是女性确诊
的第三大常见癌症、男性常见的第二大癌
症。 研发项目计划于2018年上半年启动，
将基于PureSelect的技术平台：一个搜索
具有治疗和诊断潜力的抗体片段来进行研
发。Pure Biologics公司提出的解决方案将
允许开发具有独特治疗潜力的创新药物，
以准备开始第二阶段的临床试验。

2亿兹罗提资金将用于培养大
学未来教师
2018-03-28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了“教师培训
计划”的竞赛；该竞赛由业务计划知识
教育发展资助，旨在提高有意成为未来
教师的学生的能力。 “提高教育质量是
扩大经济的必备条件之一；我从希望从基
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例如从幼儿园到大

学，每一个儿童、每一个青年都能学到有
用的知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高素
质的工作人员的原因” - 副总理兼科学高
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说道。 公立
和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均可以申请补助
资金；该 项目将持续24至60个月。 竞赛
项目补助金的多少取决于大学的规模，
对于学生人数不足4千人的学校来说，补
助资金为400万兹罗提；对于学生人数多
达12000人的大学，补助资金为1200万
兹罗提；共有2亿兹罗提的补助资金分配
给了该竞赛项目。 申请将于4月23日开
始，截止日期为2018年6月6日。 更多信
息： http://www.ncbr.gov.pl/fundusze-
europejsk ie/power/aktualnosci/
art,6058,konkurs-nr-powr-03-01-00-ip-
08-00-pkn18-na-programy-ksztalcenia-
nauczycieli-dotyczacy-opracowania-
i-wdrozenia-programow-ksztalce.html

弗罗茨瓦夫体育大学将定期检
查弗罗茨瓦夫足球俱乐部球员
2018-03-28
弗罗茨瓦夫体育大学和弗罗茨瓦夫足球俱
乐部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他们将会对弗
罗茨瓦夫足球俱乐部的球员进行定期的运
动、生理、及心理检查费测试。 在新闻发
布会上签署两方高度赞赏了文件重要性； 
体育学院的校长 Andrzej Rokita说：“这
是双方将多年密切、长期合作的开始”。
协议规定了弗罗茨瓦夫足球俱乐部对使用
体育学院设施的规则。 弗罗茨瓦夫足球俱
乐部主席Marcin Przychodny宣布道： “
这是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在这次
合作之后承诺了很多” 。并且强调了合作
伙伴关系的战略性质，表示他愿意借助科
学来挖掘球员们的更多潜力。

Akademia 扬斯托霍瓦的
JanDługosz为大学发展计划
收到近650万兹罗提
2018-03-29
Akademia  扬斯托霍瓦的JanDługosz为
大学发展计划收到近650万兹罗提。 该支
持将覆盖700多名学生，130名教学人员和

约70名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 该项目的目
的是提高学院学生的能力 JanDługosz在
Częstochowa，通过实施一项改善其运
作质量的全面计划，支持组织变革，并提
高大学教学，管理和行政人员的能力。 该
计划包括培训，实习，考察访问和其他课
程。 得益于补贴，超过700名学生将获得
新的专业资格和能力 - 包括IT，小组工作和
语言。 支持范围还包括130名教学人员和
大约70名管理和行政人员，他们将发展大
学管理，信息和计算机技术以及工业和语
言领域的能力。

克拉科夫AGH大学的研究人员
在斯匹次卑尔根调查洞穴
2018-03-30
来自力学系、机械工程学院的振动声学和
克拉科夫AGH科学和技术大学的科学家
们将携带机器人对斯匹次卑尔根冰川洞穴
进行全面的声学分析。 三月份第三批科
学家们进行了考察；本年度和之前的两次
考察（2016年8月和2017年2月）开展的
科学家们有： Jerzy Wiciak教授、Antoni 
Kalukiewicz教授、Janusz Piechowicz
博士、Dorota Czopek博士和Paweł 
Małecki博士。他们的调查研究是进一步
在极地环境进行声学研究的重要起点，
特别是观测声学气候变化。 在今年的考
察期间，他们对四个冰洞中进行了声学
测量：Larsbreen、Longyearbreen和
Tellbreen。 科学家们计划在夏季继续在斯
匹次卑尔根进行声学研究，现有的录音数
据库将在夏季用Barentsburg声学地图进
行补充，并对Fuglefjell高原地区的鸟类群
落进行声学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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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 - 复活节的象征，也是自
然界最完美的产物
2018-03-30
来自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的
Tadeusz Trziszka教授介绍说：“蛋是自然
界最完美的产物，其中所含的物质可以拯
救生命。” Tadeusz Trziszka教授撰写了数
百篇关于食品技术的科学论文，是禽类和
蛋类技术专家。 Trziszka教授说： “大自
然中的原材料和蛋一样多。 它包含创造生
命所必需的所有生物活性物质。 现象是热
能足以开始生命”。科学家们则认为：“
如果生命可以从鸡蛋中产生，它可以用来
拯救生命，对抗文明病。” Trziszka教授
确认吃鸡蛋没有禁忌症； “有些物质在调
节血压方面很重要，它们是破坏细菌和病
毒的物质，特别是那些对抗流感病毒的物
质。 还有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可以在
对抗大脑和癌症痴呆疾病的斗争中使用” 
Trziszka教授一一列举道。

奥波莱正在研究减少氮氧化物
和二氧化硫排放的技术
2018-04-03
能源研究所Energetyka Cieplna 
O p o l s z c z y z n y 以 及 B u d i m e x 和
MostostalKraków将开发新技术，以便廉
价有效地减少区域供热锅炉煤炭燃烧过程
中的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排放。 在奥波莱
的WR25锅炉的屏幕上，已经进行了准备
工作来进行温度测量以确定所谓的 温度窗
口。 这是一个可以减少氮氧化物和二氧化
硫的最佳温度区域。 该解决方案对锅炉结
构的干扰少，安装成本低。 研究的效果对
于加热行业非常重要 - 氮氧化物的减少水
平至少达到60％。 二氧化硫减少甚至超
过90％；这取决于使用的试剂和实施的优
化。 这种效率使得满足锅炉全容量范围内
气态污染物的新排放标准成为可能。

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将研究平
流层的紫外线辐射
2018-04-03
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将以前所未有的精度
检查大气中不同层面的紫外线辐射分布；

他们实施的想将作为由欧洲空间局组织的
德瑞学生项目REXUS / BEXUS的一部分。 
LUSTRO项目是关于创建一个传感器和旋转
镜子系统。 完成后的系统将使用平流层气
球升高至大约25-33公里的高度，并将在那
里停留数小时。 在此期间，两艘潜望镜将
收集有关紫外线辐射强度的数据。 计划在
2018年秋季进行带LUSTRO实验的气球飞
行。

格但斯克大学为创业公司提供
的优惠
2018-04-04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与合作伙伴格但斯克大
学和医疗创新中心将成为区域创新计划
（RIS）的区域协调中心，作为EIT健康中心
计划的一部分。 EIT Health Hub计划支持
健康生活和社会老龄化方面的创新。 作为
InnoStars Award加速计划（针对拥有现
成原型的初学者初创公司）和European 
Health Catapult（针对创业公司和小企
业的产品可随时增加生产规模）的一部
分，格但斯克大学将为创业公司（生命科
学领域的运营）提供支持。 创业公司可
以通过一下电子邮件联系格但斯克医科大
学技术中心了解详情： naukaibiznes@
gumed.edu.pl

全球变暖影响山顶植物物种数
量的增加
2018-04-06
“在过去的10年山顶的植物物种数量的增
加比1957-1966年快五倍；植物学家在“
自然”杂志上如此写道。 ”这篇文章的作
者是华沙大学生物系生物学及阿洛维察站
地植物系的Bogdan Jaroszewicz博士和
Patryk Czortek博士。---华沙大学的公告
报道说。 来自302个欧洲峰会的最近145
年的数据表明，物种丰富度增长的加速与
全球变暖直接相关。 相关研究人员已经证
明，山区植物群呈现出与所谓的一致的趋
势 “全球巨大加速” 与全球经济、社会
和生态系统发生越来越快相关。 该研究由
来自11个欧洲国家的植物学家进行；科学
家们不仅收集了关于302座山峰植物群的
最新数据，还进行了文献查询，以获取19

世纪植物学家的研究报告和植物学参观资
料。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
s41586-018-0005-6

关于中波竞争研究项目的协议
2018-04-06
波兰国家科学中心在北京与中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会（NSFC）签署了一项协议； 
这是关于波兰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研
究项目的双边竞争。 这是中国合作伙伴
合作与波兰国家科学中心合作举办的一个
项目；项目旨在支持波兰 - 中国在生命科
学、精确科技和科学技术领域以及社会科
学领域的精选学科。参加比赛的详细信息
将于2018年6月公布。 “我们希望波兰和
中国的项目将会像以前的双方竞赛一样受
到关注；合作的方向不是偶然的；与中国
这样一个经济科学活跃的国家建立和加强
关系必将为波兰的学术环境服务。”波兰
国家科学中心主任Zbigniew Błocki教授说
道。

比亚韦斯托克的科学家获得专
利“替代天然唾液”
2018-04-06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比亚韦斯托克
医科大学和南特纳米技术公司颁发了“
天然唾液替代品”发明专利。 本发明由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小
组研究： Jan Dąbrowski教授和Joanna 
Mystkowska博士以及来自比亚韦斯托克
医科大学的Halina Ca教授和Katarzyna 
Niemirowicz博士组成。本发明的实质是
将具有有利的物理化学和摩擦学性质（与
摩擦有关）的口腔唾液的替代物以低温和
低压等离子体处理过的生理盐水为基础，
制备由粘蛋白，黄原胶和纳米金胶体溶液
组成的人造唾液。---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
学公告报道说。 该制剂的作用是润湿口腔
并减少牙科系统中的摩擦。 这对唾液疾病
患者尤其重要，例如接受过癌症治疗的人
或使用抑制唾液分泌的药物的患者，如使
用抗抑郁药物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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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7000万兹罗提用于支
持建设卢布林玛丽亚居里斯科
沃多斯卡大学校园
2018-04-06
国家预算中用于建设西部新校区的7000
万兹罗提将投入卢布林的玛丽亚居里 - 斯
克罗多夫斯卡大学；2018年4月3日波兰
副总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 o w i n 和 卢 布 林 大 学 校 长 S t a n i s ł a w 
Michałowski教授共同签署了关于资助新
大学投资的协议。 在卢布林联盟成立450
周年之际，政府将建设政治学院、心理学
院、教育学院和学术体育中心的现代化总
部。 作为政府支持的一部分，学术文化中
心“Chatka Żaka”的现代化也将完成。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强调道：“这项
投资不仅是卢布林大学的开发机会，也是
发展卢布林地区的绝佳机会。 今天，卢
布林也是波兰最重要的学术城市之一；因
此，这项投资能让玛利亚居里斯科沃多夫
大学成为波兰一流大学在水平，在质量和
学习舒适度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格但斯克大学在
GOSPOSTRATEG计划中的项
目
2018-04-09
格但斯克大学的两个项目已根据“全球化
市场条件下波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
计划获得 GOSPOSTRATEG提供的资金。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共同资助了“出
口财团作为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政策的一部
分”和“公民决定”的项目。 第一个项目
是通过制定波兰出口联营集团发展战略、
并在这些联盟的支持政策领域制定系统解
决方案、为中小企业集团的出口激活创造
条件。 第二个项目是导致公民实施立法举
措的法案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将允许使用
信息技术收集签名并简化程序。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波兰 – 中
国台湾研究合作框架内的一项
赠款
2018-04-09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科学家与中国台湾
科 学 技 术 部 一 起 在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组 织 的 竞 赛 中 获 得 了 项 目 的 资 助 。 
Power2hCarbon项目 “电力直接转化为
碳氢化合物的材料” 的创建者是格但斯克
科技大学的Piotr Jasiński教授。 根据科学
家的预计，水的电解，特别是电解水和二
氧化碳，是一种非常有前途的技术，用于
储存来自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
的氢气或合成气体形式的能源。 项目的
作者强调道：“这就是所谓的能源气体概
念，将在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提
供能源“；该项目将与台北国立技术大学
联合实施。

近7000万兹罗提投入西里西亚
大学的开发
2018-04-10
西里西亚大学的校长准备实施由副总理
兼科学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提
出的检查补贴教育现代化方案，该方案
是“综合大学计划”竞赛的一部分。 副
总理说：“我希望这些象征性的支票能
够尽快变成现金；并且希望这些项目能
尽快启动内部改革、使资金能够尽快开
始提供给西里西亚大学用于教育投资，
努力提高科研水平。” 这些支票是由七
所大学的代表接受的：西里西亚理工大
学校长Arkadiusz Mężyk教授、经济大
学校长Robert Tomanek教授、西里西
亚 大 学 副 校 长 金 融 与 发 展 部 门 M i c h a ł 
Daszykowski、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副校长
Joanna Lewin-Kowalik教授、美术学院院
长Antoni Cygan、Bielsko-Biała技术和人
文科学大学Jarosław Janicki和琴斯托霍
瓦Jan Długosz学院院长Anna Wypych-
Gawrońska教授。

华沙理工大学与道路交通主监
察机构之间的合作协定
2018-04-10
华沙理工大学和道路交通主管部门签署的
协议中包括道路交通总监察部门在信息技
术领域的项目和信息技术系统实施和接管
方面的合作。 该合作协议由华沙理工大
学校长Jan Szmidt教授和道路运输总监督
Alvin Gajadhur博士共同签署。 合作将主
要在IT领域；他们将分析、开发、实施和
ICT系统的收购通过公路运输的首席督察联
合实施的项目。 协议的目的在于支持华沙
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培训督察员工； 于此同
时，公路运输监察局将会为华沙大学的学
生提供实习机会。

征集EIG CONCERT-Japan比
赛的提案
2018-04-11
EIG CONCERT-Japan倡议下的第五
届 竞 赛 提 案 征 集 活 动 已 经 开 始 ； E I G 
CONCERT-Japan是支持和发展欧洲国
家和日本之间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
合作的国际联合倡议。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首次参加了比赛的组织工作。 作为竞
争的一部分，由企业组成的科学单位和科
学财团可以申请。 支持将在符合今年“
功能性多孔材料”竞赛主题的范围内致力
于基础研究，工业研究和开发工作。 国
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分配了750万欧元的预
算，共同资助波兰实体参与竞争中选定
的项目。 更多信息： http://www.ncbr.
gov.pl/programy-miedzynarodowe/
w s p o l p r a c a - w i e l o s t r o n n a - /
i n n e - i n i c j a t y w y - w i e l o s t r o n n e /
eig-concert - japan/aktualnosc i/
a r t , 6 0 8 5 , e i g - c o n c e r t - j a p a n -
informacja-dotyczaca-otwarcia-
naboru-wnioskow-w-v-konkursi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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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500万兹罗提用于西里西
亚科技大学博士生教育
2018-04-12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两个项目得到了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资助，目前大学已获得
超过500万兹罗提的补助资金，将在自动
化，电子和计算机科学系实施。 第二个项
目是“网络物理系统领域的现代博士研究
项目；主要目标是为年轻，高素质的科学
人员的发展提供稳定的支持，并促进新的
博士生研究团队的领导者。

弗罗茨瓦夫大学儿童与青年文
学研究中心成立
2018-04-12
弗罗茨瓦夫大学启动了儿童和青年文学研
究中心，在开幕典礼上组织了一次关于“
弗罗茨瓦夫大学儿童和青年文学研究 - 现
代观点”的 研讨会。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
儿童和青年文学和书籍研究自1960年代开
始进行，第一位处理这个问题的科学家是
Jerzy Cieślikowski教授。成立 该中心的想
法出2015年由大学和欧洲学术知识中心弗
罗茨瓦夫举办的“文学边缘和数字媒体”
会议期间。 2016年，弗罗茨瓦夫大学组织
了国际大会 “儿童与书”；弗罗茨瓦夫版
的题目是“儿童文学与游戏”，并提到了 
Jerzy Cieślikowski教授，来自世界各地的
150位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该中心
于2017年12月初在大学结构中正式成立，
并于4月10日星期二开始运作。

波兰 - 奥地利关于研究项目联
合竞赛的协议
2018-04-13
波兰国家科学中心已与奥地利科学基金会
（FWF）签署合作协议；波兰 - 奥地利基
础研究领域的研究项目将进行双边竞争。 
作为新合作的一部分，波兰 - 奥地利研究
团队将能够申请所有领域的研究项目的补
助资金；有关详细条件的工作将在未来几
个月内进行，竞争宣布计划在2018年最后
一个季度进行。 奥地利网站将对比赛申请
进行实质性评估。 据波兰国家科学中心
称，由Zbigniew Błocki局长和奥地利机构

Klement Tockner主席签署的协议是中欧
地区研究资助机构之间更密切合作的要素
之一。

热舒夫大学医学院工作人员将
得到与癌症治疗相关的科学津
贴
2018-04-16
热舒夫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介绍
说：“通过测量荧光寿命来优化深部组织
光动力疗法是Davida Aebisher博士为
2018-2019年度购买构成大型研究基础设
施的科学研究设备的资金准备的报告专
题。 ” 该项目获得科技部和高等教育部资
助的金额为1,811,000兹罗提用于实施的科
学研究计划是购买用于测量荧光寿命和单
线态氧寿命的光谱仪是指光动力治疗的创
新方法。 光动力疗法是治疗使用光致活性
形式的单线态氧（1O2）来损伤目标癌细
胞的癌症。 光动力疗法在治疗食管癌，前
列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方面的应用在世界
各地的医生中越来越受欢迎。

AGH促进研究基于铜材料
2018-04-16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有色金属部门提
出了一种由抗菌铜合金制成的栏杆和楼梯
扶手系统。 该部门正致力于在公共场所实
施由铜及其合金制成的抗菌触觉表面，并
促进铜基金属材料的亲健康特性。 在系统
介绍期间，举行了一次科学研讨会。 研讨
会期间Monika Walkowicz博士将介绍题
为在“抗微生物触觉应用中使用铜和铜合
金”的论文。 铜的抗菌效果被用于治疗目
的有很长的历史，Monika Walkowicz博
士讲座的主题得到了铜及其商业合金与病
原菌接触的抗菌效果的微生物学测试结果
的支持，例如 大肠杆菌，大肠杆菌或金黄
色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Kosinski博士研究了心理网络
定位
2018-04-16
“互联网用户留下的痕迹是数据库，例如
访问过的网站、在线购物、播放歌曲、在

Facebook上观看个人资料或在社交媒体
上发布的消息等均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
这不仅揭示了一个人喜欢什么，甚至还揭
示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斯坦福大学心理
学家Michał Kosiński博士和社会科学和人
文社会科学大学毕业生的最新研究成果描
述道。 Kosinski博士说 “我们之前的研究
表明，当您获得访问她的Facebook个人
资料的权限时，您可以准确预测个人的心
理特征。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证明，公司
可以基于他们的心理特征并且未经他们同
意而针对用户。 例如，Facebook上的“
派对”页面的喜好与外向性相关，并且
对“星际之门”页面的喜好与内向性相伴
随，与这些喜欢相关联的用户的定位（选
择具有特定广告的适当用户群），能够确
切的了解到客户的性格。 专家强调，研究
结果可以帮助制定法律行为，法规和信息
技术措施形式的控制和平衡的制度，防止
这种技术的不适当应用，这将使心理瞄准
用于善意而非恶意目的的驱动力。

弗罗茨瓦夫大学研究人员与
400年前的药物制剂
2018-04-17
来自医学大学和弗罗茨瓦夫大学的研究人
员将联合重新创建和分析400年前的文章
中描述的药物制剂；该研究项目时长预计
4年，并且于今年开始实施。 来自两所大
学的科学家小组将由弗兰茨拉夫大学波兰
与十六世纪通史系Jakub Węglorz博士领
导；历史学家将与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生
命科学系的研究人员一起工作。 “基于波
兰古老时期（XVI-XVIII世纪）鉴定的药物
制剂的重建和分析” 项目由Sonata Bis 7
竞赛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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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将审查波美拉尼
亚教师的资格
2018-04-18
格但斯克大学与格但斯克统计局和波美拉
尼亚省一起将审查博美犬教师的资格。 该
项目将由格但斯克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科
学家和学生实施。 该项目的具体目标是在
确保波美拉尼亚学校学生发展的背景下，
为现代教育的挑战确定波美拉尼亚教师的
准备工作。 这项调查将包括随机挑选的波
美拉尼亚学校的教师，学生和家长调查，
以及与教师，家长和学生的个人访谈和教
师的专注研究。 在分析结果后，专家小
组计划在教师支持和专业发展领域提出建
议。 专家们还将尝试确定需要采取行动的
领域，以确保所有滨海省学生的高质量教
育。  

170万兹罗提将用于托伦大学
在量子技术方面的发展
2018-04-19
由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的物理学、天文学
和应用信息学院的科学家们组成小组将获
得170万兹罗提的资金用于“开发新的光量
子技术的低温系统”项目。 由Piotr Wcisła
博士领导的团队中，托伦研究人员将拨款
购买用于控制实验系统（例如超稳定光学
腔或共聚焦显微镜）温度的低温设备。 这
项投资将为在原子分子物理学，简单分子
化学，量子信息，超精密光学计量学以及
超越标准模型寻找新物理学的新领域开启
新的研究计划 。 Piotr Wcisła博士毕业于
雅盖隆大学的数学与自然科学院（原子物
理专业）的院系间个人研究。 他在剑桥的
哈佛 - 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完成实习。

来自国家科学中心的2000万兹
罗提“小额赠款”
2018-04-19
在国家科学中心，在Miniatura 2比赛中发
起了一项征集征求建议书的征求意见书，
这是针对在2012年之前得到博士学位的
博士生们，但是截至尚未管理且领导实施
由国家科学中心提供资金的项目。 国家
科学中心主任Zbigniew Błocki教授解释

说:“小额赠款”的目的是使科学家们在
补助制度中第一步， 在实施和解决一项小
任务期间获得的经验可能有助于未来尝试
资助其他竞赛项目。” 对于比赛中获得
的资金，研究人员将能够完成查询和科学
实习，研究，咨询和会议旅行，以及初步
和试验性考试。 资助期最长为12个月，
预算为5000兹罗提至50,000兹罗提。第
二届 Miniatura竞赛的总金额为2000万兹
罗提。 更多信息： https://ncn.gov.pl/
ogloszenia/konkursy/miniatura2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博
士生在日内瓦展览会上获得金
奖
2018-04-20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Joanna 
Kozłowska博士在日内瓦举办的第46届
国际发明展上获得了医疗类金质奖和马
来西亚科学研究协会特别奖。 Joanna 
Kozłowska博士就制备黄酮类化合物的新
衍生物植物中天然存在的有机化合物提出
了一系列46项发明；在比赛中，她参加了
M级别的相关活动，涉及医学，手术，卫
生，骨科和残疾人用品。 与弗罗茨瓦夫
医科大学联合进行的研究检查了Joanna 
Kozłowska博士获得的化合物对癌细胞系
的活；Joanna Kozłowska博士说： “在
我们的研究中，我们专注于结肠癌，未来
我们计划研究其他细胞系，包括 乳腺癌。 
最初的结果非常有希望。“  

格鲁吉亚跨学科研究中心
2018-04-20
在格鲁吉亚的第二大城市库塔伊西，以
Stefan Krukowski教授命名的跨学科研究
中心已经正式成立；在格鲁吉亚工作的
波兰科学家因此获得了远征的基地。 新
开放的单位是外高加索地区第一个外国
考古学站；华沙大学的考古学家多年来
一直在这方面进行研究。 格鲁吉亚中心
由来自华沙大学考古研究所的Radosław 
Karasiewicz-Szczypiorski教授负责；在格
鲁吉亚方面，跨学科研究中心由国家文化
遗产署管理，波兰合作伙伴是华沙大学。

超过1亿兹罗提将用于电力行
业的创新项目
2018-04-23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公布说：“国家研究
与开发中心将投入1亿多兹罗提用于实施创
新项目；这是PBSE行业计划第二次竞争，
其主要目标是在2023年的基础上增加国家
电力部门的创新。”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说：“作为NCBR
部门计划的一部分实施的项目不仅要为特
定部门带来好处，还要为整个经济和公民
带来好处。 超过1亿兹罗提的资金将传递
给波兰企业家用于发展更好，更有效和生
态的解决方案，这是一项造福波兰后代的
投资。” 得益于国家研究与开发中心的
支持，19家公司的项目得以实施；其中包
括： “使用低维结构来拓宽吸收光谱并
提高IBC或IBC中硅电池的效率”、由ML 
System S.A.提交的BIFACIAL“、“开发和
实施过程中的废物流化床锅炉的使用CO2
的水泥生产替代”、由陶朗集团提出“开
发创新的生物质处理技术以改善燃料参
数”以及由OZE 11提出的“增加使用生物
质的可能性“，

Wyszehradzka代表团关于创
新领域方面的合作
2018-04-23
Wyszehradzka代表团是指由波兰、匈牙
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组成的国家联盟，他
们在布达佩斯签署了关于竞争力，创新和
数字化转型领域经济合作的声明。 该声明
假定使用共享数据资源以现代方式进行研
究和开发工作，从而实施“工业4.0”的想
法。 Wyszehradzka代表团的国家还希望
将创业公司纳入技术现代化进程，并深化
网络安全和互联网技术现代化工作。 代表
波兰签署布达佩斯宣言的创业和技术部副
部长Marcin Ociepa说：“我们正在观察
更先进的经济体在做什么，我们正在参与
欧盟倡议：欧洲工业的数字化。 我们正在
建立工业未来平台，这将有利于促进工业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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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园和罗兹医科大学共同研
究骨髓瘤
2018-04-24
生物园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心；它拥有一流
的研究设备，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实验
室。 罗兹生物园与罗兹医科大学建立了研
究合作关系；在两年内，他们打算根据个
性化基因检测关于一些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对药物治疗无反应的研究。 据新闻发布会
报道，来自罗兹医科大学兼罗兹省肿瘤和
创伤外科中心医生Tadeusz Robak教授将
参加这项研究；医疗团队将采集骨髓进行
检测，然后将选定的遗传材料送往个性化
医学实验室和生物园的生物技术实验室。 
对最危险的血癌之一进行研究的合作结果
对于匹配特定患者的治疗非常重要。

2亿兹罗提将用于科学家和企
业家的联合创新
2018-04-24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了第四版“应用
项目”竞赛；目的是支持由科学单位和企
业组成的联盟开展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并且
创建新的或改进的产品和技术。 科学与
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说：“
科学高等教育部和国家中心的研究和发
展的活动与Morawiecki总理提出的发展
战略相吻合，关键是要根据波兰科学家的
研究成果，尽可能发展波兰经济。” 国
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公告通知道：只有由
5个实体（其中至少包括一个科学单位和
至少一个企业）组成的合作伙伴可以申
请共同资助研究和开发工作。 提案征集
将于5月16日开始，并将持续到7月16日 
更多信息： http://www.ncbr.gov.pl/
fundusze-europejskie/poir/konkursy/
projekty-aplikacyjne2018/

SOLARIS - 波兰同步加速器应
用的第一个提案征集者
2018-04-25
您可以提交SOLARIS国家同步辐射中心研
究站的申请直到5月20日，拉科夫AGH科
技大学材料与纳米技术学术中心邀请您参
加将于4月26日举行的研讨会。 研讨会将

专门介绍测量方法，测量时间的申请程序
也将被呈现。 在研讨会期间，来自材料和
纳米技术学术中心的Joanna Stępień博
士将发表题为“SOLARIS - 波兰同步加速
器首次征集建议书”的演讲。 感兴趣的人
员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申请：PEEM（光电
子显微镜），XAS（X射线吸收光谱仪）和
UARPES（超角分辨光电子能谱仪）。

波兰与美国科技合作协议
2018-04-25
2018年4月23日，波兰共和国政府和美国
政府在华盛顿签署了相互科学技术合作
协；该协议由副总理兼科学与高等教育
部部长Jarosław Gowin代表波兰政府签
署。 除了副总理Gowin之外，创业和技
术部长Jadwig Emilewicz、参议院副议
长Adam Bielan以及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
部长Piotr Dardziński也在赴美访问的代表
团中。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说：“波
兰代表团的几位部长表示，波兰和美国之
间这种如此广泛的高层访问的事实表明，
波美外交关系目前处于一个非常良好的阶
段。” 合作协议旨在加强波兰科学家，科
学单位和执行机构，如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学术交流机构与
美国合作伙伴的科学和技术合作。 有效期
将持续至10年以后。

波兰财政部与华沙理工大学之
间的合作协议
2018-04-25
波兰财政部与华沙理工大学数学与信息科
学学院签署了合作协议；据财政部称，合
作协议涉及在分析领域和IT基础设施的科
学，研究和实施联合项目领域。 根据协
议规定，华沙理工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
院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研究生将
参与教育，科学和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
还介绍了财政部在教师以及对于给来自数
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的学生们提供付费实习
的制度。 合作协议有效期至2020年8月31
日。

华沙大学的研究人员获得欧洲
发明家奖
2018-04-27
来 自 华 沙 大 学 物 理 系 和 新 技 术 中 心 的
Joanna Kowalska教授、Edward 
Darżynkiewicz教授和Jacek Jemielity获
得了欧洲发明家奖。 欧洲发明家奖由欧洲
专利局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和
重要发明的创造者参与了竞赛。 华沙大
学的研究人员10多年一直以来致力于研究
蛋白质和RNA核酸片段在细胞过程中的相
互作用以及mRNA分子类似末端的化学合
成。由于他们的研究，解决了mRNA不稳
定性问题并提高了生产力。 这一伟大发现
为开发有效的基因疫苗打开了新的篇章，
在不久的将来将对抗恶性肿瘤等。

来自奥波莱理工大学的位研
究人员在著名杂志“测量” 
（Measuremen）上发表文章
2018-04-27
来自奥波莱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技
术与生产自动化系的Grzegorz Królczyk教
授参加了OPUS竞赛并且获得了国家科学中
心的拨款。 Grzegorz Królczyk教授也成
为著名杂志 “测量”（Measurement）
的 编 辑 委 员 会 成 员 。 “ 测 量 ”
（Measurement）杂志是世界上最负盛
名的计量学期刊之一， Królczyk教授将担
任副编辑。 OPUS竞赛是关于研究项目的
竞赛，将为项目购买或制造必需的设备提
供资金。 Królczyk教授负责处理精确铣削
过程中动态和耐久性问题的建模；该项目
将于2018-2020年实施，项目资金预算为
75万兹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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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丁尼亚海军学院将收到800
万兹罗提补助资金
2018-04-27
格丁尼亚海军学院关于2014-2020年的“
运营计划知识教育发展”的项目获得了近
800万波兰兹罗提的补贴。学生和考生们将
开发更多技能，获得宝贵的证书和经验，
提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 项
目将在人文社会科学和海军作战司令部和
调查问卷部门实施。整个项目分为八个领
域，其中国际关系、军队公共服务体系、
教育、IT系统的安全和国家安全这五个领域
将确保学生们学习和发展自己的能力。 单
独的领域将在学院的调查问卷综合信息系
统中实施; 来自国际关系和军队的公共服务
体系的学生们将获得教育系统创建的电子
学习培训机会和带薪实习机会。

AGH科技大学下属SATIM公司
获得工业发展署的资助
2018-04-27
SATIM卫星监测公司是克拉科夫AGH科学
技术大学的一家下属公司，将作为开放式
创新网络项目的一部分获得来自工业发展
署的170,000兹罗提的赞助资金。 SATIM
是克拉科夫大学科学研究商业化成功的例
子之一。 多年来，该公司一直与欧洲空间
局等机构合作开展研究和开发项目。 根据
AGH科技大学的信息，SATIM公司由地质
学，地球物理学和环境保护学院的科学家
创立，主要处理采矿和采矿后地区土地沉
降的卫星调查。 在该公司的创建者授权下
所获得的资金将用于软件开发和完善，以
改善对该地区移动的卫星监控服务。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正在研究纳
米纤维素的生物植入
2018-04-30
来自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心脏外科和血管外
科门诊的研究小组已经在三只由细菌纳米
纤维素制成的原始心脏瓣膜假体的绵羊中
进行了实验植入。 这些手术是在比利时鲁
汶天主教大学的实验医学实验室进行的，
这是一家世界知名的中心，专门从事心脏
手术中各种生物植入物的临床前研究。 手

术非常成功，并且现在开始了半年的观察
期，其目的是检查植入的心脏瓣膜的功能
并检查应用的生物植入物内的任何退行性
改变。

Gowin：我们希望在制造癌症
药物方面与美国合作
2018-04-30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宣布波兰将与美国肿瘤学家合作开
发现代癌症药物，合作将包括对癌症检测
和预防的研究。 副总理Gowin在访问美
国期间与卫生部代表一起访问了得克萨斯
州的肿瘤医院MD安德森癌症中心，他表
示：“我们非常有兴趣与MD Anderson开
展合作。 我们希望将我们的资金来源集中
在研究和开发上，包括生物技术部门。 在
创建现代癌症药物时，使用MD安德森的经
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Aleksander Nawrat教授的创
新课程
2018-05-07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任Aleksander 
Nawrat教授在杂志“一切最重要的东西”
上写到：“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此次提出的
教育改革旨在释放波兰科学的潜力： 根
据新法规，大学将更容易将研究成果商业
化，建立自己的公司，即所谓的 分拆，
或建立合作与业务 ”。 在文章“创新课
程”中，Aleksander Nawrat教授介绍了
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资助的成功的波兰
项目的例子。 去年共举行了64场竞赛，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共为3702个项目提供
了共计185亿兹罗提的资金。 Aleksander 
Nawrat教授总结道：“公共行政的作用
是激励和支持科学，经济和金融环境的活
动。 我们国家的未来取决于这项活动，
并准备制定雄心勃勃的目标。”   更多信
息： https://wszystkoconajwazniejsze.
pl/prof-aleksan

热舒夫大学与巴里大学的合作
协议
2018-05-08
热舒夫大学已与意大利大学西塔迪迪巴
里阿尔多莫罗签署了科学合作协议； 两
所大学均由各自的校长代表： Sylwester 
Czopek教授和Antonio Felice Uricchio
教授。 所签署的协议规定了教职员工和
学生的联合研究和交流。 此外，大学还
将交流组织教学过程的经验和研究类似专
业的课程。并且还将开展联合研究项目。 
Sylwester Czopek教授说：“建立与外国
中心的科学关系是我们大学奉行的优质政
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很高兴巴里大学
成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团队  。”

罗兹将建立国际科学中心
2018-05-09
波兰科学基金会为MAB PLUS竞赛提供资金
并且将在罗兹生物园建立一个名为“国际
创新生物基材料研究中心”的国际科学研
究中心（ICRI-BioM）。 据罗兹理工大学
所报道，罗兹大学的专家参与了该项目的
准备以及获得了美因茨马克斯普朗克研究
所的支持。 罗兹理工大学前校长和MAB的
发起人Stanisław Bielecki教授强调道：“
在罗兹成立的国际研究（IRA）机构意味着
将为我们的城市带来优秀的科学人员，独
特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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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 南非合作研究项目
2018-05-10
国家研究与开发中心（NCBR）与国家研
究基金会（NRF）共同宣布波兰 - 南非联
合研究项目的竞赛即将开始。 参加竞赛的
项目必须涉及以下研究领域：健康科学、
农业、生物技术、环境与气候变化、水资
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海事经济、提炼煤
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 提交申请的截
止日期为2018年7月9日；国家研究与发
展中心将为该项目拨出多达45万兹罗提的
费用，共同资助波兰实体参与竞争、项目
实施期限为36个月。 更多信息： http://
www.ncbr.gov.pl/gfx/ncbir/useriles/_
public/programy_miedzynarodowe/
wspolpraca_dwust ronna/rpa/2_
konkurs/zasady_udzialu_polskich_
podmiotow_rpa_2018.pdf

欧洲大学中心将在卢布林成立
2018-05-11
卢布林市长Krzysztof Żuk和南锡（法国东
北部城市）市长 Laurent Hénart、玛丽
亚居里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校长 Stanisław 
Michałowski以及洛林大学（法国）校长
Etienne Criqui教授共同签署了关于在卢
布林建立欧洲大学中心的协议，以开展
欧洲一体化领域的研究和教学。 玛丽亚
居里斯科沃多斯卡大学的发言人Aneta 
Adamska说：“这项合作协议是卢布林
和法国合作伙伴城市南锡之间的续约协议
的一部分。” 该欧洲大学中心是由卢布林
市、南锡市、玛丽亚居里斯科沃多斯卡大
学、洛林大学和其他的三所乌克兰大学联
合倡议的：基辅国立Tarasa Szewczenki
大学、Czerniowiec Jurija Fedkowycza
国立大学及Wasyl Stefany和Iwan-
Frankowsk国立大学。

下一期综合大学计划获得10亿
兹罗提补助金
2018-05-11
6月11日起将开始征集下一届大学综合方
案的建议；这一次，国家研究和发展中
心、科学和高等教育将为此计划分配10

亿兹罗提。 该项目由2014-2020年的“
运营计划知识教育发展”资助。 正如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Jarosław Gowin
强调的那样，作为大学综合研究竞赛的一
部分，将采取行动提高人员的能力或通过
邀请国外的讲师进行课堂来提高国际化水
平。 所公立和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均可
以申请补助资金；比赛将根据大学的规模
以三条路线的形式实施； 项目将持续18
至48个月、共同融资额从3到4千万兹罗
提不等。 更多信息： http://www.ncbr.
gov.pl/fundusze-europejskie/power/
aktualnosci/art,6176,konkursy-na-
zintegrowane-programy-uczelni.html

波兰商业支持科学的发展
2018-05-11
位于Ciechanów的Cedrob集团决定资
助第二届“支持科学发展”竞赛；在各
类提交的一千多个项目中，有72个被选
中，将为其补助100万兹罗提的项目实施
资金。 华沙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
心的项目“管理鸟类家禽的方法”以及公
共行动基金会的项目获得科学和发展类别
的奖励；每个项目的奖金是3万兹罗提。 
此外，获奖者还有：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
的“小麦和玉米秸秆作为生物乙醇和生物
甲烷生产的潜在材料”项目、格但斯克医
科大学医学化学系的“银纳米粒子功能化
对其性质的影响”及“抗菌剂”项目和华
沙红衣主教斯蒂芬·威辛斯基大学的”青
年科学家夏季学校“项目。

波兰科学基金会为最有才华的
年轻研究人员办法奖学金
2018-05-14
波兰科学基金会将为来自波兰各地的100名
最有才华的年轻科学家颁发第26届START
奖学近；奖金高达28,000兹罗提。 START
奖学金是为波兰30岁以内的年轻研究人
员提供的奖学金项目；今年，基金会选
出了两位科学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华沙
大学天文台的Przemysław Mróz和博士
和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技术物理与应用数
学系的Michał Winiarski博士。他们的奖
学近高达36,000兹罗提 。 颁奖仪式将于

5月26日在华沙皇家城堡举行；下一届比
赛的提案征集将于今年秋季开始。 更多
信息： https://www.fnp.org.pl/oferta/
start/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年轻科
学家们获得了奖学金
2018-05-14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五名研究人员获得
了“波兰科学基金会”启动项目的奖学
金。 研究人员将获得28,000 兹罗提每年
的补助资金、 资金可用于任何目的。 弗
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以下科学家们获得
了奖学金：基础技术问题系的Mateusz 
Dyksik、化学部门的Anna Dzimitrowicz博
士和Jan Zaręba以及电子部门的Maciej 
Kowalczyk和Łukasz Sterczewski。 今年
奖学金获得者从890名候选人中挑选出来； 
他们是在完成博士辩论之前或之后的30
岁以内（如果有产假或育儿假）的科学家
们。

3亿兹罗提将投入汽车行业创
新
2018-05-15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在INNOMOTO计划
的第二次竞赛中开始征集建议；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长的执行机构为汽车行业的创新
项目分配了3亿兹罗提。 2016年9月副总
理Jarosław Gowin宣布的INNOMOTO
行业计划旨在支持汽车行业的创新解决
方案，并从2026年的角度最终提高波兰
汽车行业的竞争力。 作为该计划的一部
分，根据与企业家磋商确定的研究议程，
正在执行关于创新车辆和驱动装置建造
的项目，以及用于车辆的生产技术，再
生，回收和再循环以及创新部件，组件
和系统。 第二届INNOMOTO竞赛的提
案征集将持续到7月10日；最低项目价值
为100万兹罗提，最高为3000万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www.ncbr.gov.pl/
fundusze-europejskie/poir/konkursy/
innomoto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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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大学和德累斯顿工
业大学的联合研究
2018-05-15
弗 罗 茨 瓦 夫 大 学 的 心 理 学 家 和 德 累 斯
顿 技 术 大 学 “ 烟 与 味 中 心 ” 的 科 学 家
们将共同研究失去嗅觉的人的社会和认
知功能。 由于欧洲计划“战略资金国
际化” （Strategischen Fördertopf 
Internationalisierung）的实施，这两所大
学的合作才得以实施。 该计划的资金致力
于发展德累斯顿工业大学，伦敦国王学院和
捷克布拉格和弗罗茨瓦夫大学之间的战略科
学合作。 目标是将课程和研究国际化，并
提高大学的形象。 研究人员计划组织一个
暑期学校，一系列研讨会和嘉宾讲座，以及
科学会议，使两所大学的员工国际化并普及
研究成果。 还计划制定一个交流经验的方
案 即双边访问和研究助理的辅导计划。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研发
了具有抗菌性能的氧化铜纳米
颗粒
2018-05-16
西里西亚大学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开发
了一种生产具有杀真菌和杀菌性能的氧化
铜纳米粒子的新方法；该解决方案已受专
利保护。 根据研发这Jerzy Peszke博士和
Anna Nowak MA博士说，所获得的纳米
颗粒的特征在于对各种微生物、真菌、细
菌和藻类的高杀生物效力。 例如，它们
可以用来保护建筑陶瓷以及建筑物的外部
和内部表面免受致病物质的影响。 Jerzy 
Peszke博士强调道： “与基于化合物的制
剂相比，它们的主要优点是作用持续时间
延长数倍。 此外，他们以粉末形式的低生
产成本以及易于应用于各种类型的表面允
许多功能应用。”

Plus住房项目：华沙理工大学
建筑系的项目赢得了一个模型
单户住宅竞赛
2018-05-17
华沙理工大学建筑系赢得了BGK房地产
竞赛，比赛的合作伙伴是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竞赛的目的是发展独栋住房的概念。 
比赛是政府Plus 住房计划的一部分；最好
的解决方案将以原型房屋的形式实施。 理
工大学或建筑工作室均可以申请参加比
赛；在华沙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提交的项目
获得了第一和第二名的成绩，由建筑学院
团队提交的项目也获得了比赛排名。 副
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强调到：“BGK 不动产采取的主动
行动是在科学与商业世界之间搭起桥梁的
又一冲动。 只有在这两种环境的密切合作
以及在经济关键领域有效传播知识的基础
上，才能建立一个创新型国家。”

国家科学中心将拨4亿兹罗提
用于研究项目
2018-05-17
国家科学中心宣布将宣布第14届Opus和
Preludium比赛结果；共有3122个项目
参与了比赛，其中669个项目将获得共计
397.5百万兹罗提的赞助资金。 参加Opus
竞赛的有：来自波兰科学院哲学与社会学
研究所的Fabio Parasecoli教授负责的 “
在一个世界性的食物景观中转变”波兰食
物“项目、来自雅盖隆大学法律与行政学
院的Bartosz Brożek教授的 “法律思维的
架构” 项目和来自波兰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的Ewa Kulczykowska博士的  “压力
下的鱼 - 皮肤压力反应系统 - 它是如何工
作的？”项目。 本次本赛获奖的有：来
自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的Agnieszka 
Błęda硕士的 “穆拉萨德拉作品中对古代
哲学的接受”项目和来自卢布林玛丽亚居
里斯科沃多夫斯卡大学数学，物理和计算
机科学系的Szczepan Głodzika硕士的“
磁性外加剂对超导体束缚态的影响” 项
目。 更多信息： https://www.ncn.gov.
pl/konkursy/wyniki/2018-05-15-opus14-
preludium14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物理学家
加入欧洲联盟COST
2018-05-17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通知到：“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物
理学院磁体物理系将实施欧洲科学技术

合作项目（COST）。” 联盟中的荷兰
Radboud大学将负责  “非耗散信息技术
的超快光磁电子学”项目 、波兰科学家进
行的工作将由Andrzej Stupakiewicz教授
负责，比亚韦斯托克大坚信“这个项目将
使国际科学技术环境更好地融入与信息技
术有关的最具创新性的科学领域之一。”   
更多信息： http://www.cost.eu/

锡隆纳葛拉大学与中国杭州大
学之间的合作
2018-05-18
锡隆纳葛拉大学校长Tadeusz Kuczyński
教授和浙江农林大学校长应义斌共同签署
了两所大学教学科研合作备忘录。 两所大
学将在以下领域进行合作：交换科学家和
学生进行共同感兴趣的研究; 邀请科学家参
观讲座; 邀请参加会议，座谈会，研究和培
训; 交流信息，科学材料和出版物; 通过大
学间的交流和访问，促进讲师和学生的流
动性。 锡隆纳葛拉大学此前与其他中国大
学签署了两项合作协议：重庆大学和上海
师范大学。

华沙理工大学与海军学院的合
作协议
2018-05-18
华沙理工大学的Jan Szmidt与和波兰海军
学院的指挥官 Tomasz Szubrycht教授共同
签署了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将有助于“利
用两所大学的潜力，地位，经验和成就，
在保卫国家和海洋经济特别重要的领域开
展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活动。” 作为合作
的一部分，两所大学计划建立联合研究小
组，在实验室进入领域相互提供服务以及
使用技术设备。 华沙理工大学和海军学院
也将交流专家，共同组织科学和技术会议
和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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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医科大学项目在
OPUS 14竞赛中获得资助
2018-05-18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三名科学家项目得益
于OPUS 14竞赛，已经正式获得了由国家
科学中心拨出的补助资金。 获奖者包括来
自大学生物技术学院的Rafał Sądej博士的
项目“FGFR2在乳腺癌自噬调控中的作用 - 
预后意义”和Patrycja Koszałka博士的项
目“CD73（ecto-5’-nucleotidazay）
在乳腺癌促进和进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作
为治疗靶点的评估”。 超过420万兹罗提
将为年轻科学家就职于博士后职位并为学
生和博士生提供奖学金。

Chorowski教授：新技术与传
统行业的相结合
2018-05-21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主 任 M a c i e j 
Chorowski教授“最重要的一切”的意
见领袖杂志上发表的最新文章说到：“
如果对创业公司和研发项目的投资如此
放大以至于成功的话，他们将有机会实
现 商 业 化 ， 并 且 他 们 并 没 有 面 临 将 他
们 与 市 场 隔 离 的 另 一 堵 墙 ， 那 么 波 兰
将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 Chorowski
教 授 认 为 波 兰 有 机 会 将 新 技 术 与 传 统
工 业 相 结 合 ； 他 说 ： “ 我 们 努 力 在 新
的 领 域 做 到 第 一 ， 而 不 是 模 仿 今 天 的
领导者 - 谷歌，Facebook，Booking.
com或优步。”   更多信息： https://
wszystkoconajwazniejsze.pl/prof-
m a c i e j - c h o r o w s k i - j a k - p o l s k a -
gospodarka-moze-wykorzystac-nowe-
technologie/

将近820万兹罗提被投入Opus
和Prelude比赛
2018-05-21
弗罗茨瓦夫大学信息和推广部门的Michał 
Ciepielski说：“国家科学中心向弗罗茨
瓦夫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在Opus和Prelude
比赛中实施研究项目提供了近820万波
兰兹罗提。” Artur Podhorodecki教
授的 “基于胶体半导体量子纳米结构的

1000-2000nm范围内可调发射的薄膜光
源“项目获得了近150万兹罗提的补助资
金。 Podhorodecki教授的解决方案可
能在军事行业的红外显示器中应用，作为
传感器和微芯片生物传感器的元素，以
及各种检测系统中的光源。 在Opus比赛
中，近740万波兰兹罗提将分配给10名科
学家；而Preludium计划将71万波兰兹罗
分配给了理工学院的6位年轻科学家。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miliony-na-badania-dla-
naukowcow-z-pwr-10860.html

华沙大学科学家研发的有助于
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药物
2018-05-22
来 自 华 沙 大 学 新 技 术 中 心 的 J a c e k 
Jemielite和华沙大学物理系的Joanna 
Kowalska博士开发了mRNA分子5’末
端结构的新修饰，他们组成的团队在波兰
科学基金会项目获奖者的指导下完成了工
作。 据研究人员介绍，这一发现可用于开
发脊髓性肌萎缩症（SMA）或其他遗传性
疾病的药物。 由研究人员开发的新修改显
示出令人惊讶的生物学特性，从潜在的临
床应用角度来看具有吸引力。 本发明已经
引起制药工业的兴趣。 Jacek Jemielicie
教授的团队今年被欧洲专利局授予欧洲
发明人奖；目前正在进行的流行奖类别投
票正在进行中，其获奖者将在一次可参
加的在线投票中被选中： https://www.
epo.org/learning-events/european-
inventor/inalists/2018/jemielity.html

西里西亚大学的博士生探索南
极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
2018-05-22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生 物 与 环 境 保 护 学 院 的
Mariusz Wierzgoń博士正在利用分子生物
学研究南极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 分子生
物学在苔藓植物研究中的应用将检查是否
在近期的大陆上发现了南极特有植物 - 例
如，从亚南极岛屿扩散，或在南美洲，非
洲，印度，澳大利亚，南极洲和东南部地
区自南极开始生存 亚洲创造了一个超级大
陆 - 冈瓦纳。 直到最近，科学家们认为，

在地球上的寒冷时期，一些大陆被冰覆盖
着 - 这有效地阻止了任何形式的生命的发
展。 然而，研究表明，即使在最恶劣的环
境中，也可能出现绿洲，某些植物在不利
的时期存活下来。  

波兰研究机构登上中国航天器
2018-05-22
根据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报道，波兰科学
院空间研究中心建造的波兰研究机构将
参加中国太空探测器，并于2018年5月底
参加嫦娥四号任务。 科学部强调，这是
2016年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副部长Jarosław 
Gowin访问中国并与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
科学中心举行会谈的结果。 总理Jarosław 
Gowin在2016年10月关于访问中国的会议
上说到：“让我们不要被中国和波兰的不
平衡所迷惑。 中国人把我们视为平等的合
作伙伴，我们是他们通往中欧和东欧的桥
梁。” 波兰参与的实验的主要目标是宇宙
的无线电观测，调查人员对宇宙最外层和
最古老的区域以及地球和太阳系其他机构
的周围环境都感兴趣。

什切青科学家从“创新孵化器
+”计划中获得拨款
2018-05-23
滨海省医科大学和什切青海事大学的五个
研究小组的项目从“创新孵化器+”计划中
获得了近250万兹罗提的项目资金。 获得
奖项的项目有：Małgorzata Tomasik博士
负责的 “在下颌骨缺失牙齿的印模托盘原
型” 、Bogusław Machaliński教授负责
的“一种用于早产儿脐带血采集的创新工
具包” 、Anna Lubkowska博士负责的“
在二氧化碳和臭氧气体的混合物中开发干
式浴技术” 、Ewa Sobolewska博士负责
的“创新的复合材料与埃洛石填料生产增
强牙科修复体“ 以及Grzegorz Stepien 
负责的“Total Free Station”自主测量
系统。 所有获奖的想法可以获得2年的支
持，特别是在研究成果商业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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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分配了
700万兹罗提给分析互联网内
容的初创公司
2018-05-23
居住在纽约的三位波兰居民创办了一家初
创公司，提供网络出版商软件来检查在互
联网上发布的文章和其他内容的兴趣。 
Jarosław Góra、Wojciech Woziwodzki
和Sebastian Zontek在美国创立了Deep.
BI；他们从一开始就希望自己的产品成为
全球化产品。 他们为公司募集了近1,200
万波兰兹罗提创业基金。 他们的采用人工
智能工具用来分析由发布者发布的内容，
私人投资者Piotr Walter和Adam Sawicki
对该项目非常感兴趣；除此之外，波兰黑
珍珠风险投资基金和国家级研发中心， 为
该项目投入了700万兹罗提补助资金。

Gowin：TANGO 3比赛旨在
改善在波兰进行研究和开发工
作的条件
2018-05-23
TANGO 3比赛即将启动，国家科学中心
和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合资企业将资助
那些将提高基础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程度
的项目，目标是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与工业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副总理
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
说：“TANGO 3将允许两个机构的潜力
被用来改善在波兰进行研究和开发的条
件。 这场竞赛提供了销售实施项目结果的
产品，服务或技术的机会，等等 由科学单
位，包括大学，波兰科学院的科学中心，
甚至自然人。 我们希望能够更好地向行业
转移知识，从而充分利用波兰科学的机会 
。” 提案征集将于2018年6月14日至12月
20日进行。

格利维采成立了波兰 - 德国混
合轻量结构中心
2018-05-24
在格利维采签署了关于建立波兰 - 德国混
合轻量结构中心的协议，来自德国和波
兰的专家及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大的科学

家们将共同对新材料和混合建筑进行研
究。 合作协议由西里西亚理工大学、格
利维采市、卡托维兹经济特区和航空公司
联合会“Bielsko”德累斯顿聚合物技术大
学轻工学院和技术大学Bergakademie 
Freiberg共同签署。 合作将在科学，工业
和自治政府代表之间领域进行，并将帮助
开发用于轻型建筑设计的现代技术。 该中
心的建立是对现代工业对创新材料技术开
发和研究成果快速商业化的期望的回应。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的三名科学
家获得了START奖学金
2018-05-25
来自化学部门Mateusz Daśko和格但斯克
科技大学技术物理和应用数学系的Mariusz 
Szkoda的Michał Winiarski以及获得了
来自波兰START研究基金会的奖学金， 
Winiarski也获得了奖项。 获奖者从890名
候选人中选出，授予奖学金的基本标准是
科学成就的独特性。年度奖金金额为2.8万
兹罗提，特殊情况下为 3.6万兹罗提，且
这笔钱可以用于任何目的。 START是波兰
最大的为所有科学领域的为30岁以内的年
轻科学家们提供的奖学金项目。 这是波兰
科学基金会实施时间最长的项目。奖学金
持有者人数超过2,900人。 奖学金旨在帮
助青年科学家在职业生涯的艰难开端中获
得财务支持，并使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科
学研究。

华沙大学研究人员准确预测选
举结果
2018-05-28
华沙大学新闻信息和文献学院的研究人员
研究了庞大的信息收集网络空间数据，
他 们 认 为 这 样 的 分 析 模 式 比 调 查 更 准
确。 审查大数据（Big Data）的团队由
Włodzimierz Gogołek教授负责领带，
在上一次总统竞选期间，该团队开展了
一个关于政治偏好的项目。 华沙大学媒
体信息技术系的Wiesław Cetera博士在
onet.pl门户网站的一个采访中说，他是
媒体信息技术系教研究小组的成员，而且
结果证明，他们的数据分析比选举前调查
的结果准确得多。研究的基础和知识来源

是社交网站和互联网上的各种论坛，研究
人员搜索了互联网用户撰写的关于总统办
公室主要候选人的所有内容。 Cetera博
士补充说：“之后，我们将它组合到算法
定义的统计过程中，并将它与早期的引文
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我们获得的结果与选
举结果几乎相同。” 更多信息： https://
wiadomosci.onet.pl/tylko-w-onecie/
anal i tycy-big-data-wspolczesni -
wrozbici-niezwykly-projekt-polskich-
naukowcow/vqqxs7m

2亿兹罗提拨给 “第三大学使
命”
2018-05-29
社会和专业激活和社会排斥的预防是实
施“第三大学使命”竞争的主要目标，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是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长将为此分配2亿波兰兹罗提。 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说：“我们为所有想要
深化和发展知识的人提出建议，并且最重
要的是强调终生需要发展。” “第三项
大学使命”是一项新的竞赛，由于有特殊
教育计划，它将使大学有机会向学术界以
外的学员提供扩大教育机会的机会。 计
划参与者将有机会发展他们的技能并获得
能够实现他们的专业和社会激活的能力。 
更多信息： http://www.ncbr.gov.pl/
fundusze-europejskie/power/konkursy-
--aktualne-nabory/mu18/

北京代表团在国家学术交流局
2018-05-30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代表团参观
了国家学术交流局的总部；会晤涉及大学
与科学单位之间的合作以及科学家交流的
各种可能性。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是北京政府机构，负责提高研究人员的
流动性。 向与会者介绍了国家学术交流机
构的使命和优先事项，以及该机构开展的
项目。 中方在与波兰交换研究人员方面较
为感兴趣并支持校际合作并且强调，这可
以在原子能机构实施的学术国际伙伴关系
方案框架内进行。



RESEARCH & DEVELOPMENT IN POLISH SCIENCE 2018-2019

28

锡隆纳葛拉大学的研究人员赢
得了比赛和OPUS PRELUDE补
助
2018-05-30
来自锡隆纳葛拉大学Wojciech Paszke
教授和电子工程与自动化学院计算机科
学系Marcin Witczak教授以及大学机
械系的Marta Nycz工程硕士在OPUS
和 P R E L U D I U M 比 赛 中 获 得 奖 学 金 。 
Wojciech Paszke教授是锡隆纳葛拉大
学 “基于学习的方法确保高质量的抗性
控制” 项目的负责人，该项目将在2021
年前与来自英国和中国的科学家们一起进
行。 Marcin Witczak教授代表研究小组
开展 “使用多重损害评估策略控制复杂系
统的寿命” 项目。 来自机械工程学院的
Marta Nycz工程硕士负责管理项目“使用
生物传感器测定热休克蛋白水平的电化学
方法，该方法基于在用银纳米粒子改性的
钛箔上的二氧化钛纳米管的基底”。 更多
信息： http://www.infoserwis.uz.zgora.
pl/index.php?troje-naukowcow-z-uz-
otrzymalo-granty-ncn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的博士探索
烧烤木炭和煤球
2018-06-04
Zbigniew Jelonek 是来自西里西亚大学
博士研究生 ，他主要负责开发比较标准，
用于分析烤肉烤架使用的木炭和煤球中的
污染物。 该研究的目的还在于识别由固体
燃料燃烧产生的有害化合物。 Zbigniew 
Jelonek解释到： “我的目标是分析波兰
市场上存在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有害的物
质，通过证明固体污染物对热加工食品及
其加工食品的影响，解释这些燃料中毒害
最小的组合物。 从而作到在生产阶段消除
甚至减少致癌化合物的排放。” 研究将作
为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与GGS-PROJEKT地
质与环境保护实验公司共同合作。

波兰 - 法国华沙大学科学与创
新论坛
2018-06-05
2018年6月12日 “波兰 - 法国科学与创新
论坛” 将在华沙大学图书馆举行；活动
的目的是促进波兰和法国在研究和创新领
域的合作，庆祝法国文化中心和华沙大学
法语研究60年的存在，并强调欧洲研究
计划提供的机会。 活动将从华沙大学科
学事务副主任Maciej Duszczyk博士的演
讲开始，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和法国驻波兰大使Pierre LEVY
届时将会出席。 在会议上，与会者将讨
论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国际化，2013-2018
年波兰 - 法国科学领域合作的平衡和前景
以及初级卫生保健中心的双边计划。 更
多信息： https://docs.google.com/
forms/d/e/1FAIpQLSehAkldQmZOl_
T 2 T Z b n g S f K a D M I s 5 M v 8 s T p g i 1 g -
V7Tf42cRQ/viewform

热舒夫技术大学与Ożarów集
团合作
2018-06-05
热舒夫技术大学将与Ożarów集团合作，
共同研究和开发项目领域。 合作协议由
热舒夫理工大学大学发展与经济副校长
Mariusz Oleksy教授以及Ożarów集团战略
总监Marek Surowiec共同签署。 根据合
作协议，双方同意在讲座期间为学生举办
关于水泥生产及其使用，组织会议，参观
和学生实习的联合活动。 这项合作也将涉
及研究和开发事业。

2.3亿兹罗提将补助增加波兰药
店的竞争力和创新性
2018-06-06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宣 布 了
InnoNeuroPharm竞赛，目的是到2026年
大力增加波兰制药部门的竞争力和创新，
包括神经医学。目前已为该项目分配2.3亿
兹罗提补助资金。 InnoNeuroPharm部
门计划是由波兰制药业雇主协会和波兰神
经医学创新平台倡导，InnoNeuroPharm
部门计划将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是创新药

物产品、用于医药产品生产的创新技术、
创新诊断方法、在神经医学领域具有实用
诊断预测应用的新生物标志物、患者康复
的创新方法 在神经医学方面和开发支持药
物研究工具。   更多信息： http://www.
ncbr.gov.pl/fundusze-europejskie/
poir/konkursy/innoneuropharm-2018/

波兰 - 德国BEETHOVEN竞赛将
包括新学科
2018-06-07
国家科学中心已宣布继续举办BEETHOVEN
比赛，并且和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FG）
决定将比赛将增加新学科。 2018年9月 
第三届波兰 - 德国研究项目BEETHOVEN
和第一届BEETHOVEN LIFE竞赛将正式开
始。 BEETHOVEN CLASSIC 3比赛将最为
BEETHOVEN 2比赛的延续版本进行，比赛
可以提交有关人文，社会和艺术研究项目
以及精确和技术科学的选定学科的申请。 
BEETHOVEN LIFE 1是一个新的竞赛，将接
受资助波兰 - 德国生命科学领域研究项目
的申请。

TOP 100创新经济 - 科学高等
教育部新项目
2018-06-08
科学与高等教育部推出了“TOP100创新
经济”计划，旨在促进企业家与科学家之
间的合作以及支持科学研究的管理过程。 
根据科学部的规定，参与计划的企业员工
能够完成在国外科学单位或具有从事研发
活动经验的企业的实习。 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强调，加强科
学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合作是高等教育部最
重要的设想之一，没有科学产出就没有发
展波兰经济的可能。 科学部将分配超过
1500万兹罗提的资金用来实施计划。 更
多信息： https://www.nauka.gov.pl/
komunikaty/uruchomienie-programu-
top100-innowatorzy-gospodark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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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大学SCALINGS研
究项目
2018-06-08
科 学 与 创 新 融 合 社 会 的 途 径 和 局 限
（SCALINGS）项目已经开始实施，来自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小组参与了
这个项目。 SCALINGS项目是作为竞赛的
一部分实施的，旨在让社会参与科学与创
新的共同创造以及负责任的科学与创新（
正确的研究与创新 - RRI）的发展。 波兰团
队将研究实施新技术的经济和财务方面 ，
特别是城市的可再生能源。 项目执行团队
包括35个欧洲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埃
因霍温理工大学、丹麦理工大学、洛桑高
等理工学院、巴黎矿业学院、维也纳自然
资源与生命科学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和社
会创新交流中心。

AGH理工大学在克拉科夫参与
创建新钻探技术
2018-06-11
AGH理工大学和波兰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已
完成MiniDrill项目的第一个示范阶段，项
目旨在开发新的钻井技术。 这项新技术可
以提高碳氢化合物产量并降低钻井成本， 
创新技术涉及使用高压水射流钻大量平行
的小直径孔。 石油和天然气学院的院长
Rafał Wiśniowski教授表示，该学院的员
工已经创造了超过50年的钻井技术创新解
决方案；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可能钻入
以前未开发的新地区，如海洋深处或外星
天体。 目前，在获得地球上液态资源领域
改善现有和创造新的解决方案非常重要。

波兰 - 中国化学家项目
2018-06-13
托伦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的化学家将就“
用于分离液体和气体混合物的新型混合基
质膜（MMM）”进行合作。 项目中方
负责人为南京理工大学的金万勤博士，波
兰方负责人为Wojciech Kujawski教授；
科学家们将处理膜技术，特别是气体和
蒸汽的分离（可用于例如提取页岩气）和
全蒸发，允许分离不能通过蒸馏分离的
液体混合物（有助于生物燃料的生产）。 

Kujawski教授是与法国鲁昂大学合作开展
的创新聚合物膜项目的负责人，同时也是
波兰 - 奥地利项目“有机溶剂通过膜转运
机理的实验和理论研究”的负责人。

Gowin：投资人工智能是永远
投资于人类
2018-06-15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在影响力18会议
期间说：“投资人工智能便是永远投资于
人类，人类是智能机器的创造者；这是确
定我们行动的方向，也是政府的方向。 首
先，我们必须投资于有才华的人。” 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长强调的那样，重大改变
主要是文明的，波兰必须在这场全球竞赛
中利用其机会和潜力。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说：“波兰已经成为技术人才的基
地，我们的开发人员是世界领导者。 我们
在计算机奥运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我们的
年轻科学家和IT专家在国际比赛中一次又一
次赢得比赛并且获得了资助。 在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我们试图为他们创造最好的发
展条件。”

波兰为德国科学家提供奖学金
比赛正在进行中
2018-06-18
波兰科学基金会启动了第二十二届波兰荣
誉科学奖学金比赛，由于这个奖学金计
划，德国的科学家们可以来到波兰进行短
期的交流。6月15日至10月1日，波兰科
学家可申请奖学金。 该奖学金旨在奖励获
奖者的科研成果，并促进波兰和德国研究
人员之间的长期合作。 基金会计划活动副
主任Tomasz Amendment说：“对基金
会来说，这是将波兰推广为波兰和外国研
究人员日益吸引人的科学实践的途径之一 
。”

华沙大学COST研讨会
2018-06-18
7月2日将在华沙大学举办COST欧洲科学
技术研究合作研讨会。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国际合作主要专家Jadwiga Mrozowska
将在研讨会上向大家解答一下问题：什

么是COST计划？ 一位波兰科学家如何
参与COST计划活动？ 如何加入当前活动
（COST行动）？ COST是36个欧洲国家
和以色列（作为合作国）创建的欧洲科学
技术合作计划（欧洲科学技术合作），其
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成员国的多边科技
合作。 报名信息： http://bob.strony.
uw.edu.pl/seminarium-cost-europejski-
program-wspolpracy-w-dziedzinie-
badan-naukowo-techn icznych-
european-cooperation-in-science-
and-technology/

格但斯克大学博士生赢得了
FameLab竞赛
2018-06-18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生 物 学 院 博 士 P a u l i n a 
Jędrak的“长生不老药的秘密”演讲赢
得了 Kościuszko基金会赞助的FameLab
竞赛的总决赛。 Paulina Jędrak博士在
决赛中讲述了身体的衰老和染色体末端的
作用：端粒。 一些细胞，例如癌细胞产生
称为端粒酶的酶，其在每次分裂后重建丢
失的端粒片段。她说：“在我的演讲中，
我想向观众们传到我们可以使用端粒酶来
设计新的癌症疗法或延长人类生命的信
息。” FameLab是一个国际性的竞赛，
在这个竞赛中，科学家们将面对陪审团和
观众在三分钟内展示他们对他们研究工作
充满热情的内容。 在波兰，由哥白尼科学
中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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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 中国研究项目资金为
4000万兹罗提
2018-06-19
国 家 科 学 中 心 为 S H E N G 竞 赛 中 实 施 波
兰 - 中国项目的研究人员分配了4000万
波兰兹罗提的项目资金。 SHENG竞赛为
波兰 - 中国研究项目举办的竞赛，波兰国
家科学中心与中国科学研究基金会，中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于今
年3月底在北京签署了协议。 波兰国家科
学中心主任Zbigniew Błocki教授说：“
合作的方向不是偶然的，建立和加强与中
国这样一个经济和科学活跃的国家的关系
必将为波兰的学术环境服务。 ” 波兰单
位的申请将一直持续到2018年9月17日。 
更多信息： https://www.ncn.gov.pl/
ogloszenia/konkursy/sheng1

马佐夫舍省科学联盟：华沙中
央经济学院与华沙理工大学
2018-06-20
华沙经济学院和华沙理工大学的代表会见
了马佐夫舍省省长Adam Struzik， 大学
与马佐夫舍省政府将一起组成科学联盟。 
会议所涉及的项目旨在开发最有利的工具
来支持该省的和谐发展，以加强马佐夫舍
省分区域的经济发展，并减少华沙大都市
与省份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 在 “波兰
在全球化市场条件下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 
GOSPOSTRATEG”计划的“中等收入和
平均产品陷阱”类别中，马佐夫舍省政府
和首府大学联盟赢得了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为研究项目举办的竞争中获得的最高分
数。 更多信息： https://www.mazovia.
p l / a k t u a l n o s c i / a r t , 6 5 7 8 , r o z w o j -
m a z o w s z a - w - w a r u n k a c h -
globalizujacych-sie-rynkow.html

波兰的第一个投资基金在克拉
科夫成立并将支持科学研究
2018-06-20
小波兰省省长元帅Jacek Krupa、小波兰
省区域发展机构总裁JanPamuła和克拉
科夫AGH理工大学校长Tadeusz Słomka
教授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将建立小波

兰 科 学 非 公 有 资 产 封 闭 式 投 资 基 金 。   
AGH理工大学新闻发言人AnnaŻmuda-
Muszyńska说：波兰第一个投资基金的任
务是模拟小波兰省科学家很快将使用的剑
桥解决方案，该项目旨在为科学研究和市
场承诺的大学新兴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在接下来的四年中，至少有2000万兹罗提
将投入于开发创新项目的基金。  

普沃茨克市将资助当地高等职
业学校的研究项目
2018-06-20
普沃茨克市市长竞争的资助项目中实现“
与大学合作”项目，  超过10万兹罗提的
补助资金将发放至国家高等职业学校的六
名讲师。 竞赛的目的是通过持有博士或博
士后医生学位的人的个人发展来加强普沃
茨克地区的科学潜力。 普沃茨克大学校长 
Maciej Słodki教授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
将有助于该地区科学学科的发展和研究潜
力，地方创业精神的发展以及普沃茨克地
区创新和竞争力的提高。

华沙理工大学与威立雅能源合
作
2018-06-21
华沙理工大学达尔凯旗下的花洒和威立
雅能源签署了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由董
事会主席，威立雅能源华沙总经理Jacky 
Lacombe和 华沙理工大学校长Jan 
Szmidt教授共同签署。 根据协议的规定，
将启动学生和博士生的实习。 这两个实体
将组织科学和技术会议，专题讨论会和研
讨会，以及编写出版物和比赛。 华沙理工
大学和华沙威立雅能源的活动也将在新技
术领域的研究和开发领域开展，特别强调
城市和工业系统的能源效率，包括智能区
域供热。

Dardziński对零排放总线技术
的研究
2018-06-21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
在接受Energetyka24采访时说：“研究零
排放公交车技术的发展不仅会改变波兰城

市的形象，甚至还会改变波兰科学家 。” 
副部长Dardziński补充说到：“我们想制
造一辆公共汽车，允许发展健康，公共友
好的公共交通工具，那就是一辆零排放的
公共汽车 。 这应该教导所有大城市的居
民，也包括小城市，那些在这些城市进行
研究的科学家，由公共税收维持的科学家
应该记住，他们的研究不应该仅仅专注于
当地问题。”

卓越战略 -研究型大学扩展征
求建议书
2018-06-22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表示， “卓越战略 - 研
究型大学”项目征集提案的截止日期已延
长至7月6日。 竞赛主题是支持科学研究和
分析，旨在制定长期大学发展计划的目标
和假设，包括旨在提高国际学术活动认可
度的活动，加强与国际上高信誉的研究中
心的研究合作，提高学生和博士生的教育
质量，全面解决大学生职业发展问题，提
高大学管理素质。 竞赛预算为2000万兹罗
提。

国家科学理事会中心成员候选
人
2018-06-25
2018年6月21日，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宣
布为克拉科夫国家科学中心理事会成员招
募候选人。 国家科学中心理事会成员的
候选人报告：“实体至少是A类的科学单
位 ，能够提交代表科学团体的两个科学代
表和实体的候选人 ，能够为每个组提交
两名候选人 科学领域”。 候选人提交的
资料除了个人资料外，还必须描述科学成
就，并提供关于候选人科学活动的信息，
包括出版物数量和引用次数，描述对执行
安理会成员职能有用的资格和专业经验，
并附上已完成或已实施的研究项目清单。 
申请可以在2018年7月20日前提交。 更
多信息： https://www.nauka.gov.pl/
komunikaty/nabor-kandydatow-na-
czlonkow-rady-narodowego-centrum-
nauki_201806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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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医科大学与波兰罗氏公司
签署了合作协议
2018-06-26
根据罗兹医科大学与波兰罗氏公司所签署
的合作协议，波兰罗氏专家将与罗兹医科
大学的科学家将开展研究和开发项目，
并寻找支持医疗保健可持续发展的新解
决方案。 波兰罗氏法律事务兼传媒总监
Agnieszka Kosowska在签署合同后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学术为中心作
为执行医疗合资企业的合作伙伴是非常宝
贵的。 我们与罗兹医科大学的合作正式谨
遵这以原则。” 罗兹大学与欧洲150多所
最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均有合作，如：卡
罗林斯卡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
国理工学院，IESE商学院，鲁汶大学和马
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波兰罗氏公司也是
提供健康保护领域创新解决方案的公司之
一。

西门子为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
员工提供研究成果奖
2018-06-26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Dariusz 
Mikielewicz教授和Jan Wajs教授获得了西
门子研究奖，该奖项颁发给致力于科学研
究及其可行研究成果的科学家们。 教授们
获奖的项目为 “通过使用ORC循环再利用
来自通风口的蒸汽和新的高性能换热器结
构从动力装置进行废热管理”。 自1995年
以来，西门子奖项一直在支持波兰科学家
和研究团队；该奖项旨在促进波兰学术界
和非学术界机构的员工在技术和研究领域
取得的杰出成就，同时在电工，能源，电
子，ICT，自动化，铁路运输，生物医学工
程和环境工程等方面取得了实际的成果。

波兰企业研发活动的报告
2018-06-27
由波兰Ayming委托的最新报告“R＆D
企业创新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显示，55
％ 的波兰公司进行研究和开发活动。 报
告由Kantar Millward Brown公司编制，
该公司对研发活动和公司研发活动所得到
的优惠进行了市场调研。 从2018年起，

开展研究和开发活动的企业家可以获得多
达100％成本的优惠，以前的优惠为50％
；经过两年多的波兰研究和发展优惠高达
35％。 企业家承认他们没有听说它。 但
是，只有9％ 它被扣除2017财年。 报告
显示，多达45％的企业代表不从事研发活
动，也不从优惠中受益。 公司失去了相
同的机会来获得可用于业务发展的节省。 
更多信息： https://www.ayming.pl/
typo3conf/ext/almacg/user_upload/
Ayming_Poland/PDF_download_iles/
Ayming_Raport_2018_Ulga_B_R_Krok_
milowy_w_rozwoju_innowacyjnosci_
przedsiebiorstw.pdf

波兰立陶宛研究小组获得竞赛
2018-06-27
在由国家科学中心和立陶宛科学理事会组
织的第一届DAINA大赛中共提交了253份
项目申请。 近1,500万兹罗提的项目资金
将用于16个项目。 波兰立陶宛研究小组
在所有科学领域进行研究可申请支持。 在
DAINA 1竞赛的获奖者将研究波兰和立陶
宛的共同文化和自然遗产；他们将研究18
世纪和19世纪的野牛和原始森林。 作为
天文学研究的一部分，科学家们将组织一
场波兰 - 立陶宛的“寻找银河系黑洞”；
在生命科学领域，将研究植物长距离电信
号系统。 来自波兰和立陶宛的研究人员也
将检查如何适应从水到土地的环境变化。 
更多信息： https://www.ncn.gov.pl/
konkursy/wyniki/2018-06-25-daina1

华沙理工大学的华沙设计工厂
项目
2018-06-27
华沙理工大学已经开放华沙设计工厂的创
新管理和技术转移中心，该中心将帮助学
生和大学工作人员创造创新并开展与环境
的合作。 华沙设计工厂的目标是建立一
个现代化和创新型大学，拥有具有开发及
创造行的跨学科年轻科学家和学术人员
的团队。 华沙设计工厂将为学生和员工
举办课程，研讨会，培训和计划。 在这
里实施的项目是促进科学和商业之间的合
作以及华沙理工大学教职员的教学技能的

发展，并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 更多信
息： https://www.wdf.pw.edu.pl/

根据CORNET计划在国际科研
项目竞赛中征集提案
2018-06-29
第26届CORNET计划下的研究项目国际竞
赛正在征集提案，竞赛的范围包括特定行
业需求的研究。 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代
表的合作伙伴是是来自奥地利，比利时，
捷克共和国，荷兰，日本，加拿大，德
国，秘鲁和瑞士的机构。竞争中的行业研
究由行业公司协会发起，通常由为特定工
业部门工作的科学单位开展，包括开发工
作。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竞赛中选定项目
的资金为75万欧元。 更多信息： https://
www.cornet.online/

热舒夫理工大学获得了东欧国
家高等学校的赞助
2018-06-29
两所大学将在科学和教育领域开展合作，
推动现代解决方案和创新与创业的科学
研究 由热舒夫科技大学校长Tadeusz 
Markowski教授和Przemyśl东欧国立高等
学校校长Paweł Treler博士共同签署了
合作协议，协议旨在教育质量领域开展合
作，创建和开展研究生课程，增加培训课
程和培训。 合作协议还包括联合发组织
和发展与外国大学，特别是来自东欧的联
系。



RESEARCH & DEVELOPMENT IN POLISH SCIENCE 2018-2019

32

“支持最有才华的年轻科学家”
2018-06-29
波兰科学基金会发起了“支持最有才华的
年轻科学家”计划，通过这种方式基金会
希望为其奖学金获得者，即START计划的
获奖者筹集资金。 波兰科学基金会的通
知， START奖学金计划是为26岁以内的波
兰年轻研究人员展开的计划。 对于基金会
来说，这是一个财务挑战。 每年，波兰的
年轻科学家都获得300万波兰兹罗提的补助
资金。 为了确保该方案能够顺利继续，基
金会发起了一项收集活动，并要求为个人
和机构捐助者提供财政支持。 每年奖学金
都会资助给代表着所有科学领域的100名
30岁以内的研究人员；波兰科学基金会通
过这种方式来帮助最有才华的年轻人开展
他们的研究事业。 更多信息： www.start.
fnp.org.pl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为杰出的博
士生们颁发奖学金
2018-07-02
截止2018年10月15日各位可以申请获得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为具有博士学位或在
科学及艺术方面具有杰出成就的博士生们
所提供的奖学金。 今年科学和高等教育
所设定的奖学金名额为84人，奖学金总
额为25,000兹罗提。 奖学金名额的筛选
方式将使用积分评估法，积分奖励个人
科学成就，艺术成就或体育成就。 为了
评估的公正与公平，部长可以指定专家
来进行评估。 更多信息： https://www.
nauka.gov.pl/komunikaty/informacja-
na-temat-stypendiow-ministra-za-
wybitne-osiagniecia-dla-doktorantow-
na-rok-akademicki-2018-2019.html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的丝状真菌研究
2018-07-02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生物技术与食
品科学系的Ewa Kozłowska博士研究了使
用丝状真菌作为生物催化剂。 她获得了来
自国家科学部第14项目中心颁发的近7万兹
罗提的项目研究资金。 昆虫病原丝状真菌

是感染昆虫的真菌。 在该项目中，它们将
作为生物催化剂用于转化类固醇化合物。 
类固醇广泛用于医学 - 它们是抗生素后第二
大最常用的药物。 Ewa Kozłowska博士解
释说： “生物催化剂的作用就像我们的肝
脏一样，它产生的酶将外来化合物转化为体
内的有害分子 。我使用作为酶供应商的“
肝脏”丝状真菌。 由于这些真菌，新的化
合物可以获得有价值的生物活性，这是通过
传统的化学合成无法实现的。“

AGH理工大学的学生研究吉他
构成
2018-07-02
Monika Sobolewska是克拉科夫AGH理
工大学声学工程专业的学生，她的硕士论
文是在模拟吉他上进行研究；从专业结
构来确定仪器各个元件对其声学参数的影
响。 模块吉他的构建包含了古典吉他的所
有传统元素 。 唯一的方法是将板与侧面
以及颈部的固定结合起来，使用齿形压力
机连接，而不是使用胶水粘连。这一想法
是受日本的细木工启发。 在克拉科夫大学
机械与振动声学系的消声室内对吉他进行
了全面研究；在对吉他特性的研究中，配
合使用的是Mikolaj Wilczyński的机器人项
目；机器人的任务是以正确的位置和遥远
的方式刺激吉他弦。 通过自动化解决方案
设法获得重复的声音从而客观分析其参数
的基础。

“科学为你服务”竞赛正在进行
2018-07-02
“科学为你服务”竞赛是副总理Gowin提
出的 科学为你服务战略的第三部分 - 科学
的社会责任下实施的项目之一。 有1000
名学生和近150名有资格参加第一阶段比
赛的老师参加比赛。 截止2018年7月24
日，73支团队的导师将参加在线研讨会，
在此期间他们将学习如何运用科学方法，
自己创建教育辅助工具以及如何编写研究
项目草案。 最佳作者将参加2018年8月
最后一周举办的原型制作夏季学校 - 通知
科学和高等教育。 更多信息： https://
naukadlaciebie.gov.pl/kategoria/
nauka-dla-ciebie/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和考纳斯大
学的联合项目将获得一百万兹
罗提赞助金
2018-07-03
“十六世纪的雅盖隆王朝财政能力”比亚
韦斯托克和维陶塔斯·马格努斯大学在立
陶宛考纳斯大学的研究人员的共同研究项
目。 根据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报道，研究
人员将从国家科学中心获得近100万兹罗
提的项目补助资金，项目将作为与立陶宛
科学理事会联合举办的DAINA竞赛的一部
分进行。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项目负责
人是立陶宛方面的历史和社会学系的Piotr 
Guzowsk i博士，立陶宛方面的代表为
Marius Sirutavičius博士。 该项目的主要
目标是在16世纪（1492-1586）研究波兰
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的财政能力。 研究人
员希望计算税收收入的数量，估算一位君
主的收入，检查当时的信贷市场以及两个
雅盖隆州之间的资金流动情况。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从废催化
剂中回收钯的新方法
2018-07-05
西里西亚大学、格利维采有色金属研究所
和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研究人员共同
开发了一种从废催化剂中回收钯的新方
法。 来自三个中心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发
出一种有效且经济有效的方法，通过在硅
胶上吸附随后用硫酸（VI），硝酸（VI）
和盐酸处理后从过度工作的催化剂中回收
钯，从而回收钯。 四氯乙烷的形态最终转
化为二氯化钯，这是合成均相催化剂最方
便的原料。 由于专利保护所涵盖的解决方
案，可以将回收的金属重新用于生产新催
化剂，这将降低其生产成本并减轻对自然
环境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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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热舒夫大学的学生获得了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颁发的钻
石奖学金
2018-07-06
热舒夫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通知
道：“热舒夫大学哲学系硕士二年级学生
BartłomiejKrzych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长颁发的钻石奖学金。” 钻石补助金
是指在科学主管的指导下支持极具天赋的
学生或毕业生领导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从
而有机会缩短科学的职业道路。 作为该
计划的一部分，这些资金用于资助由才
华横溢的学生或毕业生进行的研究。 由
BartłomiejKrzych负责申请的项目是关于
Augustine Jakubisiak神父的哲学和神学
思想（1884-1945）的项目；他在80个获
奖项目中获得第12名并获得了18万兹罗提
的资助。 该项目的科学主管是热舒夫大学
的Krzysztof Bochenek教授。

玛丽亚居里斯科沃多夫斯卡大
学学生获得钻石奖学金
2018-07-09
来自卢布林玛丽亚居里斯科沃多夫斯卡大
学的化学系的两名学生荣获了由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旨在为有优秀学术成果的本科生
或研究生提供的“钻石奖学金”奖项。 今
年，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
批准了超过1600万兹罗提的资助项目， “
钻石奖学金” 计划自2012年开始实施，
为年轻科学家提供财务独立，并开辟了更
快的博士学位。 玛丽亚居里斯科沃多夫斯
卡大学的新闻发言人Aneta Adamska报
道，获得奖学金名额的是：Łukasz Baran
的 “固体表面选定分子的计算机模拟”项
目和Paweł Woźnicki的“非手性偶联反应
类型的组合> P（O ）H和环状乙烯基酯和
不对称迈克尔加成 1,2-官能化环己烷的来
源”项目。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正
在研究平流层中癌细胞的行为
2018-07-10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和弗罗茨瓦夫大学的
学生项目ARES（平流层的天体生物学和辐
射实验）赢得了3M民意调查，项目将获
得10,000兹罗提的补助金用来进一步发展
平流层癌细胞保存研究。 学生们希望在地
球表面以上约30公里的高度发送热气球，
以此来验证地球对人体皮肤细胞的辐射敏
感度以及研究正常的角质形成细胞和黑色
素瘤。这个高度的环境条件与火星上的相
同。 这一实验将检查所有高剂量辐射对人
体细胞功能的影响。 作为研究的一部分，
将尝试开发基于皮肤细胞的生物辐射传感
器，并检查所选择的天然来源物质在其用
于药理学保护中的影响以防止由电磁辐射
的作用引起的变化。

波兰研究和开发部门正在实施
网络安全项目
2018-07-12
通信研究所、国家研究所、科学和学术计
算机网络以及EMAG创新技术研究所已开
始联合实施网络安全项目KSO3C。 这项
工作的结果将是建立一个组织结构，并开
发统一的方法来评估和认证ICT产品和服务
的安全性。 KSO3C项目即“符合通用标准
的IT产品和系统的安全和隐私评估和认证国
家计划”，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共同资
助。

“学术论坛” 比赛
2018-07-12
“学术论坛”的编辑宣布第14届比赛的
主题为“既复杂又简单，年轻学者们与他
们的研究”, 竞赛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荣誉赞助。 参赛条件为：35岁以下年轻
学者，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以及
博士生。 比赛将接受波兰语的文本，字
数为10-12万字。 参与竞赛请在2018年9
月11日之前提交文章，并将文章邮寄至
下列地址： Forum Akademickie，ul. 
Zana 38,20-601  Lublin，pok 407 更多信
息： https://forumakademickie.pl/wp-

content/uploads/2018/06/Regulamin-
XIV-Konkursu-Skomplikowane-i-proste.-
M%C5%82odz i -uczen i -o- swoich-
badaniach.docx

波兰总理颁发了科学成就奖
2018-07-12
2017年部长理事会主席为科学，科学和技
术，艺术，博士后和博士论文颁发了50个
奖项。 这个奖项是在1994年波兰科学院
的倡议下建立的。 主要为在科学或艺术
领域的成就以及杰出的学术或艺术成就的
人士颁发；授予博士论文或博士后论文的
基础，博士论文的区别和科技成果。 今
年的获奖者是Agnieszka Słowik教授和来
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医学院的Tadeusz 
J. Popiela教授，他们获得了由大学急
性缺血性中风治疗中心协调的 “用于机
械性血栓切除术治疗急性缺血性中风的
Małopolska计划 - CITO” 科学和技术成
就类别的一等奖。 科学成就获奖类别的获
奖者是Ewa Górecka教授，她在液晶化学
和物理领域取得了杰出的科学成就，特别
是对液晶材料结构和性质研究的开创性贡
献的项目获得了奖项。 更多信息： http://
bip.kprm.gov.pl/download/75/34943/
ListapracwyroznionychNagrodaPrezes
aRadyMinistroww2018r.docx

弗罗茨瓦夫五所大学创建了研
究中心--WRoclaw Concept
2018-07-13
弗罗茨瓦夫五所大学的校长共同签署了关
于建立WRoclaw概念研究中心的协议，主
要目的为实施国际研究与发展计划和技术
向经济转移。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是联盟
的领导者，弗罗茨瓦夫大学，生命科学大
学，经济大学和医科大学加入了协议，是
弗罗茨瓦夫和萨克森大学的一项倡议。 该
中心的活动是帮助巩固处理技术开发和创
新的学术环境和机构。 其任务是为实施研
究，开发，实施和教育项目启动，准备和
创造条件。 中心的建立是基于德累斯顿技
术大学和四个德国科学协会建立的科学研
究网络：弗劳恩霍夫，马克斯普朗克，莱
布尼兹和亥姆霍兹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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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理工大学正在实施国
际BIOTRAFO项目
2018-07-13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将与BIOTRAFO项目中
的13个研究单位合作，讨论温度对电力变
压器建设的影响。 项目负责方是西班牙
坎塔布连桑坦德大学。 在BIOTRAFO项目
中，研究人员将分析温度对电力变压器结
构的影响，其中可生物降解的酯用作冷却
液。 还将审查与使用这些因素有关的环境
方面和火灾风险。 研究作为地平线2020
计划的研究和创新人员交流资助计划的一
部分进行，资金来源于来自地平线2020计
划。 项目负责人是来自理工学院环境工程
与动力工程学院的热技术研究所的Jacek 
Smołka教授。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博
士生将使细胞恢复活力
2018-07-16
Katarzyna Kornicka是来自弗罗茨瓦夫
生命科学大学生物学和动物生产学院的博
士生，她目前正在实施 “线粒体转移作为
一种创新方法，将干细胞恢复到从患有代
谢综合征（EMS）的脂肪组织中分离的干
细胞” 。 Katarzyna Kornicka解释说： 
“我们的研究人员试图用白藜芦醇和5-氮
杂胞苷使马干细胞恢复活力；在我的项目
中，我希望通过另一种方法，通过人工转
移线粒体来恢复相同的细胞，能从 “健
康细胞”中分离出来。从科学视角来看，
我们将有机会在人类医学中使用这种方
法，特别是在移植学方面。” Katarzyna 
K o r n i c k a 获 得 了 来 自 国 家 科 学 中 心 的
Prelude 14计划的140000兹罗提的项目补
助资金。

罗兹大学的物理学家正在寻找
一种更安全的核能生产方式
2018-07-16
罗兹大学核物理与辐射安全系的研究人员
使用n_TOF设备参与国际研究项目，项目
旨在开发一种更安全的核能生产方式。 正
在日内瓦的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进
行研究。 日内瓦CERN的n_TOF设备可以

准确地观察到原子核中发生的中子（即粒
子）的行为。 n_TOF机器是全球范围内唯
一的此类机构。 来自43个科研院所和大学
的约150名研究人员参与了该项目。 来自
罗兹大学的三名核物理学家是唯一参与其
中的波兰人。 来自罗兹的物理学家的研究
资金来自于国家科学中心的资助。

年轻的科学家创造了低温热解
过程的模型
2018-07-17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自然科学与
技术学院的Paweł Stępień博士建立了一
个低温热解过程的数学模型，他的 “有机
废物低温热解的能量平衡”项目获得了国
家科学中心Prelude 14计划的资助。 该项
目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城市垃圾中包含的30
种材料的热解能耗；其中包括厨房垃圾，
纸张，塑料及其混合物使用热重分析和差
示扫描量热法。 Paweł Stępień博士解释
说： “简而言之，我将在惰性气体环境中
加热高达500摄氏度的废物样本并记录它们
的质量损失和进程所需的能量。这项研究
的开展是因为除了燃烧之外，热解作为一
种前瞻性的废物热利用方法。”

波兰 - 美国在生物医学科学领
域的合作协议
2018-07-18
波兰卫生部部长Łukasz Szumowski教授
和美国健康与社会关怀部长Alex Azar签
署了两国生物医学科学领域的合作协议。 
Łukasz Szumowski部长强调： “通过合作
协议，波兰生物医学科学和波兰科学家将
获得发展和获取美国机构可获得的知识，
这也是波兰研究所的大好机会。” 波兰
国家学术交流局局长Łukasz Wojdyga访
问了美国并且宣布推出今年新的奖学金计
划，为医学和科学领域的约一百名波兰青
年科学家的博士研究项目提供资金。 美国
方面有兴趣在传染病领域，特别是结核病
方面合作和利用波兰的经验。

国家科学中心将为博士生提供
1500万兹罗提奖学金
2018-07-19
国家科学中心（NCN）将为开始研究的
博士分配近1500万兹罗提，这谢人全部由
ETIUDA竞赛选出。 据国家科学中心报道， 
355名年轻研究人员申请了补助项目，其中
147人将获得资助。作为ETIUDA计划的一
部分，准备博士论文的人员将获得没有4.5
万兹罗提的奖学金 此外，比赛的获胜者还
可以在他们选择的外国研究中心实习。 为
了支付与国外逗留相关的费用，他们可以
获得每月9000兹罗提的补助金。 NCN主
任Zbigniew Błocki强调，国家科学中心
这样做是为了提高科学家的流动性，这是
国家科学中心一开始就确定的优先事项之
一，而ETIUDA竞赛则是为了激励年轻一
代研究人员。 更多信息： https://www.
ncn.gov.pl/konkursy/wyniki/2018-07-
17-etiuda6  

来自雅盖隆大学的研究人员获
得了美国临床解剖学家协会颁
发的奖学金
2018-07-19
来 自 雅 盖 隆 大 学 医 学 院 解 剖 学 系 的
Przemysław Pękala博士和Brandon 
Michael Henry博士获得了美国临床解
剖学家协会AACA的奖项。 AACA是世
界上最大，最负盛名的解剖学领域科学
家协会。 Przemysław Pękala博士获得
了最佳科学海报奖（生物力学背后与年
龄相关的Achilles Tendom解剖学变化）
；Brandon Michael Henry博士获得了
最佳解剖学出版物（平面报告的共识指
南） 解剖学质量保证（AQUA）检查表
框架内的解剖学研究伦理学研究。 获奖作
品是在雅盖隆大学医学院解剖学系Jerzy 
Walocha教授和Krzysztof  Tomaszewski
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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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伦哥白尼大学的科学家赢得
了TEAM计划
2018-07-20
来 自 托 伦 哥 白 尼 大 学 物 理 研 究 所 的
Ireneusz Grulkowski博士将获得近350万
兹罗提用来创建研究团队，这笔资金来于
自波兰科学基金会在TEAM计划。 补助资
金将帮助托伦大学生物物理学和医学物理
系的员工开展“在未来的眼科诊断中透镜
和玻璃体内的光的折射和散射/透镜和玻
璃体光散射和折射”项目。 Grulkowski博
士是托伦生物光学和光学工程团队的负责
人，他使用先进的光学工程技术开发新的
生物学和医学成像方法。 该团队与国内外
许多中心合作，对新一代光学层析成像仪
的研究进行了区分。

医学研究机构将成立
2018-07-20
波兰卫生部长Łukasz Szumowski通知
道：“今年9月，医学研究机构（ABM）
的法案草案准备就绪。” 医学研究机构的
预算将仿照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启动，
目前估计约1亿兹罗提。 医学研究机构将
分为三个部门；为实施研究项目提供科学
补助金、进行政府委托的科学研究、进行
原子能机构自己的研究。 Szumowski部长
补充道： “建立医学研究机构将能够让科
学家们在使用设备的情况下使研究变得更
加容易。”

超过400,000 来自弗罗茨瓦夫
理工大学学生的钻石补助计划
的
2018-07-23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基础技术问题学
院的Joanna Doskocz和Paweł Holewa
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颁发的钻石奖学
金。 Paweł Holewa 的 “用于光纤量子通
信的应用中具有降低表面密度的InAs / InP
外延量子点的光学特性研究” 项目获得了
奖项，他将获得收近22万兹罗提的项目补
助资金。 Joanna Doskocz的 “测定脂质
聚集体大小对其机械和静电性能的影响”
项目获得了奖项，她将获得超过21.6万兹

罗提的项目研究资金。 第一届“钻石奖学
金”于2012年颁发；在今年的第七届比赛
中，获奖者从214名年轻科学家中选出；他
们将获得超过1600万兹罗提的项目补助资
金。

波兰科学基金会计划拨款1亿
兹罗提
2018-07-24
波兰科学基金会计划将为TEAM-NET拨款1
亿兹罗提，资金来自智能发展业务计划的
资源；竞赛提案征集将于2018年10月1日
至10月31日进行。 计划的目的是鼓励波
兰的科学单位和研究人员建立更密切的科
学合作；申请人必须准备一个由至少3至6
个团队实施的联合 跨学科研究项目，涵盖
至少两个科学领域。 项目的主题应符合国
家智能专业化的清单，并考虑到研发工作
的实施，以便项目的效果可以应用于经济
实践。 项目将由管理团队以及执行管理和
咨询职能的科学和经济委员会监督。 更多
信息： https://www.fnp.org.pl/oferta/
team-net/

申请梦幻化学奖
2018-07-24
年轻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博士可以申请
参加下一期的梦幻化学奖；今年的获奖者
将获得一万欧元的奖学金以及小塑像。报
名申请应于7月底之前提交。波兰科学院物
理化学研究所与捷克科学院有机化学和生
物化学研究所一起组织竞赛。 梦想化学奖
旨在帮助研究人员实施化学领域科学项目
或其与物理学，生物学，医学或材料工程
的边界的竞赛。下一届比赛将在华沙和布
拉格交替进行。 2011年以后（包括2011
年）且年龄在37岁以内成为博士的志愿者
均可以申请参加竞赛。候选人可以由具有
博士学位或更高学历以及至少10年精确或
自然科学经验的研究人员提交。   更多信
息： www.dreamchemistryaward.org

来自克拉科夫的科学家获得了
美国发明节的金奖
2018-07-24
由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的Joanna Ortyl博士带领的科学团队所负
责的“由紫外和可见光在阳离子，自由基
和杂合光聚合过程中的新型光引发体系”
项目获得了美国国际发明节（硅谷国际发
明节--SVIIF）的金奖。 据克拉科夫科技大
学的研究小组介绍，Ortyl博士发明了新的
光敏剂。 她还开发了“基于新型光敏剂的
自由基，阳离子和杂化光聚合的新型光引
发方法”。 该解决方案的创新基于使用全
新的化合物作为光敏剂；克拉科夫科研团
队的研究成果对油漆，清漆和光固化粘合
剂的生产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粘合剂用
于化妆品，汽车，印刷和家具行业。

皮拉研究人员正在研究斯匹次
卑尔根藻类的物种多样性
2018-07-24
位于皮拉密茨凯维奇大学Nadnotec研
究所组织了对斯匹次卑尔根（斯瓦尔巴
群岛，北极）的研究探险；这次探险是
皮尔斯基研究所专门从事水管理和环境
保护领域的研究结果。 波兰研究邮轮
游艇S /Y海洋一号在Nord基金会、皮拉
市政府以及残疾人潜水员协会的支持下
进行。这个由七人组成的团队将在斯匹
次卑尔根西海岸进行研究，以了解凹槽
（Dinophyceae，Dinoflagellata）的
多样性。研究团队计划了解水深中栖息在
底部的藻类种类的多样性，（包括孢子形
式），水陆边界和斯匹次卑尔根的淡水陆
地栖息地。团队将在塔特拉山区的极端冷
水条件下拥有研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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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将获得一亿兹罗提项目资金
2018-07-25
罗 兹 地 区 和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NCRD）将为改善生活质量和支持积极
健康老龄化的项目拨款一亿兹罗提。 这
些项目将作为所谓的“合资企业”的一部
分实施，这是一个为NCRD与外部实体合
作开展研究和开发工作的机制。 国家研究
与发展中心主任Maciej Chorowski教授
说：“罗兹地区具有重要的科学和研究潜
力，多年来一直是医疗部门公司热切关注
的地方。 这很重要，因为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正在寻找合作伙伴，他们将能够实施
符合他们实施的发展战略的长期承诺。”

科沙林科技大学将建立一个研
究中心
2018-07-25
科沙林理工大学技术与教育学院将建立表
面工程，工艺设计和模拟以及振动声学研
究的研究和实施中心；计划中心将于2019
年底建成。 研究中心启动后实施的创新
将有助于扩大该大学在表面处理领域的研
究和服务，包括热，化学和等离子处理，
以及电机，木工和家具行业的平均简化。 
理工学院科学与发展副校长  Eng.Witold 
Gulbiński教授强调到：“我们正在加强我
们的研发中心，以加强与行业的合作。 我
们投资的工具将扩展我们的服务范围。 我
们将能够更好地专注于表面特性的研究。 
这是一个开发更硬，更耐用和耐磨损涂层
的机会。 ”

弗罗茨瓦夫的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将努力提高植物的抗性
2018-07-25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生物和畜牧
学院的Magdalena Wołoszyńska博士将
开展 “通过Elongator调控拟南芥光形态
发生 - 一种蛋白质复合物表观遗传调节基
因表达”研究项目。 简而言之，这是一
种调节基因表达的复合物；但不改变DNA
序列，只改变染色质。 这种改变可以以各
种方式进行，并且复合物以改变组蛋白的
方式起作用，这导致染色质变得更松散并

且基因更容易转录。 Magdalena博士的
研究获得了国家发展中心的资助，她将改
变阿拉伯蓟：这是一种基因组非常小的植
物，可以相对容易地进行转化。 她的工作
成果将来可能在寻找提高植物抗旱或低温
的关键时非常重要。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ELZAB投
注上市公司合作
2018-07-25
格 利 维 采 的 西 里 西 亚 理 工 大 学 与 投 注
ELZAB S.A建立了合作关系；将在实施研
究，开发，实施和生产工作和项目以及开
发解决方案的商业化方面展开研究。 合
作将主要涉及与脉冲泵和其他医疗电子设
备，机电一体化和动力设备以及电动汽车
相关的项目，特别是对于充电站和制氢
站。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将研究不锈
钢的焊接工艺
2018-07-27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将实施i-Weld项目（整
合双相不锈钢加入创新的先进实验，计算
和数据）。 研究人员将使用最先进的数
据交换系统研究双相不锈钢焊接。 研究
与创新人员交流（RISE）作为地平线2020
计划的一部分来完成，目标是开发新材
料和加工工艺。 项目将建立最佳焊接条
件，确保高机械性能和耐腐蚀性；所获得
的数据将用于开发新的制造技术。 项目负
责方是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与西里西亚
理工大学；研究将在来自机械机械部门的
Zbigniew Brytan博士指导下完成。

西里西亚大学的项目在“年轻
探索者大学”竞赛中获得资助
2018-07-27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了在“业务计划
知识教育发展”下的“年轻探索大学”竞
赛中共同资助的项目清单；西里西亚大学
将实施11个项目 。 这些项目的目的是制
定教育方案，并为6至16岁的儿童和青少年
实施教学活动；有助于激发他们的认知好
奇心，激发智力，价值和社会发展，激发

创造性思维，培养兴趣和激情，促进创新
文化，熟悉学术环境和大学，作为科学观
察现实和围绕中心融入当地社区的场所学
者。 “年轻探索者大学”竞赛对公立和非
公立大学开放，这些大学必须具备确保儿
童和青少年获得关键能力和普遍技能的项
目。

80亿欧元将通过欧洲地平线
（Horizon Europe）计划进入
波兰
2018-07-27
根据欧洲委员会关于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研
究和创新计划结构的提议，欧洲地平线
（Horizon Europe）研究和创新框架计划
的预算在2021 - 2027年将达到近1000亿欧
元。 根据初步估计，波兰将获得高达80亿
欧元的项目资金。 欧洲地平线（Horizon 
Europe）计划由三个区域组成：

开放科学将支持科学家进行研
究，基金奖学金和科学交流所
并投资顶级的研究基础设施。
全球挑战和工业竞争力的领域是支持与社
会和工业变革相关的研究；该领域的支持
将分为六个主题组：健康，安全社会，数
字化和工业，气候，能源和流动以及粮食
和自然资源。
开放式创新，旨在使欧洲成为创新的领导
者。
欧洲地平线（Horizon Europe）计划将于
2019年向各个欧盟国家提供详细的资金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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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大学参加第二届学生研究
比赛
2018-07-27
第二届学生助学金竞赛中获奖项目的题
是：双酚A和壬基酚对增殖和基因表达
的影响、pop-petinism，石墨烯的银钯
双金属系统、欧洲新的空间战略、来自
Makonde人的艺术家对雕塑的感知。 罗
兹大学的学生向第二届学生研究竞赛提
交的81个研究项目获得了赞助，总金额
为27万兹罗提。 罗兹大学学生获得的助
学金是鼓励进一步的科学工作，并准备申
请各种机构的资助计划的资金。 更多信
息： http://www.studenckiegranty.uni.
lodz.pl/

什切青滨海省医科大学的综合
开发项目Progressio已经启动
2018-07-30
滨 海 省 医 科 大 学 的 综 合 开 发 项 目
Progressio已经正式启动，项目将由1927
名学生，100名行政和行政人员以及2名教
职员工参与。 项目的目的是通过扩大与经
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需求相对应的教育
机会来发展大学，并通过支持组织变革和
提高员工能力来改善大学的运作。 项目将
包括医学，医学和牙科学生，医学分析，
生物技术，护理，物理治疗，美容和营养
学，以及护理专业的专业课程和考察访
问，管理和行政人员培训以及教学人员实
习。 项目还计划购买IT系统来管理大学并
聘请职业顾问。

欧洲研究理事会资助了四位年
轻的波兰科学家
2018-07-31
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资助了近600万欧元
给波兰四位年轻的科学家。 这是自理事
会创世以来波兰科学机构获得资助最多的
一次。 欧洲研究理事会（ERC）在3170
份申请中选出了近400名具有独特潜力和
科学成就的候选人；这些奖学金是在地平
线2020计划下为最年轻的研究人员在学术
生涯开始时，即取得博士学位的2至7年的
ERC启动资助比赛中颁发的。 获奖的波兰

科学家是：来自波兰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
Piotr Achinger博士，来自雅盖隆大学的
Michał Németh博士和Tomasz Żuradzki
博士以及华沙医科大学的Magdalena 
Winiarska博士。   更多信息： https://
informacje.pan.pl/index.php/serwis-
m e d i a / 2 2 9 0 - c z t e r e c h - p o l s k i c h -
n a u k o w c o w - z - n a j w a z n i e j s z y m i -
grantami-w-europie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
与波兰ARRK Shapers合作
2018-07-31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与波兰ARRK 
Shapers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将联
合开展研究，分析，促进创新和实施工
作，特别是在咨询，研究和科学，设计和
建筑工作领域，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和产
品，以及设计协调和实施联合研究和项
目。 波兰ARRK Shapers是波兰最大、拥
有最现代化车间的公司；公司拥有270多名
员工，员工大部分毕业于比得哥什技术与
生命科学大学（UTP）。他们擅长用于汽
车工业的高批量注塑模具的生产，并且为
丰田，捷豹，梅赛德斯，宝马或保时捷等
制造保险杠，仪表板，门板。

什切青理工大学将添置近900
万兹罗提的设备
2018-07-31
什切青理工大学截至2019年底完成建造测
量实验室焊接工厂，耗资近900万兹罗提。
新的实验室将发展科学和研究造船，海
上，能源和转运领域等结合在一起。 计量
实验室将丰富用于测量结构和大型机器的
动态特性的设备，IT基础设施，用于诊断和
控制机器的设备，例如便携式机器和用于
新复合材料的强度和实用性测试的技术。 
大学焊接工厂用于焊接工艺热变形循环的
现代仿真系统，系统将评估用于焊接的技
术和材料。现代设备最终将放置于机械工
程和机电一体化部门。

锡隆纳葛拉大学可再生能源中
心在生态战略项目中被提名
2018-07-31
锡隆纳葛拉大学可再生能源中心在2018生
态战略项目中被提名，生态战略项目的特
点是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寻求经济的创新解
决方案。 生态战略项目旨在奖励注重自然
环境的公司和机构。 生态战略项目是一个
全国性的形象计划，面向能源部门和公共
机构中处理环境保护的公司；计划的发起
人是波兰创业机构。提名可再生能源中心
的基础是能源部门研究和开发领域的众多
活动，以及与科学界的积极合作。 颁奖仪
式将于9月24日至25日举行的第六届波兰
企业家大会期间在波兹南国际博览会上举
行。

超过6600万兹罗提将投入华沙
生命科学大学再生医学中心
2018-08-01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SGGW）将建立一个
再生医学中心和一套综合实验室，配备创
新的动物试验设备。 由于欧盟的支持，再
生医学中心作为2014 - 2020年马佐夫舍
省区域计划的一部分，华沙生命科学大学
（SGGW）将获得超过6600万兹罗提的项
目资金。 再生医学中心将实施医学和兽医
学界，疾病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领域的项
目，广泛威胁公共卫生的疾病和疾病研究
项目，以及高度专业化再生医学领域的创
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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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大学实施由波兰科学基
金会资助的项目
2018-08-01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AMU）的四个
项目在由波兰科学基金会组织的TEAM和
TEAM-TECH比赛中获胜。 获得的项目资
金总额超过1,450万兹罗提。 在TEAM类
别中，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三个项目
获得了赞助资金；其中两个是在生物学院
进行的：由 Krzysztof Sobczak 负责的 “
基于RNA的发病机制与三核苷酸重复的
扩展 ，机制和治疗策略”项目、由Piotr 
Ziółkowski 博士负责的 “鉴定影响植物减
数分裂重组的染色质因子” 项目和由来
自现代语言学院的Ulrich Timme Kragha
博士负责的“最重要的历史思维概念”项
目。 在TEAM-TECH类别中，获奖者是波兹
南科技园UAM基金会的“新植物抗性诱导
剂及其作为保护植物免受病原体侵害的创
新方法的用途”项目。

波兰科学院的新研究单位将负
责寻找暗物质
2018-08-02
A s t r o c e n t 是 波 兰 科 学 院 哥 白 尼 中 心
（CAMK）的一个新研究单位。 它将是
哥白尼中心的第三个研究单位；主要研究
课题将是引力波和使用技术先进仪器搜寻
暗物质。 Astrocent将作为波兰科学基金
会实施的国际研究议程（MAB）计划的
一部分而创建。 在人与生物圈计划的第
二次公开竞争中，Astrocent项目已获得
超过3700万兹罗提（五年）的项目资金。 
Astrocent中心将位于华沙理工大学主校
区的创新管理和技术转移中心。

弗罗茨瓦夫科技园将与伊朗
Pardis科技园合作
2018-08-02
弗罗茨瓦夫科技园将与伊朗的Pardis科
技园合作，合同在Inotex 2018创新和技
术展览会期间签署。德黑兰的智慧城市
展览与伊朗合作伙伴6年来一直在组织博
览会。 Pardis科技园是伊朗最大，最古
老的科技园。 主要在纳米技术，生物技

术，机器人，实验室和IT / ICT领域实施工
作。 波兰投资贸易局办公室负责人Tehran 
Jarosław Kaczyński表示：“签署协议是
与波兰发展Pardis关系的一个积极信号，
合作关系于2017年上半年建立 。当时科技
园开始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通信。” 他
指出，在会谈和会议期间，双方都强调了
公园之间合作的潜力和机会。 波兰与伊朗
之间在制药行业的贸易增幅最大。

格但斯克大学学生将探索西伯
利亚的波兰乡村
2018-08-02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的 学 生 想 要 开 始 对
Wierszyna进行一次研究考察 ，这是位
于西伯利亚独特的波兰村庄。 人类学家
想拯救这座自1911年成立的小镇，这些
小镇的居民由来自小波兰省的自愿定居者
移居，他们为寻求繁荣的生活而移居国
外。 Wierszyna是西伯利亚一个独特的
波兰村庄，位于贝加尔湖以北约200公里
处。 今天，大约有五百名波兰人居住在
这里。一百多年来，他们设法保留了他们
的母语和习俗。 Wierszyna的居民具有
强烈的文化和宗教认同感，他们使用波兰
语交流和写作，并传承他们的父母和祖父
母从遥远的波兰带来的歌曲，故事，童
话。 格但斯克大学的学生打算与当地居
民进行实地研究，采访他们的日常生活，
忧虑和喜悦，恐惧和反思，以及未来的
计划。 更多信息： https://ug.edu.pl/
media/aktualnosci/77622/studencka_
wyprawa_wierszyna_2018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将开发一种
装置来评估手术钻的磨损程度
2018-08-02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Rudpol-OPA建立了
合作关系，双方将共同实施该项目，准备
实施的设备以评估手术钻的磨损程度。 院
长Marek Gzik教授说：“合作项目主要涉
及生物医学工程系。 对于我们的部门，广
泛的合作非常重要，特别是因为我们有雄
心勃勃的发展计划。 我们希望我们的实验
室中出现的所有东西都能为了工业的利益
而复兴 。” 根据合作协议，西里西亚理工

大学承诺开展名为的服务和研究工作 “开
发设计，实施文件和实施工作原型设备，
以评估手术钻的磨损程度”。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理事会候
选人筛选
2018-08-03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要求科学和社会经济
和金融界指出国家研究和发展中心理事会
成员的候选人。 科学界提名的候选人中
将有四名成员，至少拥有博士学位，积极
开展研究或开发工作，三名成员从专业活
跃的候选人中任命 通过社会经济和金融
环境。 理事会成员资格不能与以下成员
合并：科学单位评估委员会; 科学政策委
员会; 国家科学中心理事会和中央学位和
职称委员会。 更多信息： https://www.
ncbr.gov.pl/o-centrum/aktualnosci/
s z c z e g o l y - a k t u a l n o s c i / n e w s /
ogloszenie-o-naborze-kandydatow-
d o - r a d y - n a r o d o w e g o - c e n t r u m -
badan-i-rozwoju-48469/

第二届UWERTURA比赛已确认
2018-08-03
国家科学中心（NCN）已确认了第二届
UWERTURA比赛，大约21名研究人员在实
施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资助的外国科学团
队实习，其中8人被选中。 UWERTURA旨
在支持波兰研究人员申请欧洲基金并增加
他们对欧洲研究理事会（ERC）竞赛。 该
竞赛对至少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开放，
他们已经开展了由国家科学中心资助的研
究项目。 获奖者将在实施ERC拨款的外国
科学团队中实习，并在18个月内返回后，
他们将准备并向该组织提交他们自己的拨
款申请。 更多信息： https://www.ncn.
gov.pl/konkursy/wyniki/2018-07-31-
uwertur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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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atura 2比赛的第一批获奖者
2018-08-06
第二届Miniatura 2科学竞赛的第一批获
奖者名单已经选出，他们将实施基础研
究。 Miniatura 2竞赛中的提案征集是持
续进行的，评估周期缩短为四个月。 在
第一轮的比赛中有30位申请者将获得资
助。 之后的排名表将于2019年4月底公
布。 第一批获奖人员是：来自卢布林天
主教大学的牧师Adam Kubis博士，他所
提交的申请项目是“罪恶和疾病，根据
J 5,14和9,3-3分析解释疾病与罪之间关系
的性质、来自克拉科夫Ignatianum学院
的Łukasz Michalczyk博士，他所提交的
项目是“眼球运动序列和视觉空间注意”
和来自华沙生命科学大学（SGGW）的
Małgorzata Andrea Domino博士，她所
提交的项目是“基因水平的子宫内膜病变
过程中粘膜纤维化过程的评估”。 更多信
息： https://www.ncn.gov.pl/konkursy/
wyniki/miniatura2

比得哥什大学“万花筒科学2.0
年轻探险家”项目获得了50万
兹罗提
2018-08-06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的 “万花筒科学2.0
年轻探险家”获得了50万兹罗提的项目紫
金，项目将于2018年8月开始实施。 该项
目主要是为库亚瓦滨海省农村地区的学生
组织讲习班和课程，建立大学与社会环境
之间的合作机制。 大学宣布将组建一系列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
和德语课程；学生们将参加“探索大学”
训练营和教育和社会能力发展课程。 所有
课程都将由大学的学术和教学人员进行。 
他们将使用支持学习和记忆过程：多媒体
演示，演示，实验，现场工作和团队合
作。

在波兰科学基金会的项目中为
年轻研究人员提供了大约1,200
万兹罗提
2018-08-06
波 兰 科 学 基 金 会 举 办 了 H O M I N G 和
RETURN比赛，投入资金近1,200万兹罗
提；将有15名年轻研究人员在波兰实施创
新研发项目。 作为HOMING计划的一部
分，来自国外的11名年轻医生将开展博士
后实习项目。 获奖者将获得总额近900万
兹罗提的项目资金。 POWROTY计划允许
4名研究者在休假（产假、家庭休假）之后
重返到科学研究岗位。POWROTY计划的
获奖者将获得超过300万兹罗提的进行研
究。 项目拨款资金来源于智能发展业务计
划。 更多信息： https://www.fnp.org.pl/
grantobiorcy-homing-konkurs-52018/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物理系将实
施由国家科学中心赞助的项目
2018-08-06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通知道：“波兰科学院分子物理
研究所的Michał Matczak博士将在比亚
韦斯托克大学的磁学物理系进行研究，他
获得了超过90万兹罗提的项目资金；项目
资金由国家科学中心的SONATINA 2竞赛
共同出资。” 科学家将研究可用于使用
skyrmions构建磁性质量存储器和逻辑系统
材料的磁性； Skyrmions是非常小尺寸的
磁性准粒子，可以获得高信息存储密度。 
SONATINA是面向获得博士学位三年以内
的科学家们的竞赛；在第二届比赛中，共
提交了154份申请，其中45名科学研究人
员将获得资助。

来自格但克的科学家获得
TEAM项目的资助
2018-08-07
来自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大学间生物技术
学院的Igor Konieczny将担任 “有条件地
激活蛋白酶，用于DNA复制调控中的靶向
蛋白水解”项目的负责人。 该项目获得了
波兰科学基金会TEAM项目竞赛的资助，

项目总额近350万兹罗提。 在今年的TEAM
计划中，将从60名候选人中选出13名获奖
者，获奖者将获得近4500万的项目资金，
获奖的研究人员将与38个外国和12个波兰
科学合作伙伴合作开展项目。 从基金会获
得的资金将用于为项目中雇用的科学家提
供44个工作场所，并为参与实施研究的年
轻科学家（学生和博士生）提供39个奖学
金。

华沙大学组织的组织的科学家
竞赛
2018-08-07
华沙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为华沙大学的研究
人员组织竞赛，他们希望为其企业的商业
化获得资金支持。 来自华沙大学的科学
家和博士生以及成员为大学员工的研究团
队可以参加比赛，第一个涉及实施前的工
作，第二个是分拆公司的想法。 根据华沙
大学的说法，有些奖学金可达4万兹罗提用
于实施前的工作，最高可达2万兹罗提创建
分拆公司。 竞赛作为智能发展运营计划资
助的创新孵化器+科学和高等教育部计划
的一部分进行。 更多信息： http://www.
uott.uw.edu.pl/60-000-zl-na-prace-
przedwdrozeniowe-i-lub-zalozenia-
spolki-spin-off/

波兹南大学分子与理论生物学
院课程
2018-08-07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今年推出了分子与
理论生物学学院课程，来自波兰，白俄
罗斯，克罗地亚，西班牙，摩尔多瓦，德
国，俄罗斯和英国以及菲律宾和美国的82
名高中生参加了此项活动。 大学进化生
物学实验室负责人Jacek Radwan教授
说：“在课堂上，参与者在杰出科学家的
指导下实施项目。学校的想法主要是让学
生参与科学研究，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
进行。 每位参与者可以独立选择一个想与
之合作的专家团队 ”。 课程由约100名讲
师进行，他们是来自哈佛大学 、波兹南密
茨凯维奇大学、爱丁堡大学和莫斯科国立
大学的科学家，大学工作人员，博士生和
负责项目组织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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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兹大学正在审查贷款和担
保基金
2018-08-08
罗兹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正在对波兰的贷
款和担保基金市场进行研究。 由国家科学
中心的OPUS资助的“融资贷款和担保基
金运作”项目旨在确定波兰担保和贷款资
金的财务独立程度。 作为研究的一部分，
罗兹的科学家打算进行一系列的分析，调
查。 如果被剥夺了欧盟计划共同融资的可
能性，进行的研究将允许确定贷款和担保
基金是否能够在当前甚至更高的水平上运
作。

来自伊朗的博士生正在格但斯
克理工大学研究农药污染食品
2018-08-08
Mansoure Kermani是伊朗伊斯法罕技
术大学准备分析化学的博士生， 她作为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化学系分析化学系实习
的一部分进行的研究可能创造突破性方法
来检测威胁水和食物中人类健康的物质。 
Mansoure Kermani博士开始研究纳米结
构吸附剂的制备，用于研究伊斯法罕家庭
理工学院环境中农药的存在。 在格但斯克
实施的项目涉及在SMPE技术（微萃取至固
定相）中制备吸附材料，用于分离环境保
护所必需的化合物。 这些吸附剂将是基于
多孔二氧化硅和具有不同性质的离子液体
的组合的混合材料。

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正致力于
创造酸奶替代品
2018-08-08
华沙理工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学生正致力
于创造一种基于小米的酸奶替代品；该产
品将成为本地市场上使用椰子，小米和豆
浆且比酸奶更便宜的替代品。 华沙理工大
学化学系的“Herbion”科学角的学生们
专注于用谷物原料制作酸奶。 他们之所以
选择小米，是因为它具有许多有价值的特
性，并且不含麸质。 这也意味着患有乳糖
不耐症的人群可以吃这种酸奶且小米很便
宜也容易获得；此外，植物奶替代品的其
中不会存在乳糖和胆固醇。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五个学院进
行演练
2018-08-08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五个学院得到了积
极的评价并且进入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组织的实施演习竞赛的第二阶段。 从
2018/2019学年开始，可以申请全日制
博士学位的资金且教育将与博士生的雇
主合作进行。 这笔资金可以用在共同资
助使用研究基础设施的成本，以实施博
士生的研究，以及在博士研究期间为博
士提供奖学金资金，提供奖学金时长不
超过4年。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341

来自雅盖隆大学的考古学家在
以色列发现了一个5000年前的
城墙
2018-08-09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
员在以色列Tel Erani站发现了一面5000
年前的防御城墙。 由考古研究所的团队
调查的立场位于Kiriat Gat镇附近，占地
约26公顷。 考古队发现一块约11米厚的
防御墙可能证明Levant南部的城市比之
前想象的要早，这是以色列最古老的建
筑。 来自雅盖隆大学的考古学家估计它
建于公元前3,300年左右，这是埃及人
到来之前Tel Erani是一个发达的中心的
又一证据。 项目资金来源于国家科学中
心的资助，项目与Ben-Gurion大学、以
色列文物局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研
究人员合作开展。 更多信息： https://
w w w . u j . e d u . p l / w i a d o m o s c i / - /
j o u r n a l _ c o n t e n t / 5 6 _ I N S T A N C E _
d82lKZvhit4m/10172/140485607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博士生是
ETIUDA竞赛获胜者
2018-08-09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生态经济系博士生
Mariusz Maziarz成为ETIUDA 6竞赛的39
名获奖者之一，竞赛奖金金额近7万5千兹
罗提。 2016年，他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并且获得了奖学金， 
同年赢得了由国家科学中心资助研究项目
PRELUDIUM竞赛，他还是 “金融伦理学” 
竞赛的第一名获奖者。 ETIUDA 6竞赛内的
研究经费由各种科学学科的代表申请，申
请多达152份。

罗兹大学是第二届MINIATURA
比赛的领导者
2018-08-10
来自罗兹大学的年轻科学家是由国家科学
中心组织的第二届MINIATURA比赛获奖最
多的科学家们。 在这一届的MINIATURE
比赛中，罗兹大学的5个项目获得了赞助
资金。托伦斯哥白尼大学的三项项目和卢
布林天主教大学的两项项目分别获得了
项目赞助资金。 罗兹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Szymon Wiśniewski博士的提案获得了3万
5千兹罗提的项目赞助资金，他将研究罗兹
居民的行为如何因周日的贸易限制而发生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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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大学七名博士生参
加ETIUDA比赛
2018-08-10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七名博士生获得了由国
家科学中心颁发的第六届ETIUDA比赛的奖
金，奖金共75万兹罗提。 获得项目赞助资
金的是：
Paweł Szadkowski博士的 “17世纪西班
牙社会的退伍军人”
Kingi Winnickiej 博士的 “造骨追溯到青铜
时代早期的个人物品：物质性和意义”
Wojciech Ula博士的 “语言理论到政治
实践，从诠释学角度审议”
Agnieszka Sabiniewicz博士的 “嗅觉记
忆认知和个性相关”
Patrycja Brzdąk博士的 “基质金属蛋白酶
在小鼠的海马CA1区的形成长期突触可塑
性和神经元兴奋性网络的作用”
Anna Kocyły博士的 “Zn2 +离子相互作
用的特性，优化和应用”
Krzysztof Sornata博士的“在选定的社会
和经济问题背景下的应用算法” 

FIRST TEAM比赛获奖者名单已
公布
2018-08-10
波兰科学基金会在第五届FIRST TEAM比赛
中选出了获胜者，十三名年轻研究人员将
获得超过2600万兹罗提的项目资金以建立
他们的第一批研究。 FIRST TEAM计划支持
年轻研究人员实施团队项目并承担最有趣
的研究挑战，每笔拨款约为200万兹罗提；
资金来源于智能发展业务计划的资金。 在
第五届比赛的获胜者中，有四名科学家来
自华沙大学。 基金会的两笔赠款分别授
予了物理学院的研究人员和华沙大学化学
系和新技术中心。 更多信息： https://
www.fnp.org.pl/grantobiorcy-first-
team-konkurs-52018/

AGH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将研究
互联网集体智慧
2018-08-10
来自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
Rafał Olszowski博士是SONATINA2科学
中心竞赛的获奖者之一，他将实施“互联
网集体智慧：公民参与的公共领域研究方
法和模式”项目。 Rafał Olszowski博士
获得了超过50万兹罗提的项目补助资金。 
项目的主要研究目标是对现在使用的 “集
体智慧”（CI）的方法进行总体性回顾，
研究其在公共领域的充分性。 Olszowski
博士将进行实际分析，选择具有CI特征的
企业，在互联网上解决属于公共领域的问
题。 它还将使用信息软件进行实验，其中
将检查承担公共问题的志愿者的行为以满
足项目的需要。

Nencki研究所与西门子医疗集
团的科学合作协议
2018-08-13
实 验 生 物 学 研 究 所 所 长 A g n i e s z k a 
Dobrzyń教授、波兰科学院的Marcel 
Nencki和西门子医疗集团管理委员会成员
Joanna Miłachowska签署了科学合作协
议。 Nencki研究所与西门子签订的合同
旨在建立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 合作协议
还包括在脑成像实验室中使用磁共振扫描
仪，用于实施联合科学和应用项目。 合同
中包含的原则允许在Nencki研究所实施基
于西门子医疗保健技术的科学和实施项目
尚未商业化。

格但斯克大学将与格但斯克港
口合作
2018-08-13
格但斯克大学发言人Beata Czechowska-
Derkacz博士宣布道：“我们双方将在学
生实习，研究和开发项目以及培训和会
议，以及知识转移和研究成果的商业化等
方面进行合作。” 合作协议将对优秀学生
以及在大学的学术和教学人员的专业知识
和经验领域进行培训。 合作领域还包括研
究和开发项目以及与海洋经济相关的科学
研究支持并且组织联合科学会议和专题讨

论会。 该合作协议是大学与公立机构，企
业和组织合作的另一项举措，其中大学将
提供其科学研究和组织潜力。

用于治疗秃发的欧洲发明专利
2018-08-13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科学家发明的“罗红霉
素固体脂质纳米粒用于脱发或痤疮”已申
请并获得欧洲专利局的保护。 由格但斯克
科学家开发的含有罗红霉素的创新药物组
合物可以用于治疗雄激素和/或痤疮引起
的脱发，为了提取制剂，科学家们将脂质
微米和纳米颗粒用作毛囊中罗红霉素的载
体。 此项发明的创作者是格但斯克医科大
学教授Krzysztof Cal和Hanna Wosicka博
士，她曾是格但斯克大学应用药学院博士
生。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建立营养科
学创新中心
2018-08-13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在签署建立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创
新营养中心的协议时说：“农业领域的技
术竞赛正在进行中。 在这场比赛中，波兰
绝不会站在后面。 这也是我们支持发展这
个极其重要的部门的研究的原因。“ 协
议由副总理JarosławGowina、农业部长
Jan Ardanowski和华沙生命科学大学校长
Wiesława Bielawski教授共同签署；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将拨发4000万兹罗提用于建
设创新营养营养中心。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研究人员将
研究迁移过程
2018-08-14
Patrycja Matusz-Protasiewicz博士和弗
罗茨瓦夫大学国际研究所战略与欧洲研究
系Leszek Kwieciński教授获得了Horizon 
2020 ADMIGOV项目补助金，将推进替
代性移民治理项目。 项目涉及欧洲联盟
的移民管理，全球化对移民和欧洲化进程
的影响，保护人权，国际法和移民的系统
方法，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政策和群际关
系。 调查还将涵盖派遣非欧盟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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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能源集团的项目获得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共同资助
2018-08-16
PGE集团共筹集了2750万兹罗提，用于实
施电力部门研究计划下的创新项目。 国
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赞助了6个项目；其
中的一个项目是建造机器人来检查发电厂
燃烧煤粉的动力锅炉。 资金支持使用热
化学转换和可再生能源供应的季节性蓄热
器的研究，以及开发自动降低电网深度
故障影响的系统。 资金还将支持安装混
合灰玻璃化炉锅炉工作，开发一种智能系
统的重新配置低电压网络的支持服务体系
monterskich和项目监测和电力系统的控
制来操作风电场，以延长其使用寿命，并
优化环境的项目。

第二十届开放式心灵学院
2018-08-17
2018年8月27日至9月2日，开放思想学
院 X X 学 生 和 博 士 生 科 学 大 会 将 在 凯 尔
采举行。 活动的组织者是：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人文学院、行政管理学
院、Tarnopol国立师范大学、Kamieniec 
Podolski国立大学和Krzemieniec人文学
院和教育学院。 会议的目的为学术界环境
集成； 每年都会有数十名导师参加会议。 
会议官方指定语言为波兰语，乌克兰语和
俄语。 与会者禁止使用非斯拉夫语言。 
在活动期间，将举行由三个国家的科学家
举办的方法学研讨会以及小组讨论模式的
跨学科学生和博士会议。 与会者还将参加
由波兰语，乌克兰语和俄语准备的文化晚
会。  

波兰科学基金会将支持研究项
目的商业化
2018-08-17
波兰科学基金会将于9月18日星期二组织
一长关于研究项目商业化的信息会议；会
议面向在智能发展运营计划下实施项目的
基金会竞赛的获奖者及其研究团队的成
员。 根据波兰科学基金会提供的信息，
参与者将了解申请额外拨款以进行与其研
究成果商业化相关的活动的可能性。 他

们还将了解其他支持工具，例如加速商业
创意或投资基金，研究人员对业务感兴
趣。 会议结束时将讨论科学家创业的机会
和会于遇到的种种阻碍，在研究和商业活
动相结合的领域经验将参与其中。 更多信
息： https://www.fnp.org.pl/formularz-
rejestracji/?eid=20&eis=nsbyw73fjg

来自哥白尼大学的三位科学家
获得了Miniatura 2竞赛
2018-08-17
托伦哥白尼大学的三位科学家获得了由国
家科学中心举办的Miniatura 2竞赛。 获奖
名单为：
来自法律行政部门的Maciej Serowaniec
博士的“欧盟成员国宪法体系中的最高审
计机构”项目，他将获得6490兹罗提的下
项目资金
来 自 生 物 和 环 境 保 护 学 院 的 B r y g i d a 
Świeżawska博士，他将获得49,665兹罗
提的项目资金用于研究“拟南芥腺苷酸
环化酶催化中心测定ATP结合中谷氨酸含
量”项目
来自经济科学和管理学院的Wojciech 
Zalewski博士，他将获得40 590 兹罗提的
项目资金用于研究“使用远程信息处理系
统支持公路运输的物流过程”项目。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科学家正
在研究癌症
2018-08-20
来自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Magdalena 
Król教授于2016年获得欧洲研究理事会
颁发的140万欧元项目资金，得益于这笔
项目资金，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兽医学院
（SGGW），将成立癌症研究实验室，科
学家们将进行长达5年的实验探索。 实验
室研究旨在解释由Magdalena教授发现
的生物现象。由于多年来与癌症研究相关
的科学工作，Magdalena教授发现免疫
系统的某些细胞为癌细胞提供了一组特定
的蛋白质。这种机制可用于肿瘤学实践，
将癌症破坏药物直接精确地输送到肿瘤。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科学家项目
在“领导者”计划中获奖
2018-08-21
克拉科夫工业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的
三个项目获得了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组
织的第九届“领导者”计划的奖项。 获得
奖项的项目是： Katarzyna Bialik-Wąs博
士的： “开发一种制备与纳米载体系统
结合的生物水凝胶材料的方法：药物作为
多隔室敷料，可治疗牛皮癣” ， Marek 
Piatkowski博士的： “Osteochit3D - 用
于牙科高级骨组织修复的个性化生物活性
3D打印海绵” Jolanta Pulit-Prociak博士
的： “开发基于纳米材料制备无毒活性物
质载体的方法” 。 每个项目均获得了120
万兹罗提的奖金。

罗兹大学的博士生将研究互联
网帽子
2018-08-21
来自罗兹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的博士生
Agnieszka Jabłonowska将研究互联网
贸易，特别是将通过互联网平台处理其
用户的安全级别，例如：Couchsurfing.
com，Airbnb.com或Blablacar.com 波
兰科学基金会的下一届START计划将授予
Agnieszka Jabłonowska奖学金， 作为奖
学金的一部分，Agnieszka Jabłonowska
将在蒂尔堡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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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西里西亚省获得的钻石奖学金
2018-08-21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的Adrianna Michno
的“下西里西亚省是哈利波特想象中的世
界”项目获得了钻石奖学金，她的研究主
题将是下西里西亚作为一个定位和具体
化想象世界的地方。 Adrianna Michno
说： “我打算分析和重新组建哈利波特的
世界，首先需要考虑的参与的实体和共同
创造实体的理由。” Adrianna Michno强
调她选择了哈利波特是因为他的世界受欢
迎以及文化现象的本质，如类似的 “星球
大战” 或J.R.R.的世界。以及在下西里西
亚发生的与波特勒宇宙有关的事件。 研究
内容包括弗罗茨瓦夫魁地奇球队、ZAMEK
魔术、角色扮演巫术学院的组织者和营地
和参与者，以及公约和幻想有关的其他周
期性事件。

格但斯克大学正在研究蝴蝶行
为模仿
2018-08-22
来 自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生 物 学 系 的 M a r t a 
Skowron Volponi博士在那不勒斯举行
的第十一届欧洲昆虫学大会上发表了“模
仿东南亚雨林翼蛾的膜翅目飞行轨迹”
文章并且获得了奖项。 Marta Skowron 
Volponi博士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悉
尼麦格理大学合作，展示了观察者家庭中
蝴蝶飞行的生物力学研究成果。 Marta 
Skowron Volponi博士表示：“拍摄蝴
蝶，蜜蜂和黄蜂和他们的轨迹相比较，黄
蜂的锯齿形和不规则的轨迹像蜜蜂一样，
但胡蜂科的蜜蜂飞得更快，与黄蜂的飞行
轨道更为相似。这是蝴蝶中行为模仿发生
的第一个循证证据”

西里西亚大学的科学家正在研
究全球变暖
2018-08-22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的一组科学家开始了另
一次斯匹次卑尔根之旅，研究人员将调
查汉斯冰川及其周围环境对气候强烈变
暖的反应。 第一次西里西亚探险队40年
前开始在斯匹次卑尔根号上开始。 为了

理解全球气候的变化的，必须密切观察极
地地区。 斯匹次卑尔根气候的变暖几乎
是西里西亚和波兰的三倍。 敏感的自然
环境对较高气温的响应更清晰，并预测我
们的纬度变化。 准确研究这些变化可以
更容易地预测全球变暖的影响。 由测量
员Mateusz Czapla工程硕士、地理学家
Dominika Bałdys硕士和定量冰川学研究
生Paulina Waleczek组成的科学家团队将
使用最现代化的方法如扫描、无人机、自
动数码相机和环境参数记录器来进行研究
调查。 更多信息： http://www.us.edu.
pl/dlaczego-ciagle-tam-wracamy-40-
lat-wypraw-polarnych-uniwersytetu-
slaskiego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科学家
将获得超过400万兹罗提的研
究经费
2018-08-23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三名研究人员
将获得由来自第九届“领导者”计划的
项目项目赞助资金。 获得项目赞助资金
的是： Rafał Mech 博士的 “用于能源
回收和转化领域的磁致伸缩 - 纳米晶复合
材料”项目，赞助资金为1 193 500兹罗
提; Patrycja  Szymczyk 博士的 “基于聚
合物生物材料的个性化医疗设备的增量生
产”项目，赞助资金为 1,195,000兹罗提； 
Adrian Zakrzewski 博士的“使用色差的
激光束进行材料处理的过程控制”项目， 
赞助资金为PLN 875,000兹罗提。 “领导
者”计划面向年轻的研究人员，竞赛组织
方希望科学家们获得管理研究项目实施的
经验，并提高他们在管理和指导自己的研
究团队方面的能力。

托伦科学家赢了Sonatina 2竞
赛
2018-08-23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物理学、天文学和计
算机科学系的Nicolas Peschken博士和
现代技术跨学科中心的Michał Złoch博士
获得了国家科学中心举办的Sonatina 2竞
赛。 Peschken博士将获得超过600,000

兹罗提的项目资金用于实施 “宇宙空间
驱动的风对盘状星系的影响及其角动量的
演变”项目、Michał Złoch博士将获得
950,000兹罗提用于实施“使用MALDI-
TOF / MS技术监测和快速诊断糖尿病足感
染的发展”项目。 Sonatin 2竞赛面向在三
年内获得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在今年的竞
赛中共有154人参加了竞赛，其中45名研
究人员将获得由国家科学中心颁发的项目
资金。 项目预算为3000万兹罗提， 作为补
助金的一部分获奖者由波兰科学部门资助
进行项目研究，并将获得在外国科学中心
实习3至6个月的机会。

来自波兰和立陶宛的科学家将
研究氧化物质子导体的变形
2018-08-23
来自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技术物理和应用数
学系以及考纳斯技术大学数学与自然科学
学院的研究人员将研究氧化物质子导体的
变形。 研究项目参加了国家科学中心和立
陶宛科学理事会的第一次比赛“DAINA”
并且获得了66万兹罗提奖金。 项目负责人 
Maria Gazda教授说“项目旨在研究变形
对有希望的离子导电材料亚型（即质子导
体）的薄层的影响，这些材料尚未在这方
面进行过测试 ”。 160多年前，人们观察
到机械变形对金属导电性的影响。 通过机
械变形有意识地操纵电气和化学性质被称
为“变形工程”，并且用于商业半导体器
件和新类型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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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学中心2017年投资近11
亿兹罗提奖
2018-08-24
国家科学中心（NCN）总结了其在2017年
组织的比赛。 NCN宣布并举办了12场比
赛。 NCN收到了近10,000多份申请，其中
有2940份申请获得国家科学中心资助，总
额近11亿兹罗提。 在去年NCN组织的竞赛
中，最受欢迎的竞赛是OPUS。 在过去的
两届比赛中，共收到了超过3.6万份申请，
其中890份申请获得了总金额超过6.94亿兹
罗提的资助。 排名第二的是PRELUDIUM
竞赛，共收到了2.3万份申请。将近700人
获得了近7920万兹罗提的资金补助。 在去
年国家科学中心组织的竞赛中，获奖者大
多数来自马佐夫舍省、小波兰省和大波兰
省。  

热舒夫大学将获得50万兹罗提
资金用于提高小学生能力
2018-08-27
热舒夫大学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签订
了“热舒夫大学的年轻探险者”项目合作
协议，热舒夫大学将获得483272兹罗提，
项目的总价值为498219兹罗提。 热舒夫
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通知道：“
该项目将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12月由热
舒夫大学与“EKOSKOP”协会合作实施，
项目的受益者是来自尔巴阡山及周边地区
的1258名小学生。” 项目旨在支持学校提
高学生的能力和技能：数学和自然科学，
理解，创造力，创业，解决问题和团队合
作。

波兰科学基金会的新竞
赛：TEAM-NET
2018-08-27
2 0 1 8 年 1 0 月 ， 波 兰 科 学 基 金 会 新 竞 赛
TEAM-NET申请即将开始，该竞赛根据智能
发展业务计划的资源实施的。 TEAM-NET
的目标是鼓励波兰科学单位和研究人员建
立更密切的科学合作。 在TEAM-NET竞赛
中，除了合作研究团队网络之外，将资助
一个能够实施跨学科特色的大规模研究和
开发项目的网络。 每个团队可以获得高达

350万兹罗提的项目资金，实施项目期限为
36个月。奖学金以及实施跨学科研究计划
的费用。 TEAM-NET比赛的申请将于2018
年10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进行。 比赛的
预算为1亿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s://
www.fnp.org.pl/oferta/team-net/

来托伦科学家将研究星系外部
的恒星形成区域
2018-08-28
来自哥白尼大学天文中心的Agata Karska
博士将获得200万兹罗提用于建立研究
团队；补助金由波兰科学基金会的FIRST 
TEAM计划拨放。 补助资金将用于研究“
分子天体物理实验室：银河系外部恒星
形成区域”项目，研究人员通过使用世界
上最好的望远镜进行的一系列天文观测，
并且确定“学前”恒星及其特征。 作为
该项目的一部分，将建立第一个处理天体
化学（或分子天体物理学）的波兰研究小
组，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跨学科科学领
域，研究世界空间化学的小组。 科学家
的长期目标是在波兰建立一个实验室，积
极参与为未来最重要的天文望远镜建造仪
器。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5613

西里西亚大学研究员将研究极
端气旋
2018-08-28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地 球 科 学 学 院 的 Ł u k a s z 
Pawlik博士是国家科学中心（NCN）宣布
的UWERTURA 2竞赛的获奖者，他将获得
近12万兹罗提的研究资金。 Łukas Pawlik
博士正在实施WINDIMPACT研究项目，他
在该项目中对极端旋风进行研究，包括它
们对生物地貌和土壤系统的影响。 Łukas 
Pawlik博士将获得在Sandy P. Harrison教
授负责的团队中学习的机会。 UWERTURA 
2竞赛面向至少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他
们是国家科学中心共同资助的研究项目的
管理者，并计划进行外国实习。 参赛者将
有机会获得国际拨款系统的知识和经验。

近15亿兹罗提投入“快速通
道”竞赛中
2018-08-29
根据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NCBR）公布
的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将近15亿波
兰兹罗提会投入“快速通道”竞赛中的。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NCBR ）副主任 
Izabela Żmudka说：“快速通道竞赛是对
我国文明和技术飞跃的具体支持和具体成
果。 自今年年初以来，大型和小型公司都
向我们提交了500多个创新项目，申请总额
近40亿兹罗提的赞助资金。 由此可见，波
兰企业的创新意愿非常大”。 微型，中小
型企业竞争中的提案征集将持续到12月14
日。 对于大公司和领导者是大型企业的联
盟，申请可以在9月3日至11月30日之间提
交。 更多信息： https://www.ncbr.gov.
pl/o-centrum/aktualnosci/szczegoly-
aktualnosci/news/polska-na-szybkiej-
sciezce-do-innowacji-49099/

波兹南科技园正在寻找新的植
物保护产品
2018-08-30
波兹南科技园（PPNT）和Innosil公司组成
的科学联盟已经获得了超过400万兹罗提
用于研究植物诱导剂及其应用研究，资金
来源于波兰科学技术基金会的团队技术竞
赛。 植物诱导剂的研究旨在开发和实施对
人类和环境安全的植物保护产品。 其运
作的主要原则是基于刺激植物的内部免疫
力，而不是迄今为止对抗病原体的斗争。 
正在开发的措施是生态的，同时也是经济
的；相比较以前的研究可以在使用最少量
的活性物质的情况下获得令人惊讶的良好
结果。 “植物抗性的新感应器及其作为
保护植物免受病原体侵害的创新方法的使
用”项目由来自PPNT的Marcin Śmiglak博
士与来自植物研究所的Henryk Pospieszny
教授合作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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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科学家正在寻找古代最伟
大的战役之一
2018-08-30
来自雅盖隆大学和克拉科夫AGH理工大
学的波兰科学家正在寻找最伟大的古代
战役之一，即亚历山大赢得了历史性胜
利的一场战役。 高加梅尔之战发生在公
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大帝指挥下的马其
顿 - 希腊军队与大流士三世指挥的波斯军
队进攻波斯帝国，这也是波斯帝国瓦解的
原因。 研究由国家科学中心提供资助，
并在今天的伊拉克与乌迪内大学的意大利
考古团合作进行。 他们的目标是根据多
学科研究确定高加米拉战役的确切位置。 
除了古档案和当代制图数据的来源之外，
卫星技术也在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更多信息： https://wiadomosci.onet.
pl/swiat/gdzie-miala-miejsce-bitwa-
pod-gaugamela-ustalaja-to-polacy/
zb7ymt9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
是LIDER计划的获奖者
2018-08-31
来 自 西 里 西 亚 理 工 大 学 化 学 系 的
AlinaBrzęczek-Szafran博士和机械工程
系的Błażej Tomiczek是国家研究与发
展中心第9届领导者计划的获奖者 Alina 
Brzęczek-Szafran博士获得了1 196 250兹
补助资金罗提的用于实施“为酸性离子液
体制备内酰胺的创新方法”项目， Błażej 
Tomiczek博士获得了1,180,000兹罗提，
将实施 “用于塑料加工工具的导热系数增
加的复合材料的开发”项目。 领导者计划
面向所有年轻科学家，竞赛的目的是扩大
他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独立规划工作和管
理自己的研究团队的能力并具有实际应用
并具有实施潜力。 领导者项目的最大共资
助金额为120万兹罗提。

IUSER计划支持波兰电力行业
2018-08-31
作为IUSER部门计划的一部分，国家研究
与发展中心将共同资助波兰电力部门的创
新。 IUSER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智能设

备和系统生产者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以产
生能源以及管理系统和分布式能源元素。 
项目包括：减少能源消耗的学习系统，智
能风电场管理系统，小型水电站和太阳能
农场的水轮机。 来自波兰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的Bartosz Konopacki在接受波兰电
台的访问时表示：“根据欧盟法规，波兰
将实施不依赖煤炭的新能源生产技术。 今
年，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在电力工程领域
的研发项目方面头入了 2700万兹罗提”。

竞争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国际
研究项目
2018-08-31
2018年10月，国家科学中心的BiodivERsA
联盟将宣布一项为生物多样性国际研究项
目提供资金的竞赛。 BiodivERsA联盟由
在14个欧洲国家和巴西运营的22家中介组
成。 今年竞赛的目的是支持涉及生物多样
性及其对动物，人类和植物健康影响的研
究项目 来自BiodivERsA联盟的至少3个国
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将有资格
参加竞赛。 提交竞赛的截止日期为2018年
11月，项目投资将于2019年底开始。 更多
信息： http://www.biodiversa.org/1481

哥白尼大学正在寻找抗击癌症
的新工具
2018-08-31
哥白尼大学化学系研究小组将参与“结直
肠癌空气生物标志物”（ABC-Cancer）
国际项目，项目旨在寻找一种用于诊断结
肠癌的微创工具。 共同实施项目的科学
联盟是：作为领导者作为项目领导者的荷
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 、弗劳恩霍夫过程
工程实验室IVV研究所、慕尼黑大学III综
合医院和哥白尼大学。 主要目标是开发
新的方法和标准操作方案，包括统一生物
样品的制备和分析方法、以及通过耦合色
谱技术和离子迁移光谱法分析粪便和肠道
气体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呼出的空
气。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5601

弗罗茨瓦夫大学研究人员在
SONATINA比赛中获得资助
2018-09-04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生物技术学院的两
名研究人员获得了第二届国家科学中心
SONATINA比赛。 Joanna Hołówka博士
的“mIHF蛋白在组织分枝杆菌染色体中的
作用及其对基因表达的影响”项目获得了
819,795赞助资金；Agnieszka Strzałka博
士的“HupA和HupS蛋白在生长和应激反
应中的作用” 项目获得了获得了926,100 
兹罗提赞助资金 SONATINA比赛面向获得
博士学位时间不超过三年的科学家们；在
今年的比赛中，共收到154份申请，其中
45申请获得了超过3000万兹罗提的补助。 
获得补助资金的科学家们将进行项目实
施及在外国大学实习3到6个月。   更多信
息： https://uni.wroc.pl/nagrodzone-
badaczki-z-uwr-w-konkursie-sonatina/

“当代波兰与德国关系沟通的
连续性和变化”
2018-09-04
波兰 - 德国科学基金会宣布了 “当代波
兰与德国关系中的连续性和沟通变化”竞
赛。 比赛参与者应研究当代波兰与德国关
系中的交流，研究可以专门用于特定群体
和社会行动者的作用; 政治，媒体和公民社
会之间的沟通在这里特别重要。 来自德国
和波兰的大学，非大学研究机构和其他科
学机构的研究人员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相关
机构合作均可以提交竞赛申请。 项目的补
助资金高达300000欧元，项目将持续24至
36个月，申请必须在2018年11月15日之前
以波兰语和德语提交。基金会将于2019年
4月底宣布筛选结果。 更多信息： http://
www.pnfn.pl/pl/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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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ATURE 2比赛获胜者
2018-09-04
95名研究人员获得了MINIATURE 2竞赛
奖，他们将获得325亿兹罗提用于实施科
学活动，如初步研究，试点研究，查询，
实习，科学咨询和会议旅行。 获奖者包
括：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的Beata Bielska
博士，她将获得近40000波兰兹罗提，用
于实施“在波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商
业化，国际化和多样化条件下的学生抄
袭文化”项目； 来自波兰科学院的Zoia 
DanutaWóycicka博士的 “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在欧洲博物馆的叙述中拯救犹
太人”项目获得了30000兹罗提赞助资
金； 来自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的Anna 
Szpakowicz博士的“缺血性心脏病患者
动脉粥样硬化和肥胖悖论发病机制中的新
脂肪因子的作用”项目获得了50000兹罗
提。

华沙将建立中国人工智能中心
2018-09-04
TCL将在华沙开设其在中国以外的最大研
究中心，研究中心将开发人工智能并希
望与华沙大学的科学家合作。 TCL是全球
第三大电视制造商。 超过100名科学家将
在华沙开展项目，其中包括学习和理解
肢体语言或图像分析。 TCL欧洲研究中心
负责人Bartosz Biskupski在接受“共和国
Rzeczpospolita”日报的采访时说：“研
究关于促进人类与可以“灌输”家用电器
的设备进行互动的新功能”。 据他介绍，
将在实验室创建的项目将进行技术革命。 
Bartosz Biskupski补充说：“我们专注于在
波兰开展研究，因为我们需要具备数学和
算法技能的人才能工作，目前在这一方面
波兰的科学家具备极高的科学水平。”

比亚韦斯托克的研究人员与美
国的科学合作团队
2018-09-05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医学科学副校长
Marcin Moniuszko教授和比亚韦斯托
克大学和Marek Konarzewski教授被任
命为与美国科学合作团队成员。 根据期

刊“Gazeta Wyborcza”报道，合作团
队由2018年8月卫生部长法令创建。 根据
波兰与美国的协议，两国的科学家将在联
合研究和培训领域开展合作。 优先事项包
括：疫苗可预防疾病和其他传染病，结核
病 - 特别是其多重耐药菌株和具有增强耐
药性的菌株 - 大流行性流感，慢性病，心
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呼吸系统
疾病和老年痴呆。 波兰 - 美国联合研究也
将涉及心理健康问题。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学生获得钻石奖学金
2018-11-12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生物技术
和食品科学系的Karolina Tkacz和Igor 
Turkiewicz赢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颁发
的钻石奖学金。 Karolina Tkacz希望开
发一种基于沙棘的产品，这是一种含有
许多生物活性化合物的植物，可用于能
够对身体产生积极影响的功能性食品。 
Igor Turkiewicz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制造
含有多酚组分的微胶囊来鉴定和利用木
瓜果实的生物活性潜力，这将减少其在
人体中的降解并提高生物利用度。 两位
获奖者的项目是建立一个模拟的人体消
化道。 该体外模型将允许研究果汁中生
物活性化合物的生物利用度和吸收。 更
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
pl/aktualnosci/48528/diamentowe_
granty_dla_studentow_upwr.html

雅盖隆大学医学院“电磁场对
人体的影响”项目
2018-11-13
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医学院生物物理
系的研究人员开始了一项多方位的研究
项目：“电磁场对人体的影响”。 来自
雅盖隆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系生物物理系
Eugeniusz Rokita教授在onet.pl网站上
说：“电磁场无处不在，我们无法真正避
免它们。 它们存在于我们的自然环境中，
但它们的强度比我们创造的人工来源的强
度小数百万倍。“ 来自克拉科夫的科学家
希望研究无线通信中使用的频率场是否会
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影响。 研究重点是根据

问卷调查和进行一系列临床试验，检查电
磁场对人体影响的主观评估。

华沙大学研究人员研究了人类
对网络的依赖程度
2018-11-13
华沙大学新闻信息和文献学院的研究人员
在研究了FOMO恐惧失踪现象即害怕与网
络断开连接。 对波兰互联网用户（从15
岁开始）的代表性群体的研究是在非常广
泛的科学基础上进行的。 这项工作的效
果是迄今为止在波兰独一无二的FOMO
指标。 研究的发起人和协调人是Anna 
Jupowicz-Ginalska博士，她说道：“通
过所获得的数据， 波兰互联网用户15岁
以上的人群在FOMO指标中占16％。 这
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也意味着数百万波
兰人可能会遇到与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断
开连接的问题。“ 更多信息： https://
www.wdib.uw.edu.pl/attachments/
article/1992/FOMO.%20Polacy%20
a % 2 0 l % C 4 % 9 9 k % 2 0 p r z e d % 2 0
od%C5%82%C4%85czeniem%20-%20
raport%20z%20bada%C5%84.pdf

弗罗茨瓦夫化学家正在开发水
凝胶3D打印方法
2018-11-13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Anna Witek-
Krowiak博士、Anna Dawiec-Liśniewska
博士和Daria Podstawczyk博士正在开发
水凝胶3D打印方法。 三位研究人员已经
为他们的项目申请了专利并且准备公布产
品。 弗罗茨瓦夫化学家的研究方向分为三
种： 用于3D打印的水凝胶和热塑性材料
的组合； 农用化学品和放置生物体； 水
凝胶中的藻类。 所有这些实现都遵循一
个共同的想法：设计具有特定属性和形状
的结构。 三位科学家认为他们的想法有实
现商业化的机会，因为波兰是世界上除了
荷兰和韩国以外少数生产人造蛋白丝的国
家。 研究人员强调该方法可以应用于其他
复合材料。 更多信息： http://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co-mozna-
wydrukowac-z-hydrozelu-11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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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研究人员获得欧莱雅 -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女性奖学
金
2018-11-19
六位波兰研究人员获得了今年的欧莱雅-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学女性奖学金。波兰
教科文组织委员会，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以
及波兰科学院是“欧莱雅波兰妇女与科
学”的合作伙伴。 博士后类别的奖学金金
额为35000兹罗提，来自波兹南密茨凯维
奇大学化学系的Joanna Gościańska博
士、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化学系的Paulina 
Kasperkiewicz-Wasilewska博士和波兰科
学院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研究所的Anna 
Muszewska博士获得了奖学金。 博士类
别的奖学金金额为3万兹罗提，来自罗兹
医科大学的Beata Małachowska和来自
克拉科夫波兰科学院药理研究所的Anna 
Piotrowska-Murzyn获得了奖学金。 硕士
类别的奖学金金额为2万兹罗提，来自克拉
科夫雅盖隆大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和生
物技术学院的Aleksandra Synowiec获得
了奖学金。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获得一
百万兹罗提资金
2018-11-19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获得了来自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的近100万兹罗提资金用于开
展“大学运作的战略层面”项目。 科学与
国际合作副校长Ryszard Naskręcki教授
说：“我们希望使用获得的资金来执行一
些由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分析结果帮助大学
找到有用的解决方案，以便大学明年申请
研究型大学。” 在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计
划中，资金将支持大学进行研究和分析，
特别是旨在向研究型大学转型并且制定长
期发展计划的目标。

卡托维兹教学与医学模拟中心
2018-11-19
SPIN-US有限责任公司与西里西亚医科大
学技术转移中心于11月28日共同邀请各位
前往卡托维兹教学和医学模拟中心参加科
学和商业早午餐“Miliard in patent 5”

会议。 会议将讨论：提供医药和制药领域
的解决方案和生活质量技术在经济中的应
用，确定未来研究成果商业化的项目，并
建立新的关系，可以成为实施研究和实施
项目的基础。 会议所提出的创新将涉及以
下方面：美容医学领域的微创治疗; 可生物
降解的敷料纳米纤维; 在照顾最年轻患者的
医疗保健方面的新方法; 3D技术在现代解
剖学教育和现代聚合物合成方法。 更多信
息： www.miliard5.evenea.pl

库亚维波美拉尼亚省大学创建
了实验室基地
2018-11-20
库亚维波美拉尼亚省大学“技术和精确科
学实验室”项目创建了一个联盟，致力于
开发对库亚维波美拉尼亚省经济至关重要
的创新解决方案和技术领域的研究潜力。 
该联盟由比得哥什卡齐米日大学和托伦的
尼古拉斯哥白尼大学以及比得哥什的技术
与生命科学大学（领导者）组成。项目资
助的精确和技术科学领域的最先进实验室
基地将专注于寻求和促进创新理念，产品
和服务。 在科技与生命科学大学举行了第
一次信息和行业会议，专门讨论该项目新
的科学和研究基础设施以及该省技术产业
的经济发展前景。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化学家获
得奖学金
2018-11-20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化学系的Paulina 
Kasperkiewicz-Wasilewska博士成为欧莱
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妇女与科学计划的
奖学金获得者。 Paulina Kasperkiewicz-
Wasilewska博士参与了确定蛋白水解酶的
活性和成像- 蛋白水解酶是控制活细胞中发
生的生物化学过程的一个重要的酶并导致
其除异常的癌细胞。她的研究成果最近发
表在著名的美国化学学会期刊上。 “欧莱
雅波兰妇女与科学”计划旨在促进科学成
就和鼓励继续开展科学工作。其合作伙伴
是波兰教科文组织委员会，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以及波兰科学院。获奖者将获得奖学
金，并且将支付前往欧洲任何科学会议的
费用。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21位科
学家获得了Opus和Preludium
比赛资助
2018-11-21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21名科学家
们见获得近1550万兹罗提用于实施他研
究项目。在此之前，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
共获得了超过800万波兰兹罗提的补助资
金。 来自化学系的Marcin Sieńczyk博士
在Opus竞赛中获得了超过200万兹罗提的
补助资金，他将用于实施“O’yyong-
nyong病毒CP蛋白酶：底物分析，抑制
剂和分子探针的设计和合成及其生化分
析”项目。 Opus和Preludium是国家科
学中心组织的最受欢迎的比赛。共收到
2970份比赛申请，其中618个项目获得
了补助资金。比赛每年举行两次，今年
11月波兰研究人员将获得近4亿波兰兹罗
提资金。 更多信息： http://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rekordowe-
granty-narodowego-centrum-nauki-
dla-naukowcow-z-pwr-11033.html

Opus和Preludium竞赛资金约
为4亿兹罗提
2018-11-21
国 家 科 学 中 心 将 拨 出 近 4 亿 兹 罗 提 用 于
实施下一届Opus和Preludium比赛中选
出的研究项目。 共有1838份申请参加
Opus 15竞赛，其中359个项目将获得资
助。 共有1132份申请参加Preludium 15
竞赛，其中259个项目获得了资助。 更多
信息： https://ncn.gov.pl/konkursy/
wyniki/2018-11-16-opus15-preludium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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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研究人员
获得奖学金
2018-11-21
来自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三位科学家在
国际科学中心的Opus和Prelude比赛中获
得了奖学金。 获得Opus比赛的是来自心
脏病学系和诊所的Wojciech Kosmala，
他将收到超过40万兹罗提用于实施：“对
适度运动负荷的高血压反应和增加心血管
并发症和运动耐量降低的风险”项目。 获
得PRELUDIUM竞赛的是来自健康科学学院
血管科的Artur Andrzej Nahorecki，他将
实施“颈动脉狭窄患者的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 影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稳定性”项
目； 以及来自医学院组织学和胚胎学系的
Aneta Popiel也获得了PRELUDIUM竞赛，
她将实施“睾丸表达在创伤前和浸润性宫
颈癌中的作用”项目。

格但斯克大学联盟将开展
BIONANOVA项目
2018-11-22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格但斯克大学、格
但斯克理工大学与INNOVABION 有限
责任公司将共同实施“新一代系统，用
于在化学合成和基因工程纳米生物材料
（BIONANOVA）中提供生物活性分子”
项目。 BIONANOVA项目包括开发新的独
特的药物输送方法，并创造创新的纳米生
物材料，用于治疗各种病因的疾病。该研
究将使用先进的细胞培养技术，免疫学，
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行为。 项目的预算超
过2500万兹罗提，资金来自国家研究与发
展中心TECHMATSTRATEG计划。项目旨在
促进波兰经济的创新和竞争力的增长。

欧洲以外的研究人员和学生将
可以在波兰停留长达5年
2018-11-23
波兰政府已向众议院提交了“外国人法”
。新法规允许来自欧盟国家以外的研究人
员和学生在波兰获得永久居留许可长达5
年。 该法律草案使波兰法律适应欧盟关于
第三国国民入境和居留条件的指令，目的
是为学童或教育项目开展研究，研究，培

训，志愿服务，交流计划以及从事互惠工
作。 新规定将允许在波兰参与教育的外国
人获得居留权限2至5年。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启动
地壳振动测试站点
2018-11-23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大地测量和地理
信息学研究所作为EPOS-PL项目欧洲观测
系统的一部分启动了永久性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网络（GNSS）。 GNSS接收器允许
基于精确到几毫米的卫星信号确定该站的
位置，并且可以用于研究地震震动和采矿
爆破期间地壳的振动测量。 卫星系统网络
包括弗罗茨瓦夫、卡托维兹、本津、霍茹
夫、西里西亚切尔姆、雷布尼克、华沙附
近的Borowa 山和西里西亚中部地区附近
的Komorniki的站。GNSS台站对来自五个
导航系统的卫星信号进行连续自主观测：
美国全球定位系统、俄罗斯格洛纳斯、欧
洲伽利略系统、中国北斗和日本QZSS。 更
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pl/
aktualnosci/48638/instytut_geodezji_i_
geoinformatyki_i_siec_stacji_gnss.html

针对抗生素耐药性的国际研究
项目
2018-11-26
2018年12月5日国际JPI AMR抗菌素耐药
性联合计划倡议竞赛将正式开始，竞赛致
力于抗生素耐药性。 竞赛将选择国际研究
项目，其重点是开发允许检测抗微生物药
物耐药性的工具、技术和诊断方法。 竞
赛将向可能影响抗生素耐药性负担和风险
最大的领域的研究项目提供财政支持，例
如非洲和亚洲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竞赛的预算为2000万欧元，其中包括来
自国家科学中心理事会分配的50万欧元，
用于资助波兰研究人员的参与。 更多信
息： https://www.jpiamr.eu/

格但斯克与什切青大学正在开
发获取和探索重力数据的技术
2018-11-26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什切青海事大学与
GEOPARTNER有限责任公司将共同开展“
开发波兰海洋及其沿海地区重力数据采集
和勘探技术（MORGAV）”项目。 项目
旨在开发用于从波兰海域及其海岸沿岸获
取和探索重力数据，以满足海上高度测量
与EVRS（欧洲垂直参考系统）协调需要的
技术。 用于获取和探索高精度海洋重力数
据的开发技术将填补波兰专属经济区的重
大信息空白。研究结果将允许将海洋区域
的自动化方法引入实践，也将实现空间数
据的多方面分析。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研究员获得
波兰物理学奖
2018-11-27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物理学院的Krzysztof 
Szerenos博士的“电介质中的超快非热
光磁记录”论文获得了波兰物理学会奖。 
Krzysztof Szerenos博士在他的论文中描述
了一种在薄介电层中进行超快光磁记录的
新方法。这项工作的负责人是比亚韦斯托
克大学Andrzej Stupakiewicz教授。 这不
是Krzysztof Szerenos博士获得的第一个奖
项，他还获得了今年最佳博士论文的总理
奖。四月份得到了华沙理工学院颁发的青
年科学家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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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研究人员是人工智能方面
的领导者
2018-11-27
华沙科技大学教授Tomasz Trzciński教授在
接受Newseria Innowacje信息机构采访
时说：“波兰致力于人工智能发展的专家
被认为行业的领导者，他们参加了许多科
学中心的研究，特别是在国外。我们引进
国外市场的技术往往比目前提供的技术要
好。” 波兰政府计划利用人工智能专家的
潜力。11月，数字化部发布了“波兰人工
智能战略假设”，通过该计划将创建一个
完全或部分开放的匿名医疗数据中央存储
库。 2019年数字化部还将计划为在经济
中开发新的人工智能计划，创建数字创新
中心以及启动虚拟人工智能研究所提供支
持。

波美拉尼亚科技园区正在研究
生物活性苦莓汁
2018-11-30
作为波美拉尼亚创新生物技术项目的一部
分，格丁尼亚波美拉尼亚科技园区进行研
究的学生和学生发现生物活性。用果皮或
果汁汁压制的多酚含量是红葡萄酒的五倍
多。 研究分析了来自中等价格范围的五种
不同的葡萄酒的多酚含量。所有进行的测
试表明，苦莓汁的含量在所有物种中含量
最多。研究是在一位小型波兰生产商的要
求下进行的，该生产商在收到研究结果后
表示想要立即在原型生产线上开始生产。 
植物多酚是植物防御机制的一部分，抑制
昆虫的发育甚至是攻击它们的病毒。饮食
中提供的多酚被认为对人体健康有益，并
且归因于抗癌作用和预防心血管疾病。 更
多信息： http://ppnt.pl/pl/aktualnosci/
ppnt/aronia-nowy-polski-superfood

西里西亚大学研究人员正在开
发更好的大麦
2018-12-05
来 自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遗 传 学 系 的 A g a t a 
Daszkowska-Golec博士正在寻找更能容
忍长期缺水的大麦，Agata Daszkowska-
Golec博士分析了CBP20和ERA1两种基

因的作用机制。 Daszkowska-Golec博
士根据对遗传密码的分析，研究了大麦和
拟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干旱胁
迫的防御机制。她介绍道：“我参与了植
物对长期缺水的反应基因的鉴定，以及这
些基因的突变如何有助于改善。” 波兰在
大麦在耕种面积方面排名第四位，主要用
作生产麦芽，薄片，去壳或豆芽的饲料和
原料。Daszkowska-Golec博士正在寻找
新的，更好的这种谷物品种，其特点是良
好的肥力和对压力因素的高抵抗力。 更多
信息： http://www.us.edu.pl/w-strone-
elitarnej-odmiany-jeczmienia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研究人员将
在阿拉斯加大学进行研究
2018-12-06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通知道：“来自比亚韦斯托克
大学的Julita Sadowska博士将在美国安
克雷奇阿拉斯加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研
究。Julita Sadowska博士获得了由国家学
术交流中心颁发的Bekker奖学金，奖学金
为156000兹罗提。” Julita Sadowska博
士来自生物学研究所动物生态系，她的研
究对象将是北极地区的研究对象。阿拉斯
加是这些动物被发现的地方之一。 Bekker
计划旨在通过让波兰科学家在世界上最好
的外国中心进行研究或教学来提高波兰科
学家和学术教师的国际流动性。

“第三次大学使命”竞赛
2018-12-07
来自波兰各地的200多个大学项目获得
了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举行的“第三次
大学使命”竞赛的资助。 副总理兼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长雅JarosławGowin在
公布结果期间时表示：“比赛中选出的
项目针对不同的接受者群体，每个项目
都是大学社会责任的一个例子。我们指
导在整个波兰实施这些项目的1.7亿兹罗
提，是一个发展能力和支持特定人民的机
会，同时对我们所有人的未来投资。” 
“第三大学使命”竞赛的目的是与地方
政府单位或非政府组织等代表教育的实
体合作，制定和实施教育方案和教学活

动，课程或培训。 更多信息： https://
w w w . n c b r . g o v . p l / f i l e a d m i n /
POWER/03.01...3MU_18/Zal._nr_6_
final_Lista_rankingowa_wnioskow_
ocenionych_pozytywnie__2_.pdf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博士生获得赞助资金
2018-12-10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的博士生
将获得来自国家科学中心的Prelude 15比
赛资助的超过40万兹罗提的补助资金。 
Katarzyna Godlewska博士将获得21万兹
罗提用于实施“新型植物提取物的作用机
制及其对拟南芥抗逆性的影响”项目。资
金还将用于检查使用高等植物生产可耕作
物生物刺激剂的可能性。 Grzegorz Bury
博士获得了19.6万兹罗提用于实施“基于
激光和微波组合解决方案确定GNSS卫星的
精确轨道”项目。他开发了一种使用激光
技术进行测定的方法来确定轨道，全球导
航卫星系统（GNSS）数据用作标准。他的
项目将分析负担测量的错误，为两种类型
的观察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项目将获得
220万兹罗提的资金
2018-12-14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与格但斯克市和卡树比
人民大学合作实施了“多代理工学院”项
目。项目在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第三大
学使命”的竞争中获得了超过220万兹罗提
的资金。 理工学院将为所有年龄组的1500
人准备一个培训计划，其中重点将放在实
践，研讨会和实验室课程上。他们的学科
领域将包括精确和技术科学：数学;物理学;
化学;电气工程; 造船和编程以及社会经济
科学。 科技大学将为听众提供实验室，设
备，教室和体育设施。这些课程的主题由
居民选择。日常产品或移动应用中存在有
害化学物质等问题，可以让您训练自己的
思维，防止阿尔茨海默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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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研究
员获得100万波兰兹罗提研究
资金
2018-12-14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Paulina 
Nowicka博士将获得由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领导者”计划拨发的100万兹罗提
资金，“领导者”计划对35岁以上希望
获得管理研究项目和建立团队经验的科学
家来说非常重要。 Paulina Nowicka博
士将开展将食品和人类营养技术以及生物
科学领域的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研究。她
希望为小孩子们开发创新的健康美味小
吃。 Paulina Nowicka博士解释道：“
我计划使用我们的天然水果和蔬菜（如樱
桃，苹果，梨，堪察加浆果，沙棘，羽衣
甘蓝，菠菜，番茄），具有很高的健康潜
力。我也会用草药和食用花卉。该计划
旨在扩大市场上的产品范围，提供健康
促进功能，不仅健康，而且美味，因此
增加了对波兰蔬菜和水果的需求。” 更
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
pl/aktualnosci/48742/lider_dla_dr_
pauliny_nowickiej_z_upwr.html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将实
施“第三大学使命”项目
2018-12-14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在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第三大学使命”的竞赛中获得了800
多万资金。 获得资金的项目是：“波兹
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大波兰省人才锻造“
；“大波兰省的未来掌握在密茨凯维奇大
学的手中“;“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关
心大波兰省的发展“; “青年能力发展大
学”; “化学发现检查，使用”和“波兹南
密茨凯维奇大学为该地区居民提供的培训
计划”。 比赛的目的是与代表教育的实体
自治单位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制定和实施方
案和教学活动。由此，大学可以为学术环
境以外的接收者准备教育课程，课程和培
训。

波兰研究人员测试了Haller水
芹的特性
2018-12-17
来自植物研究所的Alicja Babst-Kostecka
博士获得了波兰科学院举办的“波兰未来
投资”奖。 奖项旨在奖励那些为环保项
目做出贡献的研究人员。 获得主题涉及
Hallera水芹（Latin Arabidopsis halleri）
，一种白色开花的多年生植物，已经扩散
到采矿堆和矿井，土壤中含有高浓度重金
属的污染区域。 Hallera水芹能够在这样的
条件下生存而吸引了科学家的注意。它能
够超级蓄能，可以累积比其他植物多100至
500倍的重金属。Babst-Kostecka博士的
团队准备了一个欧盟项目，以了解该功能
的来源以及如何正确使用。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研究人员获得400万兹罗提
资金
2018-12-18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科学家们在国
家科学中心组织的Opus 15竞赛中获得了
近400万兹罗提奖学金。 来自土壤科学和
环境保护研究所的Beata Łabaz博士将就
气候变化以及定居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来处
理波兰的黑土壤； 来自实验生物学系的
Krzysztof Marycz教授是世界上第一个描
述马代谢综合征对肝功能，脂肪变性和炎
症的影响的人； Krzysztof Sośnica教授将
使用伽利略卫星系统设定全球大地测量参
数； Jarosław Waroszewski博士将研究
Wzgórza Trzebnickie黄土地区的侵蚀和
土壤开发； 来自蔬菜和营养保健品技术
部的Aneta Wojdyło教授将开发一种具
有健康特性的模型饮料，专注于预防和治
疗文明疾病。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48753/
opus_15_prawie_4_mln_zl_dla_upwr.
html

克拉科夫大学联盟将开发福利
农场模型
2018-12-19
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布尔维努夫农业咨询
中心、雅盖隆大学、克拉科夫农业大学联
盟与国家研究发展中心签署了一项合同，
将GROWID“农村发展中的福利农场应
对人口挑战”项目。 项目将作为科学研
究和发展工作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实施“波
兰在全球化市场条件下的社会和经济发
展”GOSPOSTRATEG。 项目主要目标是
开发福利农场模型，并以护理农场发展战
略的形式制定实施系统。将有助于消除对
波兰至关重要的发展障碍：城市和农村地
区在获得社会服务方面的不平等，地方一
级公共服务协调不足以及社会资本质量低
下。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将获得额外
发展资金
2018-12-21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
在 对 卡 托 维 兹 经 济 大 学 校 长 R o b e r t 
Tomanek教授的致信中写道：“2019年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将获得近2900万兹罗提
以增加基本资金。” Jarosław Gowin表
示，两年零息票政府债券形式的资金将在
2019年转移。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向卡
托维兹经济大学财政部长申请的政府债券
名义价值为2882.5万兹罗提。 为大学发
展提供额外资金是大学当局在改革工作期
间与科学和高等教育部讨论的关键要求之
一。因此，“高等教育和科学法”，即“
科学宪法”保证了增加研究和高等教育支
出以及提高大学最低工资的不变机制读。 
更多信息： https://www.ue.katowice.
pl/no_cache/uczelnia/aktualnosci/
a r t i c l e / u e - k a t o w i c e - o t r z y m a -
dodatkowe-srodki-na-rozwo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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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
将研究光伏电池板
2018-12-24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与Hanplast 
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合作
协议涉及塑料加工和由Hanplast 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光伏板。 Hanplast 有限责任公
司生是世界上第一家采用SmartWire连接
技术（SWTC）的新一代太阳能组件制造
商。根据合作协议，小组的效率现在将在
大学的实验室进行测试。 基于SWTC技术
的自动化生产线在比得哥什技术园区的工
厂中运行。在这种技术中，电池连接的应
用温度比传统的纵梁（230-300°C）光伏
模块中的焊接工艺温度低（140°C），采
用汇流条或多线技术。因此，SWCT可以
降低太阳能电池的热机械压力，降低其脆
性并确保更长的使用寿命。

锡隆纳葛拉大学“波兰 - 英国 - 
荷兰”项目
2018-12-27
锡隆纳葛拉大学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和荷兰
特文特大学一起开展了“智能城市EMC培
训网络（SCENT）”研究项目。项目预算
近240万欧元。 项目作为欧洲HORIZON 
2020：1.3  - 优秀科学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进行，旨在为博士生提供与电磁兼容性
（EMC）智能相关的特定问题的培训城
市。 项目提供EMC对于包含电子，电信和

华沙大学EIT食品项目
2018-12-27
来自华沙大学心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
和机械与管理学院的研究人员将参加由EIT 
Food领域的知识与创新社区资助的19个项
目。 EIT Food是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所的
一部分，研究所是欧盟的一个机构，支持
欧洲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EIT Food是一
个知识创新社区，致力于食品行业的现代
化。它由来自13个国家的50个合作伙伴组
成。其中包括大学，研究单位和企业，其
中包括：华沙大学，剑桥大学，霍恩海姆
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博世，雀巢，百
事可乐，西门子，索迪斯和波兰玛斯派。 

华沙大学的科学家将在2019年实施的项目
将涉及教育，创新和沟通。

西里西亚大学将实
施“Prospect US--加强研究地
位概念”项目
2018-12-27
西里西亚大学的“ProspectUS--加强研究
地位概念”项目已收到来自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卓越战略- 研究型大学”竞赛的91万
兹罗提研究资金。这些资金将用于进行研
究和分析，其结果将在制定长期大学发展
计划时予以考虑。 活动将有助于提高国际
上对大学学术活动的认识，发展与国外研
究中心的研究合作，提高学生和博士生的
教育质量，以及管理大学和增加获得的研
究资助数量。 研究和分析的目的是确定将
加强西里西亚大学作为研究型大学地位的
领域。在此基础上，将考虑到与大学的经
济和社会环境的深化合作，加强大学的潜
力和变化例如关于高等教育和科学的新法
律的要求。

西里西亚大学国际项目
2018-12-28
西里西亚大学从国家学术交流中心计划获
得了项目资金，并且将与捷克的合作伙伴
奥洛穆茨帕拉基大学、布尔诺马萨里克大
学、来自葡萄牙埃武拉大学展开合作。 计
划旨在支持研究人员的流动性，以开展联
合研究项目。作为合作伙伴学术合作的一
部分共同筹资旨在支付个人交流的费用。 
西里西亚大学将与捷克大学共同开展项
目：“刑法在欧洲视角下保护儿童权利的
作用，特别是波兰和捷克的立法”和“国
际和欧洲法律的当代挑战”。捷克和波兰
的观点“。 西里西亚大学将与葡萄牙埃武
拉一起实现“寻找神秘主义- 音乐灵性的新
维度，20世纪和21世纪的美术和新媒体”
项目。

西里西亚大学将实施“一所大
学、众多机会”项目
2019-01-02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将“一所大学、众
多机会”项目，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为项
目拨发了超过3900万兹罗提资金。 项目
的实施将有助于大学的发展，通过实施教
育和组织过程管理的变化，并且由于项目
计划的多方面活动，加强学生的专业，沟
通，分析和语言能力。 项目将提高学术和
教学人员以及行政和管理人员的能力，还
将提供实施IT管理工具或创建开放教育资源
的机会。大学计划邀请国外有价值的讲师
进行课程学习，并为学生和研究和教学人
员组织学习访问和实习。

IP盒生效
2019-01-04
自2019年1月1日起IP盒正式生效。该解决
方案面向开展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企业家，
活动与知识产权的创造，发展或改进直接
相关。 根据企业家和技术部所提供的信息
解决方案针对企业家在研发上花钱，开发
或购买新技术，如果将其商业化并获得相
应的所有权，那么商家即可获得合格的知
识产权。并且要支付收入额的5％的CIT或
PIT税。 IP盒在许多国家运营，例如以色
列，荷兰，英国，爱尔兰和卢森堡也有类
似的解决方案。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将开
展“为自然服务”项目
2019-01-07
位于比得哥什的卡西米尔大学】自然科学
学院将获得600000兹罗提用于“为自然服
务”项目。最近来源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 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教育课程将在
大学自然科学系的实验室和演讲厅以及植
物园进行，有7-8名小学和中学生参加。在
项目实施期间，学院将招收450名学生包括
来自学校的学生。 除了专业实验室的课程
外，学院还将建立植物园，该植物园将特
别设计并与选定的植物种类分类，体验大
自然的多种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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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理工大学研究人员获得
波兰智能发展奖提名
2019-01-08
来自波兹南理工大学的Krzysztof Wegner
获 得 2 0 1 9 年 波 兰 智 能 发 展 奖 “ 未 来 科
学家”类别提名。他在由LIDER VIII计
划 下 的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资 助 的 项
目“MUCHA  - 空间图像登记和处理系统”
中的工作获得了奖项的提名。 Krzysztof 
Wegne的研究目标是开发一种创新的系
统，用于记录和处理具有极高分辨率的空
间图像，大量注册光束和广角采集。项目
的成果将是构建新一代空间图像相机的技
术。 与空间图像配准系统一起，将开发处
理记录的空间移动场景的专用算法。它们
将启用先前记录的移动空间场景中的虚拟
漫游和注册对象的精确几何测量。

格丁尼亚海事大学获得近1200
万兹罗提资金
2019-01-08
格丁尼亚海事大学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区域卓越计划”试点竞赛的获奖者。根据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law Gowin的
决定，该大学获得了1187万波兰兹罗提资
金。 大学将从2019年1月1日到2022年12
月31日开展“格丁尼亚海事大学电气部门
员工研究基地和科学成就的发展”项目。 
项目措施将用于学术教师培训，获取科学
数据库，仪器补助金，小额研究补助金，
会议补助金，教授补贴，适应性新闻奖学
金和新研究人员的就业融资。

Jan Kochanowski大学参加国
际项目
2019-01-09
位于凯尔采的Jan Kochanowski大学代表
波兰参与国际项目“全反射X射线荧光的
欧洲化学元素分析网络”。 项目涉及元素
分析的X射线方法，是欧洲科学和技术研
究（COST）领域合作的一部分。来自23
个国家的49名科学家均参与了项目。 项
目管理委员会Darius zBanaś教授Aldona 
Kubala-Kukuś博士组成。他们都是Jan 
Kochanowski大学物理研究所的员工。 

项目参与者将参加会议和科学会议，在此
期间他们将交流经验。项目价值6000万欧
元，将在2019  -  2020年实施。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研究
人员参加莫扎特项目
2019-01-09
来 自 弗 罗 茨 瓦 夫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的
Agnieszka Noszczyk-Nowak教授和
Michał Dzięcioł教授将与弗罗茨瓦夫公
司一起在莫扎特城市项目中开展项目。 
Agnieszka Noszczyk-Nowak教授与兽医
诊所Neovet将合作开发和实施接受化疗的
犬和猫的心脏检查计划。 Michał Dzięcioł
教授与Inter Technologie公司将就使用
化学和化学信息挥发性物质调节人类行为
的可能性进行联合研究。 支持高等教育
和科学合作的市政计划和商业活动部门“
莫扎特”连接弗罗茨瓦夫的科学家和公
司。公司有机会从研究人员的智力潜力中
受益，并利用他的专业知识来发展公司，
科学家有机会在商业环境中工作并在实践
中运用知识。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48837/
mozart_wspolpraca_naukowcow_z_
wroclawskimi_irmami.html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国际项目
2019-01-09
根据“地平线2020”计划，“通过欧盟农
业有效和可持续地提供农业环境和气候公
共产品”和“缩小规模加工食品的创新体
系”项目获得了项目资金。 根据ERA-NET
计划，“利用马铃薯- 微生物相互作用促进
可持续育种和生产战略的发展”项目得到
了实施资金。 波兰与南非之间的双边合作
框架内资助了“应用系统地理学和宏基因
组学方法估计侵入的澳大利亚金合欢物种
对南非普马兰加省和夸祖鲁纳塔尔省的根
瘤菌群落的影响”项目。

Jerzy Sobczak教授成为欧洲
行动COST管理委员会成员
2019-01-10
来 自 克 拉 科 夫 A G H 科 技 大 学 铸 造 部 的
Jerzy Sobczak教授被提名为欧洲行动
COST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COST（欧洲科
技合作）为COST活动的研究网络提供资
金。 这些网络为欧洲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
供了开放空间，从而推动了研究和创新。
研究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任何科学
领域的研究思路创建一个网络。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
科学大学将实施“Bio Sci 
University”项目
2019-01-11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在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卓越战略- 研究大学”的
竞争下获得资助。 70万兹罗提资金将用
于“BioSciUniversity”项目，旨在提高大
学管理的质量，包括引入组织变革，从而
提高大学活动的国际重要性。 项目最重要
的任务是通过选择领先的研究团队提高国
际学术活动的认可度; 加强与知名研究中
心的研究合作; 提高学生和博士生的教育质
量，特别是与优先研究领域相关的院系和
科学学科，以及为大学教职工的专业发展
制定综合解决方案。

波兰与葡萄牙研究人员将检查
室内空气质量
2019-01-16
波兰与葡萄牙科学家将共同开展“室内空
气质量和公共卫生：空调系统污染霉菌和
真菌毒素对健康的影响”项目。 项目作为
波兰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科学家双边交
流计划的一部分得到了国家学术交流中心
的资助。 波兰方面的协调员是来自比得哥
什大学自然科学学院实验生物学研究所生
理学和毒理学系的Magdalena Twarużek
教授。葡萄牙方面由来自里斯本国立公共
卫生学院的研究中心和公共卫生的Susana 
Viegas博士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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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建立国际人工智能网络通
信研究中心
2019-01-16
罗兹大学管理学院建立了国际人工智能和
网络通信研究中心。 中心的主要目标是
在专家的参与下开展和传播科学研究、组
织会议、研讨会出版专著、科学文章和分
析，为研究基础设施的研究和开发筹集资
金，促进国际专家的开放合作。 研究人
工智能和网络通信研究中心负责人Artur 
Modliński博士说道：“罗兹大学管理学院
中心的建立是对企业和学生需求的回应。
越来越多的公司决定在他们的活动中使用
人工智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竞争优势，
这增加了对具有商业知识的学生的需求，
他们了解这种新技术的方法和潜力。”

波兹南与里斯本研究人员将进
行合作
2019-01-17
来自波兹南理工大学技术与化学工程研究
所的Karolina Wieszczycka团队在国家学
术交流中心和科学技术基金会（FCT）的
科学家双边交流竞赛中获得资金。 作为 “
从HF废物源中选择性分离贵金属离子的HF
系统中的新载体”项目的一部分，来自里
斯本的InstitutoSuperiorTécnico团队和波
兹南理工大学将合作寻找废旧电气和电子
设备以及二手车催化剂的湿法冶金回收的
新解决方案。 交流计划旨在支持研究人员
的流动以实施由波兰和葡萄牙的合作伙伴
共同商定和开展的研究项目。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希维托赫
洛维采市签署了合作协议
2019-01-18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希维托赫洛维采市签
署了合作协议，合作将主要在教育，研究
和开发以及人力资源领域开展。大学还将
积极参与组织“希维托赫洛维采商业计
划”竞赛。 合作伙伴将进行合作在协议研
究和发展主题，提出和促进成就，改进教
育计划和使教育过程现代化的范围内计划
任命战略技术和组织解决方案专家。 希维
托赫洛维采市与大学将积极合作聘请理工

学院的毕业生，并组织学生实习和实习。
大学还决定参与刺激希维托赫洛维采市居
民开办和经营企业的活动。

Jan Długosz人文与自然科学
大学将开展两个研究项目
2019-01-18
琴斯托霍瓦Jan Długosz人文与自然科学
大学从国家科学中心获得资金，用于实
施两个研究项目。 第一个项目为“吸附
床改性建筑中吸附过程强化方法研究”，
获得了来自OPUS的超过83万兹罗提的资
金，项目负责人是来自数学和自然科学系
的Jarosław Marek Krzywański博士。 第
二个项目是“用于太阳能电池的黄铜矿半
导体物理性质的理论研究“，获得了来自
PRNUDIUM竞赛的136000兹罗提资金，项
目负责人是来自数学和自然科学学院的博
士生Myron Rudysh。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项目在第三
届TANGO竞赛中获得资助
2019-01-21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电气，自动化，电子
和计算机科学以及环境和能源工程项目将
获得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和国家科学中心
的资助。 获得资助的项目是： 来自环境
工程和能源学院的Sławomir Dykas博士
的“在两级流动中测量流体参数的探测
器，主要是在湿蒸汽中”项目； 来自电气
部门的Paweł Karasiński教授的“在生物
医学应用的创新光子测量系统”项目； 来
自自动化，电子和计算机科学系Krzysztof 
Psiuk-Maksymowicz博士的“三维血管
网模型的应用”项目。 资金来自实际使用
TANGO基础研究成果的支持计划。共有
11个项目在竞赛中申请资助，其中6个项目
获得了资助。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将实施“
未来经济网络安全”项目
2019-01-21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获得了由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拨发的近2200万兹罗提用于试
试“未来经济网络安全”项目。下西里西

亚安全小组将参与其实施。 项目旨在提高
网络安全领域的教育质量，不仅包括学生
还包括研究和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计划
是推出新的和现代化的现有教育计划，以
及购买工具和软件。 电子部门电信和电信
信息部主任Tadeusz Więckowski教授说
道：“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半年实习也是
至关重要的。作为一所大学，我们有财务
资源来实施它们，我们现在必须找到可以
获得知识的公司。在这方面，我们依靠与
集群成员的合作。”

罗兹科技学院与Apator集团合
作
2019-01-22
罗兹科技大学和Apato集团签署了合作协
议，合作主要在以下领域展开：学生联合
教育、有效毕业生准备以适应不断变化的
市场的要求、相互交流知识，实施实施理
念和联合研发项目。 罗兹科技大学校长
Sławomir Wiak强调到：“合作协议的签
署是罗兹科技大学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主
要是大学与经济环境的合作。这是根据新
的“高等教育法案”评估大学活动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该法案转化为具体的财
政补贴。“ Apator集团由16个国内和国
外实体组成。Apator集团在市场上实施技
术先进的智能级产品和服务，以及用于能
源媒体分发网络的主动管理的系统。

比亚韦斯托克学院实施创新+
项目
2019-01-22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比亚韦斯托克医
科大学与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总结了共同在
支持研究转移和科学工作成果到工业方面
的共同成就。 在过去的两年，三所大学一
直在实施创新+项目。项目资助了26项实
施工作、创建了4家公司并提交了14项专利
申请。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创新与技术
研究所（IIiT PB）是创新孵化器+项目的领
导者。董事会主席Tomasz Stypułkowski
表明：“科学项目商业化是将其推向市场
状态的过程，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最重要
的是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也证明了
它对整个商业和科学方面都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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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维谢格拉德基金奖学金
2019-01-22
截止至2019年3月15日可以申请国际维谢
格拉德基金会为研究生和青年研究人员提
供的奖学金。 奖学金计划下将提供所有科
学学科包括1至4个学期的住宿费用。申请
奖学金没有年龄限制。 奖学金获得者可以
在中欧和东欧的大学和研究单位学习或进
行研究。补助金既针对学生又针对主办机
构，这是双方在选定中心候选人申请过程
中的便利。 国际维谢格拉德基金支持发
展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捷克共和国，波
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西巴尔干和东
方伙伴关系之间合作的财政项目。 更多信
息： https://www.visegradfund.org/

比得哥什科学家将设计滑雪跳
台
2019-01-23
比 得 哥 什 技 术 与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与
Archigeum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根
据合作协议，比得哥什科学家们将加入
在扎科帕内建造一个滑雪跳台的项目。 
Archigeum建筑设计研讨会上诞生了建造
滑雪跳台的想法，项目已经获得了瑞士国
际滑雪联合会FIS的赞赏。 比得哥什大学的
科学家团队在Dariusz Skibicki教授的指导
下工作，他们那在计算机方法系中执行使
用有限元方法的结构强度计算并将模拟风
雪载荷。

科沙林科技大学新表面工程研
究和实施中心
2019-01-25
科沙林科技大学成立了表面工程、工艺设
计和模拟以及振动声学研究和实施中心。
项目价值为335万兹罗提。 中心将改进和
扩大该大学在表面处理领域的研究和服
务，包括热处理，热化学，等离子和PVD
涂层（硬化剂的应用）。科技大学拥有
使用PVD涂层和基于碳的类金刚石涂层
的设备。 科沙林科技大学副院长Witold 
Gulbiński教授说道：“我们的行动是修改
工具表面以增加其耐用性。这可以通过等
离子氮化和抗磨损涂层的应用来实现。” 

配备耐磨涂层的工具通常可以延长其耐用
性，从而降低生产成本。科技大学实施了
几个此类研究和开发项目。

凯尔采科技大学获得1200万兹
罗提用于区域卓越计划
2019-01-25
凯尔采科技大学获得1200万兹罗提用于
支持科学研究和制定长期发展战略。根据
区域卓越计划计划，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拨
发的资金将用于发展两个学科的研究潜
力：“环境工程”和“建筑”。 项目旨
在提高科学研究和开发工作的水平、提高
研究在国际科学界的重要性、增加科学研
究对各区域社会经济环境运作的影响并支
持旨在提高教育质量的现代教学方法的研
究。 凯尔采科技大学将在未来4年内实施
项目。

科学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讨
论Łukasiewicz研究网络
2019-01-29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
在接受法律日报的采访时表示：“我们希
望Łukasiewicz网络研究所专注于未分配给
大学的任务。为了向企业家提供知识和技
术，而不是只做教学和授予学位。” 副部
长强调道，这并不意味着Łukasiewicz不会
有博士生，也不会说那里没有学术生涯。
网络可以与波兰科学院的大学或研究所合
作。 网络的主要任务是独立实施对国家经
济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项目，支持研
究和开发工作成果的商业化，并协调以网
络为中心的研究所实施此类项目。

波兰政府通过了关于支持波兰
科学基金科学活动的法律草案
2019-01-31
波 兰 政 府 通 过 了 科 学 和 高 等 教 育 部 长
Jarosław Gowina提交的关于支持波兰科
学基金科学活动的法律草案。 法案将为研
究和开发工作及其商业化提供资金的新机
制。 基金旨在支持创建虚拟研究机构，提
供稳定的公共资金，使其能够在5到10年
的时间内在选定的科学领域取得特定的效

果。 总理Mateusz Morawiecki说道：“
波兰科学基金项目的采用是丰富波兰科学
和波兰经济的重要里程碑。” 科学副部长
Piotr Müller强调道：“创建虚拟研究机构
对于波兰杰出的科学家来说是一个机会，
这些科学家从事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我
们将为研究拨发近5亿兹罗提的资金。“

国家核研究中心与东京大学签
署合作协议
2019-02-01
东京大学工程学院院长Tatsuya Okubo教
授与波兰国家核研究中心（NCBJ）主任
Krzysztof Kurek教授签署了合作协议。 合
作协议时间为五年，协议规定了科学家，
学生和行政人员的交流，进行联合研究，
组织讲座和座谈会，以及交流科学信息。 
波兰国家核研究中心致力于与欧洲，美洲
和亚洲的所有主要研究机构建立科学联
系。  波兰国家核研究中心主任Krzysztof 
Kurek说道：“我们希望利用日本的经验教
育我们的博士生。我们还打算进行联合研
究等。使用日本的基础设施以及在波兰国
家核研究中心运营的玛丽亚研究反应堆提
供的独特机会。”

罗兹科技大学与生物技术公司
Bio-Gen合作
2019-02-04
波兰领先的生物技术公司之一Bio-Gen与
罗兹科技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 生物技术
和食品科学学院院长Maria Kozioł kiewicz
在签署协议的仪式上说道：“ 使用Bio-
Gen专家的知识和经验的能力对于科学和
教育项目来说非常重要。合作组织学生实
习，教育会议和联合研究和开发新技术的
前景也很重要。” Bio-Gen公司计划在
罗兹雇用数百名年轻的新员工。与罗兹科
技大学的合作是公司选择最佳候选人的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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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rob公司资助华沙生命科
学大学
2019-02-04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研究人员完成了主题
为“开发鸟类养殖场的方法”的科学研
究。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生产工程学院的员
工在由Cedrob 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我
们支持发展”竞赛中获得了赞助资金。 项
目赞助资金用于购买研究设备，带设备的
马弗炉，带可更换基质的造粒机，烟气分
析仪和实验室秤。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分析
中心也得到了资助。 研究结果将在爱沙尼
亚塔尔图的2019年生物系统工程国际会议
上公布，并发表在农学研究期刊上。

弗罗茨瓦夫Scalings项目国际
研究联合会会议
2019-02-04
国际研究联盟的Scalings项目的参与者将
参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会议，弗罗茨瓦夫
大学是国际研究联盟的Scalings项目的合
作伙伴之一。 来自奥地利，丹麦，法国，
西班牙，德国，瑞士，英国和意大利参与
该项目的大学的约30名教授和博士参加了
会议。 Scalings项目涉及在城市引入可再
生能源领域的创新。研究主题包括进行能
源转型的欧洲大学校园。其指导原则是让
社会参与共同创造科学和创新，包括最近
流行的负责任科学和创新发展。

MINIATURA竞赛
2019-02-05
MINIATURA竞赛为三十三位科学家拨发
了近120万兹罗提用于研发活动的实施。 
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Anna Maria 
Hebda博士的“松树对克拉科夫城市群空
气污染胁迫的信号传递途径”的项目获得
了五万兹罗提的研究资金。 来自罗兹大学
的dr Karolina Kupczyńska 博士获得了超
过2万兹罗提用于实施“法语漫画书和图画
小说中的自传形式”项目、 来自华沙特殊
教育学院的Iwona Zielińska博士获得了近
三万兹罗提用于研究英国从业者认为英国
波兰外籍人士家庭暴力问题。

热舒夫研究气溶胶如何帮助治
疗秋冬季抑郁症
2019-02-05
热舒夫大学计划开展一项有助于用普通气
溶胶治疗秋季和冬季抑郁症的研究。 研究
将与美国耶鲁大学合作进行。 热舒夫大学
科学家研究的目的是创造一种能够有效抵
消秋冬季抑郁症的措施。 这样的措施会欺
骗我们的思想，导致身体出现的感觉。在
夏天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会比冬天好一些。 
一切都将在临床前和临床研究中心进行，
中心将于2020年4月创建。 热舒夫大学与
美国大学一起将尝试为这项研究获得科学
资助。

华沙大学将研究太阳能转化燃
料
2019-02-06
SUNRISE联盟包括华沙大学、莱顿大学、
乌普萨拉大学、法国替代能源和原子能委
员会、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欧洲能源
研究协会和西门子公司组成。联盟已获得
欧盟委员会关于太阳能利用项目的资助。 
研究旨在将太阳能转化为燃料和其他高价
值化学产品。 研究人员打算成为基于化
石原料的能源替代品。 项目由“地平线
2020”计划资助。 科学联盟在未来和新兴
技术协调和支持行动竞赛中获得了100万欧
元的赞助资金。

波兹南警察测试巡逻和干预车
辆原型
2019-02-06
“Preatorian”是警察的巡逻和干预工
具，由波兹南经济大学专用车辆参与创
建，接下来将进行测试阶段。 车辆原型
由三个合作伙伴共同研发：波兰国土安全
平台协调员、目标公司UEP科学合作伙伴
和 GERMAZ工业合作伙伴。项目旨在创
造一种最适合警察需求和期望的车辆。 在
Praetorian原型的工作期间，创建了20种
专有解决方案，确保了车辆的多功能性和
完整配置的可能性。这辆车既可以在日常
巡逻中使用，也可以在确保比赛或音乐会
等大型活动的情况下工作。  

波兰科学家研究城市空间氮循
环
2019-02-06
来自奥地利，中国和波兰科学家将开展 “
城市空间氮循环：新的经济办法以应对
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项目。波兰方
面的负责人是来自绿山城大学的Monika 
Suchowska-Kisielewicz博士。 氮过量污
染被认为是全球范围内最严重的污染之
一。氮素释放的最重要来源，以农业和土
壤施肥，燃烧，存储和废物处理厂和污水
处理厂。 项目旨在创建城市氮结余、识别
呼吸和这些化合物和预防的方法释放的原
因，考虑到有用的材料的回收。 项目资金
超过874000兹罗提。

西里西亚大学实
施“ProspectUS”项目
2019-02-06
西里西亚大学开始实施“ProspectUS：
加强研究立场”项目。项目进行的分析将
成为数据的来源，以便制定长期大学发展
计划的目标和假设。 项目将由研究和教学
人员，行政和管理人员以及外部专家组成
的七个小组实施。项目将在“西里西亚研
究”的口号下实施，旨在加强大学的研究
潜力。 项目将分析该大学的现状：个别科
学学科领域的科学活动，研究合作的水平
和教育质量。作为开展活动的一部分，还
将进行环境分析，包括研究文明变化的趋
势，社会的风格和生活方式以及国家和国
际层面的政治条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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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物理学家发
现了光磁三维记录的新可能性
2019-02-08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说道：“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物
理学家取得了另一项科学成就。他们发
现了光磁三维记录的新可能性。研究结
果已在科学期刊“自然”上发表。” 研
究团队在物理学院磁学物理系Andrzej 
Stupakiewicz教授的带领下开展了工作。 
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选择性超快记
录磁性细胞在一层石榴与钴离子的混合
物 。仅使用具有光学参数（例如偏振，波
长和光强度）的组合的超短激光脉冲进行
记录。 Andrzej Stupakiewicz教授解释
道：“这个独特的机会打开了“光磁3D
录制”的道路，这将允许更有效地利用光
来记录数字存储器中的信息。” 更多信
息：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
s41467-019-08458-w

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2019-02-08
波兰成为EMBL-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
成员。 这将促进与波兰科学家和博士生的
EMBL合作，包括创建联合科学计划。 欧
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是欧洲国家的一个国
际研究组织，专门从事自然科学领域的基
础研究 。实验室由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倡
议于1974年成立。 成为欧洲分子生物学实
验室成员将使波兰科学家与EMBL之间的合
作得以发展，包括联合项目的创建。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Asseco 
Data Systems合作
2019-02-11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Asseco Data 
Systems签署了合作协议。合作将主要在
教学，研究和组织层面进行。 根据合作
协议，技术大学的学生和博士生将能够在
公司实习和实习，并撰写与其活动相关的
文凭和博士论文以及组织研究生和员工实
习。 协议还计划在网络安全，大学和项目
管理领域开展联合MBA研究，并组织促进
IT的项目，包括比赛和训练。还计划实施

联合研究项目。 Asseco Data Systems
是IT行业最现代化的公司之一，为企业
和地方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产品，服务和
IT解决方案。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 HYPERLINK

COST科学网络管理委员会
2019-02-11
来自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Katarzyna 
Waszyńska博士被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任
命为代表波兰的COST科学网络管理委员会
成员。 Katarzyna Waszyńska博士将在
委员会工作，了解整个欧洲和CA18124 欧
洲性医学网络。 Katarzyna Waszyńska
博士是一名心理学家，临床性学家和性教
育者。她是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健康促
进和心理治疗部门的负责人。她的科学兴
趣集中在与心理学，性学和性健康促进相
关的问题上。 COST是一个为研究网络提
供资金的组织，为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研
究人员之间的合作提供开放空间。网络
推动了研究和创新的发展。自1971年以
来，COST一直在各种研究和创新框架计划
下获得欧盟的资助。

波兰科学家获得HERA联盟竞
赛
2019-02-19
来自波兰的四个研究小组获得了由欧洲
研究区人文学科HERA联盟组织的竞赛。
欧洲文化与融合竞赛中共有203项国际
研究提交了竞赛申请。 获奖的波兰项目
是： BESTRO过度刻板印象：文化交流和
罗马对欧洲的贡献。项目负责人是来自
雅盖隆大学的Anna Piotrowska博士； 
HCPubS医疗保健作为公共空间：欧洲医
疗保健领域的整合和社会多样性。项目负
责是来自华沙大学的Paweł Łuków教授； 
FestiVersities欧洲音乐节，公共空间和文
化多样性。项目负责人是来自雅盖隆大学
的Karolina Golemo博士； 联系，文化和
公共空间谈判。项目负责人是来自华沙大
学的Grażyna Szymanska-Matusiewicz
博士。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空军技术
研究所
2019-02-20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空军技术研究所密切
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和教学合作，合作协议
由合同由副校长Bogusław Łazarz教授和
研究所所长Mirosław Kowalski教授共同签
署。 协定签署双方对加强各机构之间的联
系表示满意，这些机构的业务概况允许在
创新的知识领域进行协同的科学和研究合
作。签署的文件将是加强动态发展的民用
和军用航空业活动的第一步。 合同规定了
共同开展研究和开发，创新和实施活动，
以及实施由国内或国外资金资助的项目。
合作伙伴还将组织员工培训并采取许多其
他举措。

来自格但斯克和弗罗茨瓦夫科
学家发现冷等离子体
2019-02-22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和格但斯克科技
大学的科学家们在进行使用冷大气等离子
体的灭活负责作物和观赏植物疾病的细
菌项目。这一项目可以彻底改变农业产
业。 联合项目旨在开发负责作物和观赏
植物的疾病的细菌病原体消除的快速，高
效和成本有效的方法。实验与使用的土
豆，菊苣和风信子作为模式植物进行。 研
究人员在“被治疗”的植物上安装了等离
子笔，等离子体产生冷大气等离子体锥几
厘米的长度和厚度只有几毫米。这将能够
在植物的感染部位的细菌的精确摧毁。
在不久的将来，科学家们计划继续在医
学中的应用冷大气等离子体的研究。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zimna-plazma-pomoze-
roslinom-11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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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实施
BIOTRAFO项目
2019-02-22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在地平线2020计划下将
实施BIOTRAFO项目，项目旨在资助研究
人员和知识转移机制，按照MSCA上升的
流动性项目。项目将成为关注的高性能，
紧凑型电力变压器沉浸在降解生物油的设
计和应用。 项目成果将对与电力变压器行
业相关的整个环境都有裨益，项目将建立
合作机构，以加强知识和采用可生物降解
油设备的发展的网络。 项目受益人方和合
作伙伴是来自欧洲国家的员工和博士生来
自研究机构和公司，其中包括：西班牙、
德国、土耳其、英国、意大利、以及亚洲
和南美洲的合作伙伴国：阿根廷、日本、
哥伦比亚和秘鲁。

波兰众议院通过Łukasiewicz
研究网络的法律草案
2019-02-26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通知道：“波兰众议院
通过Łukasiewicz研究网络的法律草案，
研究网络将连接37个研究机构和波兰技术
开发中心。研究活动将于2019年4月1日开
始并将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进行重点研究”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
说道：“研究网络的主要目标是协调各研
究所的活动。该网络将有助于整合这些潜
力以及组织活动的有效性”。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是政府全权代表，负责研究机
构的运作改革。 该网络的基本任务是开展
应用研究和开发工作，这对波兰的经济和
创新政策尤为重要。研究网络将知识转移
到经济中。

热舒夫科技大学获得近1200万
兹罗提用于开发航空需求的技
术
2019-02-27
热舒夫科技大学获得近1200万兹罗提用于
实施“热舒夫科技大学自动化与机器人，
信息技术，电气工程，电子与电信区域中
心”项目。 研究项目将由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宣布的“区域卓越计划”计划实施。 
项目旨在加强热舒夫科技大学的研究潜
力，提高科学研究水平。 项目将在2019
至2023年间实施，其中包括技术开发和人
工智能（AI）、物联网（IoE）、机器学习
（ML）和满足航空业需求的大数据分析。

弗罗茨瓦夫科技园启动促进波
兰公司和科学家合作的门户网
站
2019-02-27
弗 罗 茨 瓦 夫 科 技 园 已 经 启 动 了 b i g -
science.pl门户网站,门户网站将促进波兰
公司和科学家的合作。 大科学机构是与大
科学项目相关的国际组织或研究中心的定
义。他们负责进行大规模的实验和研究，
并将基础设施扩展到必要的基础设施。他
们的活动成果是创新，改变了科学和工业
的面貌，从而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人
类的未来 大科学结合了许多机构，行业和
科学领域的潜力。由于商业和科学环境的
合作伙伴合作，该行业的发展是由数百万
预算分配用于发展创新的高科技经济的项
目推动的。  

玛丽亚居里罗多夫斯卡奖学金
2019-02-28
来自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组织与
管理、经济学教学团队的Paweł Sikora博
士 在欧盟框架展望2020计划下获得了玛
丽亚居里罗多夫斯卡行动计划（MSCA）
奖学金。 Paweł Sikora博士的“用于3D
打印技术的超轻质混凝土”项目获得了得
分为94.4 分，满分为 100分。奖学金将发
放24个月，可以用于与工业合作伙伴SIKA 
AG公司合作奖学金可以用于继续研究并实
施贝克项目的实施。 玛丽亚居里罗多夫斯
卡奖学金方案支持在其职业生涯的不同阶
段，资金在欧洲和非欧洲国家进行的研究
和培训的科学家。同时奖学金使机构能够
雇用研究人员并让他们的员工参与国际研
究和培训项目。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与
Rawlplug SA公司合作
2019-03-01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与Rawlplug S.A.公
司签署了合作协议。Rawlplug SA公司是
在紧固技术，设计，生产和分销领域开发
创新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 合作将针对
教育计划，创新和实际执行的论文，研究
和开发，创新和技术转移，巩固和加强学
术界和企业界之间的关系的发展，特别
是下西里西亚省。 Rawlplug S.A.公司是
Rawlplug Capital Group的主公司，拥有
近一个世纪的传统，在紧固行业享有无可
争议的声誉。字符由口号信托创新表示，
这意味着最好的技术解决方案，通过多年
的员工的经验和知识支持的搜索。

“快速路径”比赛
2019-03-04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今年的“快速路
径”四场比赛将在2019年进行，竞赛预
算总额为22.5亿兹罗提。 竞赛旨在创建
和推广新的或显着改进的产品，服务或流
程的申请人可以申请快速通道下的共同融
资。竞赛没有预先定义的主题，所资助的
项目必须只是国家智能专业化的一部分。 
今年，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家首次可以在一
个竞争程序下申请共同融资。各个公司今
年不仅参加比赛，还将与科学单位联合。 
更多信息： https://www.ncbr.gov.pl/
programy/fundusze-europejskie/poir/
konkursy/konkurs-21112019-szybka-
sciez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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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我们
需要大学和公司的创新者
2019-03-05
建立研究网络卢卡西维奇交易者应该很容
易找到一个合作伙伴，应该从科学的，但
主要是称职的研究人员，将能够开发新技
术实质性的资金支持。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在接受Newseria 
Biznes采访时说道：“Łukasiewicz研究
网络的建立意味着企业家应该很容易找到
合作伙伴，科学和高等教育不将给予科学
方面的实质性和财政支持，但最重要的是
能够开发技术的有能力的科学家”。 Piotr 
Dardziński补充道：“大学需要懂创新的
人，企业需要谁了解创新的人，我们需要
创新的投资者。项目实施原则是满足这些
需求的答案。”

波兹南理工大学的科学家们赢
得了Miniatura2竞赛
2019-03-06
自波兹南理工大学的科学家们发是第二届
微型国家科学中心竞赛的获奖者。获奖者
将获得助学金用于共同资助单一科学活
动。 来自机械制造和管理部门的Jacek 
Andrzejewski的 “聚合物 - 聚合物接头
开发过程中表面现象的评估。包覆成型复
合预浸料技术在连续纤维增强选择性定位
中的应用“项目获得了奖项； 来自土木
工程与工程学院的Robert Statziński博士
的“夹层结构中单侧连接的力学”项目获
得了奖项； 来自化学技术学院的Bartosz 
PiotrGurzęda博士的“石墨与过氧酸的嵌
入关系的合成”项目获得了奖项。

来自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科学
家参与了波罗的海国际项目
2019-03-07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是波罗的海地区六个
国家的学术和研究机构之一，负责为洪
水规划领域的城市规划者开发工具。 项
目旨在建立全面的规划和实施智能系统
的排水和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服务的日
常实践的概念。这是捐款给一半的污染
物从市区到波罗的海流入水浸的结果削

减。 “波罗的海的保护免受污染所造成
的城市地区的强降雨洪水的结果”项目由
欧洲共同体领土方案区域间波罗的海地区
的资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和环境部门
通过与企业合作实现“斯武普斯克自来
水”目的。 更多信息： https://pg.edu.
pl/aktualnosci/-/asset_publisher/
hWGncmoQv7K0/content/naukowcy-
z-pg-w-miedzynarodowym-projekcie-
na-rzecz-czystszego-baltyku

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Michał 
Puszczyński博士获得富布赖特
高级奖
2019-03-08
来自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陶瓷和玻璃学院
的Michał Puszczyński博士在2019/2020
学年获得了富布赖特高级奖。 富布赖特高
级奖是波兰科学机构的科研人员在美国实
施自己的研究项目的奖学金。研究人员在
美国逗留期间持续3至9个月，奖学金持有
人在美国大学，研究所，政府机构或非政
府组织实施自己的研究项目。 在2019-20
学年波兰- 美国富布赖特委员会在80份申请
中选取了21份申请。奖学金由美国国务院
和波兰科学与高等教育部资助。

格但斯克科学家正在研究气候
变化导致的生物多样性变化
2019-03-15
格但斯克大学生物学院鸟类迁徙研究站的
研究人员开展了“气候变化导致的生物多
样性变化预警系统”研究项目。 研究人员
从南非科学之旅返回波兰。 在探险期间
科学家们调查了在欧洲的和南非的越冬地
之间迁徙的鸟类的蜕皮和迁徙日期。 所研
究物种的蜕皮和迁移的条件取决于环境条
件,特别是温度和湿度因素。因此鸟类可
以成为半球气候变化的生物指示物，其中
它们会迁移。 这次探险团队由来自格但
斯克大学鸟类迁徙研究站的Magdalena 
Remisiewicz教授授及来自开普敦大学动
物人口学部门的Lesa G. Underhilla教授
组成。研究资金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和
国家研究基金会资助，作为“波兰- 南非合

作”计划的一部分。

波兰科学家用3D打印机打印世
界上第一颗仿生胰腺
2019-03-18
来自华沙科学研究与发展基金会（FBiRN）
的研究人员使用3D打印技术上打印了世
界上第一个带有血管的仿生胰腺。 2015
年10月在FBiRN的倡议下成立了BIONIC联
盟，联盟包括： 科学研究与发展基金会与
Michał Wszoły博士的团队、波兰科学院
实验生物学研究所与Agnieszka Dobrzyń
教授的团队、由W. Święszkowski教授指
导的华沙科技大学材料科学学院团队、由
Artur Kaminski教授指导的华沙医科大学生
物结构中心、华沙临床医院和MediSpace
公司。 联盟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获得
资金作为STRATEGMED III计划的一部分
并且于2017年开始了对仿生胰腺的密集工
作。 更多信息： https://fundacjabirn.
pl/projekty/projekt-biodrukowanie-3d-
bionicznej-trzustki/

国际材料科学与材料工程研究
项目竞赛
2019-03-21
国家科学中心与M-ERA网络合作宣布举
行材料科学和材料工程国际研究项目的
MERA-NET 2竞赛。 参加竞赛的国际团队
至少由2个国家3个研究小组组成， 波兰
队的负责人必须至少拥有博士学位。 在
MERA-NET 2竞赛中可以获得研究团队的研
究资金、为学生或博士生提供的奖学金、
购买或制造科学和研究设备并支付与实施
研究项目所需费用相关的其他费用。 国家
科学中心为波兰研究团队在竞赛中拨发的
金额为500000欧元。 更多信息： https://
m-era.net/joint-calls/joint-call-2019/m-
era-net_calllyer_201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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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总统Andrzej Duda签署
了关于Łukasiewicz研究网络
的法案
2019-03-22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法案旨在确保将成
为该网络一部分的研究机构进行更有效的
合作。这将通过财务管理机制，人员，房
地产和知识产权的统一来实现。 在波兰有
111个研究所由16位部长监督，这会影响
其潜力的消散。 该网络将由37个研究所（
现在主要隶属于企业和技术部）以及波兰
技术开发中心加入。Łukasiewicz中心将负
责协调活动。

TEAM-NET比赛
2019-03-22
波兰科学基金会宣布了TEAM-NET比赛的
结果。共计五个项目将获得资助，总金
额查过1.05亿兹罗提。 在TEAM-NET竞赛
中，科学单位可以获得资助以建立一个开
展跨学科研究的合作研究团队网络。共有
39个项目提交竞赛其中5个获得了资助。 
TEAM-NET比赛中得分最多的罗兹医科大学
提交的项目“我们将治疗中性粒细胞减少
症（FIXNET）”。项目旨在开发用于诊断
和治疗与中性粒细胞功能障碍相关的疾病
的方法即免疫系统正常功能的白细胞。项
目由三个学术中心组成的联合体实施。融
资近2300万兹罗提将允许建立一个由五个
研究小组组成的网络共同解决问题。 更多
信息： https://www.fnp.org.pl/assets/
Lista-rankingowa_FNP_TEAM_NET.pdf

“卓越倡议 - 研究型大学”比
赛
2019-04-01
比赛旨在选择和支持将努力实现研究型大
学地位的大学，并能够有效地与欧洲和世
界上最好的学术中心竞争。 参与竞赛的
大学将被要求提出提高研究水平和教育质
量的计划，其实施将有助于提高大学活动
的国际重要性。在竞赛中选出的大学将在
2020  -  2026年期间每年获得增加的补贴。 
“卓越计划- 研究型大学”第一次竞赛提案
征集将于5月15日开始，并将于2019年6月

24日结束。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与LOTOS集
团合作
2019-04-02
LOTOS集团与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签署了
合作协议。合作双方将共同致力于低排放
运输和储能领域的研究和开发项目。 计
划旨在构建能够在以下领域实施的设备原
型：锂离子电池和氢气。理工学院的科学
家将为此做准备传感器，电池和能量存储
的原型。该大学将提供实验室和合格的工
作人员，LOTOS将保证购买设备并处理
与技术和许可相关的问题。 格但斯克科
技大学与LOTOS集团合作多年，公司员工
在大学进行讲座和练习，学生们参加炼油
厂的课程。LOTOS实验室公司将协调与新
能源平衡方法，新电池和电池以及现代能
量储存和运输方法相关的项目。 更多信
息：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ontent/politechnika-gdanska-i-lotos-
czyli-naukowo-biznesowa-wspolpraca

足球科学
2019-04-02
日报“Puls Biznesu”通知道：“华沙
足球俱乐部Legia 将加强与创新者的合
作 ， 目 前 已 经 确 定 了 研 究 和 开 发 细 胞
LegiaLab。” 华沙俱乐部加入了位于
马佐夫舍地区格罗济斯克的Legia培训中
心。在这里还有一个初创企业的地方。他
们将获得体育基础设施，分析设施和战术
俱乐部，这将使他们能够快速验证他们的
愿景。 华沙  Legia足球俱乐部董事会全权
代表Tomasz Zahorski表示：“我们希望通
过体育产业，特别是足球能够让创业环境
感兴趣，他们可以在其中找到创新解决方
案的接受者。这个专业，无论是专业足球
还是业余足球，在世界和波兰都以非常快
的速度增长。当然越来越多的资金和对这
个行业的投资也将用于新技术。”

Piotr Dardziński 成为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主席
2019-04-03
Piotr Dardziński成为于2019年4月1日成
立的欧洲第三大研究组织Łukasiewicz研
究网络的主席。他将领导一个由38个研
究机构组成的团队，这些机构很快将为企
业家提供广泛的报价：初创企业，中小型
企业和大型企业。 Piotr Dardziński曾担
任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副部长，负责科学
和商业合作。他负责监督政府机构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国家学术交流中心和
研究所信息处理中心。 Piotr Dardziński
说：“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旨在实现波兰
与欧洲和世界机构合作的愿望。我们现在
是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法国卡诺和芬兰
VTT等组织的重要合作伙伴。”

格但斯克大学加入“卓越倡议 
- 研究型大学”计划
2019-04-04
格但斯克大学加入了“卓越计划- 研究型
大学”计划。计划旨在选择和支持将努力
实现研究型大学地位的大学，并能够与欧
洲和世界上最好的学术中心进行有效竞
争。 大学有资格参加该计划，该计划符合
研究和教学法的高度评估。这些是关于科
学单位上次综合评估期间获得的科学类别
的法定条件。此外，该大学提供的所有研
究领域都不会对波兰认证委员会进行负面
评估。 研究型大学的选择是高等教育改革
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由新科学宪法引入。 
更多信息： https://ug.edu.pl/media/
aktua lnosc i/87117/un iwersytet_
g d a n s k i _ w s r o d _ 2 0 _ u c z e l n i _ w _
programie_inicjatywa_doskonalosci_-_
uczelnia_badawcza



RESEARCH & DEVELOPMENT IN POLISH SCIENCE 2018-2019

60

波兰与德国的双边交流
2019-04-05
国家学术交流局已开始接受与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双边科学家交流的申请。双边交
流的主要目的是支持科学家在实施研究
项目中的流动性，由波兰和德国的合作伙
伴共同商定和开展。联合研究项目可涵
盖所有科学领域。 资金只能用于支付个
人交换的费用，外出方为其研究人员的旅
程提供资金，而接收方承担研究人员从
合作伙伴国家停留的费用。国家学术交
流局预算的最大项目融资额为25000兹罗
提。 申请可包括大学，波兰科学院的科
研机构，研究机构和国际机构或主要开展
科学活动的其他实体，在波兰境内开展业
务并具有科学类别。 更多信息： https://
nawa.gov.pl/naukowcy/wymiana-
bilateralna#wymiana-bilateralna-
pomiedzy-polska-a-niemcami-2019

波兹南大学与Enea运营商的项
目：能源领域的虚拟现实
2019-04-08
Enea运营商与波兹南经济大学和波兹南科
技大学一起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启动了一个
研发项目。项目将建立一个系统，以提高
使用虚拟护目镜的Enea Operator技术服
务员工的能力。 项目的实施假定为15个选
定的主要供应点和10个中压站实施交互式
培训方案。 实施“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提高
技术服务员工能力的灵活系统”的项目由
欧盟基金共同资助，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实施的“大型企业和联盟快速通道”研
究计划。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军事中央
建筑与技术办公室合作
2019-04-16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总部位于华沙的军事
中央建设与技术办公室签署了合作协议。
大学将加强与研究机构和航空工业公司的
合作。 合作协议规定了在广泛理解的航空
技术领域的研究和教学以及研究和开发领
域的合作。协议包括关于联合开展和开展
科学研究以及研究和开发和实施工作，提

高研究和工程和技术人员资格的计划。 军
事中央建筑与技术办公室负责用于防御目
的的现代化设备的建造和生产，是波兰唯
一一家为军用机场配备飞机地上维修设备
的公司。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
与Łukasiewicz研究网络签订
合同
2019-04-16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是波兰第一
所与Łukasiewicz研究网络签署了科技合
作协议的大学。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成
立于4月1日。其网络由38个研究所组成，
这些研究所将使研究商业化。罗兹生物聚
合物和化学纤维研究所和罗兹皮革工业研
究所的代表在凯尔采签署了协议。 Jan 
Kochanowski大学校长Jacek Semaniak
教授说道：“大学不仅要在基础领域实践
科学，而且研究的一部分必须要在工业实
施。” 与Jan Kochanowski大学合作的研
究机构代表谈到了具体项目。这些想法也
包括生产能够给予胰岛素剂量的鞋子。

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家将与矿工
共同合作
2019-04-17
西里西亚大学下属的SPIN-US有限责任公
司与Jastrzębska煤炭公司签署了一份合
作协议书，合作旨在共同实施负责任地恢
复因采矿和工业活动而改造的栖息地自然
价值的项目 合作研究和开发工作包括根
据有关环境功能的最新知识确定环境的状
况和潜力。采取的措施不仅影响了环境的
改善，同时也通过人类活动改变了环境面
积的增加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最新
科学成果将用于解决环境问题。计划将与
学术人员和专家的参与，这将创建新的解
决方案和实施创新的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发
展。 更多信息： https://www.us.edu.
pl/uniwersytet-slaski-i- jastrzebska-
spolka-weglowa-deklaruja-wspolne-
dzialania-na-rzecz-srodowiska-natu

工业领袖学院4.0
2019-04-17
副总理JarosławGowin在拉多姆技术与人
文科学大学和未来工业平台基金会签署意
向书的仪式上说道：“在拉多姆建立了另
一个连接商业和科学的桥梁.” 拉多姆技术
与人文科学大学将创建两个现代化设施：
工业领袖学院4.0和科学与研究中心。 工
业领袖学院4.0将于今年开始工作。这是商
业和技术部的一个项目，其作用将是支持
波兰公司为适应工业时代4.0的要求。 拉
多姆医学院的科学和研究中心将体育馆的
基础上创建。投资成本超过3200万兹罗
提。该设施将容纳磁共振，计算机断层扫
描，EOS，超声波检查和教学室。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波
兰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
2019-04-18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
在推特上说道：“在地平线2020计划下组
织的国际团队竞赛中三个波兰研究中心获
得了研究补助资金。”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写道：“波兰科学取得了惊人的成
功！在非常著名的团队竞赛地平线2020
中，波兰科学中心首次获得了奖学金，在
此要祝贺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国家核
研究中心和电子材料技术研究所！“ “地
平线2020”计划下的团队竞赛假设建立了
新的卓越中心。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共
拨发了13笔资金（包括3个波兰中心），总
价值为1.95亿欧元。 更多信息： https://
e c . e u r o p a . e u / p r o g r a m m e s /
horizon2020/sites/horizon2020/files/
widening_teaming_2_2019_results_
tabl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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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项目获得
Miniatura 2竞赛
2019-04-18
格但斯克大学的研究人员是国家科学中心
Miniatura 2竞赛的获奖者。获奖者可以
获得初步和试点研究，查询，实习，科学
咨询和会议旅行的资助。 获得奖项的是： 
Małgorzata Kapusta博士的“试图找出
参与运输雄性个体的生殖与谷五月百合马
达蛋白”项目； Przemysław Karpowicz
博士的“开发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
BB及其受体片段的亲和力研究模型“项
目； Agata Błaszczyk博士的“波罗的
海蓝藻产生的化合物的抗真菌活性机制研
究- 寻找天冬氨酰蛋白酶Sap的抑制剂”项
目。 格但斯克大学的17个项目共获得了近
560000兹罗提的资助。

斯塔洛瓦沃拉协议
2019-04-18
热舒夫科技大学、喀尔巴阡山地区政府、
胡塔斯塔洛瓦沃拉（HSW）股份有限公
司和当地市政府在热舒夫科技大学力学与
技术学院的礼堂里签署了斯塔洛瓦沃拉协
议。 协议支持确保斯塔洛瓦沃拉经济区稳
定发展的长期条件的进程，包括HSW股份
有限公司以及所有位于斯塔洛瓦沃拉、塔
尔诺布热格、米莱奇、新登巴、尼斯卡、
高热奇和莱热奇科地区的所有公司和企
业。 协议旨在从中央工业区的历史区的城
市和地区稳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创造最好
的条件。根据协议教学设施，科研设施，
数据通信和斯塔洛瓦沃拉技术的实验室研
究基地将在热舒夫科技大学进行。

波兹南经济大学研究员获得 
Kosciuszko基金会奖学金
2019-04-19
来自波兹南经济大学市场和服务研究部的
Piotr Tarka教授获得了Kosciuszko基金会
提供的奖学金，奖学金将可以用于前往美
国研究和学习四个月。 Piotr Tarka教授将
使用奖学金进行对个人价值观对美国年轻
消费者强迫购买行为的影响的研究。研究
将与美国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里士满大

学合作开展。研究结果将与波兰研究样本
的测试结果进行比较。 Kosciuszko基金会
隶属于1925年成立的美国- 波兰文化和教
育机构。基金会的目的是在波兰共和国和
北美洲之间开展，支持和促进知识，文化
和教育交流。

第8届“莫扎特” 计划
2019-04-24
弗罗茨瓦夫学术中心邀请各位参加第8届
由高等教育和科学合作的市政计划以及商
业活动部门支持的“莫扎特”计划。申请
该计划截止日期为7月1日。 申请参加计划
的科学家必须至少拥有在大学或研究所就
读的博士学位，作为研究和教学或研究工
作者。 弗罗茨瓦夫市向活跃的科学家和企
业家提供其服务，他们作为科学和商业伙
伴关系的一部分共同合作联合项目。由于
这种合作企业家利用研究人员的广泛和专
业知识来发展公司，科学家将获得在教学
和研究与开发中使用的商业知识。 更多信
息： https://wca.wroc.pl/mozart  

西里西亚大学DEREC-CE项目
2019-04-25
由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的 科 学 家 实 施 的
BECEREC-CE项目主要目标是检测和分析
饮用水中药物残留，大学将通过为可持续
水管理和土地使用领域的工业和行政管理
提供工具，提供知识和经验。 项目旨在为
供水公司开发综合决策支持系统，并改善
饮用水质量。除其他外，该任务将得到实
施在确定药物残留物转化过程或其自然降
解过程的鉴定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以及对
各种水处理方法的消除效果的评估。 项
目涉及来自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斯
洛文尼亚，波兰，德国，意大利和奥地
利的12个合作伙伴以及7个支持伙伴，由
InterregEuropaŚrodkowa计划资助。

“波罗的海地区蓝色增长生物
经济”项目
2019-04-26
格但斯克大学与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大学
和研究机构一起实施“波罗的海地区蓝色

增长生物经济”项目。 项目由芬兰环境研
究所，生态水管理的拉脱维亚研究所，塔
尔图大学，加里宁格勒国立技术大学，克
莱佩达科技园和格但斯克大学中进行使用
领土合作INTERREG和从其他渠道资助的项
目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的项目的结果，有
关促进’蓝色’生物经济 项目将充分利用
与周边波罗的海“蓝色”生物经济的解决
方案相关的机遇，以及创新在这一领域。
有助于创造为合作伙伴和其他利益相关
者“蓝色”生物经济，知识和专业技能的
区域整合的结果之间的交流的平台。

波兰石油企业Orlen公司成立
研发中心
2019-04-29
波兰石油企业Orlen公司已经开始建设研
发中心，这将是一项重要的投资，可以开
发和实施自己的技术。 将在研发中心进行
测试、改进技术流程、改进产品并优化成
本。它也将是波兰石油企业Orlen公司与
科学和商业世界之间的现代合作平台。 投
资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促进科学。在综合体
内，将有一条教育路径，指的是奥伦集团
的精确科学和活动。作为研究项目实施的
一部分，计划让有机会获得经验和新能力
的学生和年轻科学家参与进来。 波兰石
油企业Orlen公司总裁Daniel Obajtek说
道：“研究和开发中心将成为Orlen员工，
大学，研究所或创业公司之间交流知识和
经验的现代平台。”

富布赖特STEM影响奖学金计划
2019-04-29
波兰- 美国富布赖特富布赖特STEM影响奖
新奖学金计划招募工作已经开始，计划面
向代表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
域的活跃研究人员。 在为期2至6周的课程
期间，奖学金获得者将有机会开展自己的
研究项目，准备自己的课程和课程，并拓
宽他们在科学商业化领域的知识并在美国
的机构中有效地编写资助申请。 奖学金面
向管理研究项目和监督其他研究人员工作
的专家。 申请日期将持续至2019年6月28
日。 更多信息： https://fulbright.edu.pl/
fulbright-stem-impact-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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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精确科学和工程领域博
士奖学金
2019-04-30
新加坡科学技术和研究机构A * STAR科
学，技术和研究机构邀请各位申请精确
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博士奖学金。 根据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机构提供的信息，新
加坡的研究、创新和创业领域在过去十
年中发展很快。因此公共和私人研究和
开发实体的数量正在增长，这也导致了
对各个领域的博士生的需求增加。 今
年5月A * STAR代表将访问华沙和克拉
科夫。波兰国家学术交流机构代表新加
坡 机 构 邀 请 所 有 感 兴 趣 人 士 参 加 于 5 月
18日和19日举行的会议。 活动报名方
式： https://docs.google.com/forms/
d/e/1FAIpQLScLfGt_Pky54JR6mchf37-
Hh3SfSa1n7ejVz5c0j3KrIvdssg/viewform

波兰与中国的研究合作
2019-04-30
作为SHENG 1竞赛的一部分，波兰国家科
学中心将为波兰- 中国科学研究提供3640
完兹罗提研究资金。申请参赛者可以获得
生命科学，精确科学和技术科学以及选定
社会科学学科领域的基础研究资金。 波兰
国家科学中心主任Zbigniew Błocki教授
强调道：“第一届SHENG比赛涵盖了很多
方面。波兰科学家第一次可以获得如此重
要的资金并与中国研究人员在基础研究领
域的直接合作。有趣的是，应用的双轨过
程中评价独立由我们的专家和中国机构的
专家进行。有资格获得资助的项目的最终
清单是在比较这两个评估并同意两个机构
的职位之后创建的。” 根据波兰国家科学
中心提供的信息，30个项目将获得资金支
持。资金总预算为36377385兹罗提。 更
多信息： https://ncn.gov.pl/konkursy/
wyniki/2019-04-26-sheng1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推出了
研究潜力图
2019-05-02
研究潜力地图是波兰第一个大学门户网站
之一，科学家，专家，商业化的有趣想

法，现代化设备和研究设备可以在一个地
方找到。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研究潜
力图包含等等：科学合作研究报价、科学
合作或与企业家合作专家数据库、可用于
与企业家合作的商业报价服务、研究中心
及其潜力、设备清、，专利和许可证信
息、论坛信息交流。 门户网站是创新+项
目孵化器的一部分。 更多信息： https://
www.umb.edu.pl/mpb

波兰 - 中国关于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的研究
2019-05-07
雅盖隆大学化学系的Wojciech Macyk教
授和来自武汉科技大学的贾国瑜教授将共
同执行光催化剂用于有效生产太阳能燃料
作为一维和MULTI-减少二氧化碳的结果的
发展项目。 Wojciech Macyk教授获得了
由波兰国家科学中心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主办的第一届波兰中国基础研
究的资助，。 传统的能源会导致大气中的
温室气体大量排放，特别是二氧化碳。光
催化还原CO2的就业似乎是化工原料的准
备和有前途的环保战略。

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新竞赛
2019-05-07
欧洲CHIST-ERA网络宣布了一项新的信息
和通信技术领域的竞赛，计划于2019年
10月宣布。 竞赛可以在以下主题领域提
交融资研究项目的申请： 基于可解释机
器学习的人工智能; 环境可持续性的新计
算方法。 比赛的详细主题范围将在CHIST-
ERA 2019年会议期间确定，会议将于2019
年6月11日至13日在爱沙尼亚塔林举行。
所有感兴趣的科学家都可以免费参加活
动。 更多信息： http://www.chistera.
eu/conference-2019-programme-
overview  

Photo by Anna Shvets from Pexels

RESEARCH & DEVELOPMENT IN POLISH SCIENCE 2018-2019



63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科学家正
在研究光子通量的功效
2019-05-07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微系统和光子学
电子学院的Karolina Orłowska博士正在
研究光子通量撞击物体的力量。她的研究
可用于生物和化学科学，例如在测量分子
力时。 Karolina Orłowska博士使用微电
子机械系统进行测量- 结构比其宏观对应
物小得多，重量更轻，速度更快。这些小
型转换器的任务是将机械信号转换为电信
号。 Karolina Orłowska博士的目的是根
据当前平衡中使用的解决方案创建微量天
平-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用于测量
千克的设备。科学家发现Sevres的模式不
准确。这就是他们开发出不同测量方法的
原因。他们使用电流平衡来计算质量，通
过磁场中的电流平衡重量和作用在导体上
的力。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pl/
uczelnia/aktualnosci/jak-zmierzyc-sile-
fotonow-11175.html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科学家获
得波兰 - 中国项目资助
2019-05-08
波兰国家科学中心宣布了为实现胜波兰中
国研究项目的第一届竞赛的结果。获奖
者中有两位科学家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
大学，他们的研究获得总额超过300万兹
罗提的资助。 来自电子部门的Krzysztof 
Abramski教授的“在中红外范围低损耗
纤维反共振- 探索的潜在用途气体激光器
和激光气体检测中”项目获得了资助； 来
自化学系系的Dominik Wawrzyńczyk博
士的“光子能量的掺杂稀土离子在生物学
和医学应用的纳米粒子结合的转换”项目
也获得了资助。 奖赛所获得的资金将用
于生命科学，科学与技术的基础研究，并
选择社会科学学科。这些项目将在波兰
和在中国实施，这些项目将在波兰和中
国实施，每个项目将由一名来自中方和
另一名来自波兰方的管理人员监督。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granty-ncn-na-polsko-
chinskie-projekty-realizowane-przez-
naukowcow-z-pwr-11178.html

杰出青年科学家奖学金
2019-05-08
截止至2019年5月31日可以申请提交在科
学活动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杰出青年科学
家的奖学金。 申请人可以是科学家、没有
博士学位的大学教师、拥有博士学位不超
过7年并在大学或波兰科学院、波兰科学
院科学研究所、高等教育和科学系统联合
会等地方任职的博士生。 奖学金的授予期
限不超过3年。奖学金最高金额不超过每
月5390波兰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s://
www.gov.pl/web/nauka/informacja-
na-temat-stypendiow-ministra-nauki-i-
szkolnictwa-wyzszego-dla-wybitnych-
mlodych-naukowcow-w-2019-r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将成立STOS
能力中心
2019-05-13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与波美拉尼亚开发署签
署了一项合同，共同资助建设STOS智能
和跨学科知识服务能力中心。项目的总价
值超过1.14亿兹罗提，超过6600万兹罗提
来自欧盟计划和由省自治政府实施的投资
和发展部。 代理校长Piotr Dominiak教授
说道：“这项投资应该为我们的环境带来
新的冲动，允许研究和现代教学的发展。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有很大的发展抱负，这
个项目是我们已故校长Jacek Namieśnik
教授提出的想法。我们将继续努力支持
STOS能力中心。“ 项目包括建设STOS能
力中心和提供支持研究和开发活动的现代
SMART服务的平台。 更多信息： https://
p g . e d u . p l / a k t u a l n o s c i / - / a s s e t _
publisher/hWGncmoQv7K0/content/
podpisano-umowe-o-doinansowanie-
budowy-centrum-kompetencji-stos-o-
wartosci-ponad-114-mln

格但斯克大学项目获得SHENG 
1竞赛资助
2019-05-13
格但斯克大学的四个项目将有资格获得
国家科学中心SHENG 1波兰 - 中国研究项
目竞赛的资助。 获得资助的项目包括： 

Mariusz Stanisław Grinholec博士的“
开发和分析具有光敏特性的高效，复杂的
镓离子，双功能抗菌化合物”； Antoni 
Banasia教授的“LPCAT底物特异性来自
光合作用单细胞藻类积聚油，前向和后向
反应及其在酰基磷脂酰胆碱基团中的功能
特征” ； Marcin Pawłowski博士的“应
用新的实验方法来表征辅助性T淋巴细胞
（Th17）和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之间
的平衡，这是抗肿瘤免疫反应所必需的“ 
陈志珍博士的“更简单的量子测试”。

为最有才华的波兰年轻科学家
提供奖学金
2019-05-13
波兰科学基金会颁发了第27届START奖学
金，奖学金为来自波兰各地最有才华的年
轻科学家提供。今年有100名年轻研究人员
获得了奖学金。每年奖学金金额为28000
兹罗提。基金会在2019年分配给START奖
学金的总金额约为300万兹罗提。 2019年
奖学金获得者是从899名候选人中选出的。
获奖者的平均年龄接近29岁，60％的获奖
者拥有博士学位（波兰获得博士学位的平
均年龄约为35岁）。 自2009年以来该基
金会还在START计划中给予候选人奖励，
该计划的研究成果被评审团的评审员评
为优秀。这些人的奖学金将增加到36000
兹罗提。 今年获得奖学金的是： 来自华
沙大学新技术中心的Agata Perlińska硕
士和Michał Parniak-Niedojadło硕士； 
来自华沙波兰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Rafał 
Szabla博士； 来自华沙大学数学、计算
机科学与力学系的Michał Włodarczyk硕
士。

Photo by Anna Shvets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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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资助“波罗的海
科学网络 - 科学强国”项目
2019-05-15
“波罗的海科学网络，科学强国”项目
的合作伙伴是格但斯克大学，项目将在
波罗的海Interreg地区项目的资助下实
施。 这是“波罗的海科学网络”项目的
延续，格但斯克大学也作为合作伙伴参
与其中。活动旨在科学政策在宏观区域
层面的执行，并确保波罗的海地区在欧
盟范围内的研究人员的流动和创新创优
领域的中子和光子科学，生命科学与福
利国家的地区利益的更好的代表性。 主
要目标是提高各部和供资机构设计和实
施跨国研究基础设施支持计划的能力，
以便他们能够在研究和创新方面进行合
作。项目协调员是汉堡自由汉萨城市 - 科
学，研究和平等部。 更多信息： https://
ug.edu.pl/media/aktualnosci/88223/
interreg_region_morza_baltyckiego_
z a t w i e r d z o n o _ 1 2 _ p r o j e k t o w _ w _
t y m _ j e d e n _ w _ p a r t n e r s t w i e _ z _
uniwersytetem_gdanskim

波兰国家科学中心竞赛
2019-05-21
波兰国家科学中心决定开展OPUS 16基础
研究领域的研究项目竞赛，不论实习和
学术程度如何，所有研究人员都可以参
加，PRELUDIUM 16和SONATA 14在科学
生涯开始时向研究人员发表。 根据国家科
学中心的数据，研究人员将获得超过5.276
亿兹罗提的基础研究领域的研究项目。 共
有3826份申请提交参加了比赛，其中777
个项目将获得资助。 三场比赛的赞助总额
为527,205,611兹罗提，平均成功率超过
20.5％。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是波兰
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2019-05-27
波 兰 电 台 企 业 家 和 技 术 部 长 J a d w i g a 
Emilewicz在接受时说道：“Łukasiewicz
研究网络旨在确保研究机构之间更有效的
合作，科学将成为波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 在潜力方面波兰Łukasiewicz研究
网络在欧洲排名第三。 德国和法国领先
于我们。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主席Piotr 
Dardziński说道：“就欧洲网络而言最好
的模式与竞争不同。 法国人，德国人，芬
兰人非常擅长使用欧洲资金。 如果有人想
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
研究网络，这是欧洲第三大，那么值得记
住的是，在下一个视角中，欧盟委员会花
费了1000亿欧元进行研发。”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鼓励
波兰人参加欧洲地平线任务委
员会
2019-05-27
 “欧洲地平线”计划成员招募活动将
持续至2019年6月11日。副总理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鼓励波兰人参加欧洲地
平线任务委员会希望波兰人参与这项合
作。 欧洲地平线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研
究和创新资助计划。它可以被所有欧洲公
民使用，而不仅仅是科学家和企业家。目
前，招聘到所谓的管理委员会任务委员
会。对于每个任务，将由15人组成，关
注目标的实现。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
长Jarosław Gowin说道：“根据科学部
的5个领域，欧洲的后代任务是在长期的
协商和分析过程中选出的：气候变化，肿
瘤学，健康的土地，清洁的海洋，智慧城
市。我们希望波兰人成为这项雄心勃勃的
事业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将来自波兰的
最勇敢，最开放和最具创新精神的人们
纳入使命，并帮助欧洲迈向人类的一大
步 。” 更多信息： http://ec.europa.
eu/transparency/regexpert/index.
cfm?do=calls.calls_for_app

西里西亚大学研究人员在索纳
塔竞赛中获得280万资金
2019-05-27
西里西亚大学的科学家的四个项目将在竞
争索纳塔国家科学中心获得总额超过280万
兹罗提的资助资金。 资助的项目包括： 来
自法律和行政部门的 “根据选择的认知语
言学概念，法律文本的含义”项目； 来

自文学系的“中亚新丝绸之路 - ”一带一
路“的措施，战略和行动者”项目； 来
自生物学和环境保护学院的“在植物修复
与碳氢化合物和重金属共同污染的土壤
中植物 - 细菌系统中的相互作用研究”项
目； 来自数学，物理和化学系的“低活化
单体（LAMs）的创新聚合方法“项目   索
纳塔竞赛支持大家开始科学事业，使用现
代设备或原始方法解决方案进行创新的基
础研究。

弗罗茨瓦夫大学农村化项目
2019-05-28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科学家Sylwia Dołzłasz
博士、Krzysztof Janc博士和Andrzej 
Raczyk博士获得了由“地平线2020”计
划拨款获得资金，用于“农村化开放农
村地区，以更新农村，工作和农场”项
目。 项目完全由欧洲联盟资助，其目的
是扩大知识面，并支持政策制定，以应对
农村地区今天在经济，社会和地域凝聚力
方面面临的挑战。项目的预算为600万欧
元。 研究旨在支持农村更新进程，特别是
在确定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世代更新
以及获得土地的创新工具和战略方面。实
施该项目的联合体包括来自12个欧洲国家
的大学，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中小型
企业。 更多信息： https://uni.wroc.pl/
doinansowanie-projektu-ru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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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研究人员已经检
测出用于烧烤的固体燃料中的
危险化合物
2019-05-29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的Zbigniew Jelonek 博
士已经检查了波兰市场上烧烤固体燃料
的污染情况。他还希望将结果与产品生产
者宣布的有机成分进行比较 。 Zbigniew 
Jelonek 博士决定用木炭确定木炭和煤
球中存在的污染物的数量和类型并将结
果 与   生 产 者 宣 布 的 有 机 碳 含 量 进 行 比
较。Zbigniew Jelonek 博士还将制定快速
识别不良添加剂的标准以优化这些燃料的
生产过程并使其适应适用的标准。 到目前
为止Zbigniew Jelonek 博士已经找到了样
本塑料和金属碎片，玻璃碎片甚至琥珀碎
片。这些类型的物质是危险的，包括由于
燃烧和沉淀在烤制食物上而产生的突变和
致癌化合物并进入人体。

格但斯克大学项目在OPUS竞
赛中获得赞助资金
2019-05-29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的三位科学家的项目在
OPUS竞赛中获得了赞助资金。 OPUS竞
赛是目前最收关注的竞赛，在第16届竞
赛中共提交了1880申请。 获得资金的项
目是： 来自数学，物理和计算机科学系
Marek Grinberg教授的“极端条件下晶体
基质中3d3（Cr3 +，Mn4 +）离子的能量
结构和光谱特性”项目； 来自海洋学和地
理学院Agnieszka Herman博士的“观察
和模拟海冰与大气和海洋边界层的相互作
用”项目； 来自法律和行政部门Tomasz 
Widłak博士的“法官和美德。 研究正义的
理论理论”项目。 OPUS竞赛面向在所有
科学事业阶段的科学家们。对一个项目没
有资金限制。 在今年的版本中共有361个
项目有资格获得资金。

绿山城大的研究员成为国家研
究与发展中心专家
2019-05-30
来自绿山城大学计算机科学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电气工程部门的研究所的Zbigniew 
Fedyczak教授已经被任命为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的专家，主要负责可再生能源在
交通运输发展的面板方面的问题。 专家
小组旨在协调中心关于2020年经济和技术
分析，以找到在运输中使用的能源来自可
再生资源的最优结构（尤其是生物成分和
液体生物燃料和电力）以及随后几年的活
动。 小组的任务应该分析可再生能源在交
通运输发展，特别是审查和现有概念，国
内企业和研究机构的潜力的验证分析，以
确定可再生能源的市场潜力在运输和识别
障碍。

华沙博士生奖学金
2019-05-30
华沙市长宣布华沙博士奖学金正式开始面
向申请者，奖学金希望参与有关城市发展
和持续运作的研究项目，并邀请博士生们
参加。 奖学金最长为12个月，每个项目
可获得的奖学金最高可达30000波兰兹罗
提。 研究结果将应对与华沙运作和发展
有关的具体挑战。 奖学金将颁发给华沙
市指定区域的研究项目。除了获得经济支
持意外，奖学金获得者还将获得华沙促进
获取办公室可用的数据和研究，或协助
处理开展研究所需的任何手续。 更多信
息： http://www.um.warszawa.pl/sdd

热舒夫科技大学与Linetech飞
机维修公司合作
2019-05-31
热舒夫科技大学与Linetech飞机维修公
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联合培养航
空工程师，支持学生的研究和项目。 战
略合作协议包括航空工程师的实际培训，
研发支持和项目，其中包括学术讲师，
科学团体甚至体育部门。 热舒夫科技大
学在培训民航飞行员方面有40多年的经
验，自2007年以来也一直在培训航空技
工。该大学的毕业生是来自航空谷的制造

公司的工程师。 LINETECH飞机维修是波
音737，空中客车A320飞机MRO提供商
（维护，Reparir，检修/维护，修复和再
生）和领先的网站品牌巴西航空工业公
司的一个与热舒夫科技大学校长Tadeusz 
Markowski说道：“与Linetech公司签
订的合同扩大了我们与航空业合作的可能
性。我们的学生和讲师将是受益人群。这
是热舒夫科技大学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七位科
学家获得了奖学金
2019-06-03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七位年轻科
学家得到了波兰科学基金会的认可，并
得到了Start计划的支持。这是波兰所有
大学中的第三个最佳成绩。 奖学金获得
者是： 来自物理化学，化学系的Bartosz 
Błasiak博士; 来自计算机科学，电子系的
Róża Goścień博士; 来自物理，技术基
本问题系的Błażej Jaworowski博士; 来
自生物信息学，计算机科学与管理学院
的Piotr Klukowski博士; 来自化学技术，
化学系的Adam Moyseowicz博士; 来自
电子学，电子学，微系统和光子学Olga 
Rac-Rumijowska博士； 来自化学系的
Wioletta Rut博士。 Start奖学金是三十
年代最好的波兰研究人员最大的奖学金计
划。今年的获奖者从899名候选人中选出。
每年奖学金为2.8万兹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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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将与韩国LG
化学公司合作
2019-06-04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将与韩国化学工业的
领导者LG Chem合作。合作协议旨在
利用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经验和科学成
就以及LG化学的潜力和地位，为进一步
开展活动，为各方的利益和该地区的发
展服务。 根据协议LG Chem提出大学
生使用的文凭论文的拟议主题清单，使
学生能够就LG化学所指出的主题进行毕
业论文并开展学生实习。 西里西亚科技
大学将包括考虑到对方提交的文凭论文
题目的问题，在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提供
论文，并且大学工作人员将参与选定的
研究工作。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2&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727

鲸鱼游戏有助于调整年轻患者
呼吸
2019-06-05
西里西亚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支持呼
吸的游戏。他们的发明允许监测患者是否
正确地进行吸入并且使得该过程。通常持
续甚至几分钟，对于幼儿患者来说将变得
容易一些。。 通过调节吸气期间的呼吸速
率，孩子控制屏幕上可见的鲸鱼的形象，
吞噬食物，位于不同的水平，使其变得越
来越大。通过这种方式，小患者学会呼吸
和呼气很快，同时专注于漂浮的人物，而
不是需要掩盖的大声装置，这通常会引起
最年幼的孩子的恐惧。 由于传感器安装在
吸入器面罩中，因此可以进行呼吸监测。
与科学家开发的任何设备一样，可以对系
统中的吸入时间和其他参数进行编程，以
便愈合效果最佳。  

硕士课程获奖者
2019-06-05
截止至2019年7月19日波兰科学基金会将
接受最后一期奖学金的申请，以获得针对
硕士课程获奖者的奖学金。 在之前的版本
中奖学金颁发给了14位在研究中心开展研
究项目的学者，包括在美国，英国或德国
的学者。 项目实施后的硕士课程的获奖者
和基金会关于其实施的最终报告可以申请
访问奖学金。提交申请的候选人必须在波
兰科学部门工作并进行科学研究。 根据
规定一接比赛最多可颁发三个奖学金，奖
金每月最高5500欧元，在国外的一个研究
中心停留3至6个月。选拔获奖者的决定由
基金会董事会决定。 更多信息： https://
www.fnp.org.pl/oferta/wyjazdowe-
stypendia-naukowe-dla-laureatow-
programu-mistrz/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科学家
开展跨学科研究项目iTre-es
2019-06-05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科学家正在开展
一项广泛的跨学科研究项目iTre-es。研究
是确定制度变化如何影响树木和灌木为当
地社区提供的生态系统。 研究人员将检
查其中的一些在树木砍伐的法规变化如何
影响公民的决定，其后果带来但从由树木
和灌木提供的利益点砍伐居民和他们的样
子就强加在私人领域的限制社会偏好，在
树木和灌木领域。研究人员还将检查使用
群体辩论方法是否会影响社会偏好。 研
究使用了其中的一些支持地面三维激光扫
描，地质植物树木和调查的技术。 更多信
息： https://itre-es.com/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波兰 - 中国
研究项目获得研究资金
2019-06-10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技术物理与应用数学系
的Grzegorz Graff教授的“拓扑不变量：
空间结构及其映射”项目在参加波兰 - 中
国SHENG 1比赛中获得了超过五十万兹罗
提的奖金。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格但斯
克团队将与来自北京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

院的一组科学家合作。 项目旨在使用空间
（紧致流形，李群，曲面，多面体）及其
相互映射来检验一些重要的空间类别（紧
凑流形，李群，曲面，多面体）。 “拓扑
不变量”，它是动态系统拓扑和理论中非
常有用的工具。该项目的预期结果可用于
精确科学的其他领域，特别是物理学和博
弈论。 SHENG是国家科学中心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会合作开展的研究项目竞赛。

1.29亿欧元用于支持科学研究
2019-06-11
波兰投资和发展部长Jerzy Kwieciński与挪
威驻波兰大使Olav Myklebust签署了关于
在挪威和欧洲经济区基金第3版下实施“研
究”计划的协议。 Jerzy Kuchciński部长
说：““研究”计划是一个加强研究成果
向经济转移的机会，从而使其更具竞争性
和动态性。“ 计划旨在改善波兰科学研究
的成果。 它将在两个领域内实施：支持基
础研究（40％的计划分配），由国家科学
中心管理，并支持应用研究（60％的计划
分配），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管理。第
三届挪威和欧洲经济区基金将拨出1.29亿
欧元用于支持科学研究。

波兰大学联盟致力于粉煤灰的
管理
2019-06-12
由克拉科夫AGH大学、卢布林科技大学和
华沙大学组成的科学联盟将共同开发一系
列具有更高可用性的材料，以粉煤灰为基
础生产。 生产的材料可用于建筑（水泥和
生物组分），农业（肥料和生物膜）和环
境工程（用于污染水，土壤和气体修复的
吸附剂和生物制剂）。 项目将创建六个科
学小组，其成员将充分利用组成该联合体
的实体的科学和研究基础设施。 该联盟的
领导者是卢布林科技大学。研究计划为各
行各业提供产品，服务和技术。到目前为
止，这将是粉煤灰管理的唯一综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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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科技大学与科罗纳蜡烛公
司合作
2019-06-14
罗兹科技大学副校长Ireneusz Zbiciński
教授与科罗纳管理委员会主席 Andrzej 
Wróbel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科罗纳公司
在世界蜡烛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 合作将
涵盖研究和开发工作，特别是那些具有实
施潜力的工作。 预定义的联合活动领域包
括机电一体化，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生
产工程，材料工程（塑料，复合材料）和
化学。 合同中包括合作声明，选择最好的
罗兹科技大学学生在科罗纳公司里学习和
实习。 合作伙伴特别关注组织专门课程和
科罗纳蜡烛员工的实践课程。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研究人
员获得了ATTRACT计划资助
2019-06-14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开发的用于生成
密钥和其他数据的随机比特生成器，旨在
为物联网和汽车市场以及移动设备提供安
全，经济，强大且小巧的工具的问题将由
国际研究人员联合会处理。 AGH科技大
学是波兰唯一获得ATTRACT计划资助的大
学。ATTRACT计划倡议汇集了科学和工业
研究和建设和运营望远镜，粒子加速器等
资本密集型的  科学仪器。 欧洲南方天文台
（ESO），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欧
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也参与了计
划。 ATTRACT主要任务是创建开放式创新
的一个全新的欧洲模式，它可以成为创造
就业机会和社会繁荣的动力。

波兰发展基金中央技术馆
2019-06-17
波兰发展基金创建了自己的教育中心。 中
央技术馆占地约一千平方米，位于华沙前
smyk百货公司。 中心由波兰发展基金会
与Daftcode，Skriware，Kids Code Fun
和Coding Masters Association合作管
理。 波兰发展基金主席Paweł Borys在接
受“Puls Biznesu”采访时说道：“中央
技术大厦的将是一个以互动和跨学科的方
式获得知识的空间，这将能够发展建立未

来经济所需的能力。” Paweł Borys补充
道：“研究表明“Y”和“Z”一代在四十
岁之前甚至可以将工作量改变十倍。 许多
职业正在消失，新的职业正在被取代。 这
需要改变教育方式 。”

国家科学中心比赛
2019-06-21
波兰国家科学中心宣布了五项比赛，其中
包括GRIEG和IdeaLab两项比赛，由挪威
基金和欧洲经济区基金资助。科学家们可
获得1.61亿兹罗提和近4200万欧元用于基
础研究。 GRIEG是一项针对所有科学领域
实施的波兰 - 挪威联合研究项目的竞赛，
特别强调极地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研
究必须由波兰 - 挪威研究小组联合开展且
小组由至少一名波兰合作伙伴组成。作为
联盟领导者，至少要拥有一名挪威合作伙
伴。 IdeaLab是由研究团队联合开展的研
究项目竞赛，研究团队由至少一名波兰合
作伙伴组成，担任联合体的领导者并且至
少有一名来自挪威，冰岛或列支敦士登的
合作伙伴。

有色金属研究所实施
TECHMATSTRATEG竞赛项目
2019-06-25
有色金属研究所将实施TECHMATSTRATEG
竞赛的“的生产功能磁性材料的现代技
术的电子医疗和移动应用”战略项目。 
项目的战略目标是开发和推广新技术制
造低损耗磁性元件的3D应用程序和移动
电子医疗 。 项目将由科学联盟来共同实
施：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有色金属研究
所、华沙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波兰科学院冶金与材料科学研究所以及三
家公司：Trafeco  - 波兰的电力电子，铁路
和医药变压器，扼流圈和过滤器制造商、 
Megatech  - 高速直流和3D电机的设计者
和制造商、 3D Lab -粉末材料生产专家及
其在增量技术中的应用。

西里西亚大学Iwona Jelonek
博士成为波兰颗粒委员会新任
主席
2019-06-27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的Iwona 
Jelonek博士成为波兰颗粒委员会主席。
该组织的任务包括代表和支持在颗粒市场
上运营的实体，并开展研究，开发，推广
和教育活动。 波兰颗粒委员会是一个自
2017年以来运营的协会，其成员包括参
与木材颗粒，加热设备制造商，安装商和
商业实体，机构和组织的生产，贸易和分
销的公司，从事该行业并参与其开发。 
Iwona Jelonek博士是地球化学，矿物学
和地球科学和波兰颗粒的长期成员的岩石
学系的系的研究员。作为一名经过认证的
专家，她还获得了国际煤炭和有机岩石学
委员会在应用岩相学方法领域的认证。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将获得
超过850万兹罗提资金
2019-06-27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有色金属研究所在
的科学联盟将实施“在喷涂耐磨等离子体
的表面层的微观结构的变化的多尺度分
析和改善其机械性能方面使用浓能源重
熔”项目。 联盟由克拉科夫AGH科技大
学、Łukasiewicz研究网络 -  焊接研究所和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 - 有色金属研究所组
成。科学联盟将研究激光或电子束重熔过
程中发生的现象，这些现象是基于掺有可
再生Ni-Cr-Re喷射等离子体的镍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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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参加波兰 - 德国项目
2019-06-28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和基督
教社会福利局萨克森（CSB）协会将共
同实施“尼萨可持续发展的营养教育网
络”项目。项目旨在交流经验，转让科学
知识，加强波兰和萨克森实体之间的合
作。 项目的领导者是基督教社会福利局
萨克森（CSB）协会，协会成立于1991
年，多年来一直在组织与健康和均衡营养
相关的主题的课程以及研讨会。 项目假
设为各种目标群体提供教育服务，并建
立双语在线平台。一个重要的因素也是
创建教学中心和改善儿童与青少年农场
的教育条件。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49587/
upwr_i_stowarzyszenie_z_saksonii_dla_
zywnosci.html

Piotr Dardziński：我们将促成
业家与科学的合作
2019-07-01
Ł u k a s i e w i c z 研 究 网 络 负 责 人 P i o t r 
Dardziński在接受wnp.pl门户网路的采访
时说道：“我们将促成企业家与科学的合
作。让企业家考虑他们想要在10年，20
年内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以及需要何种技
术。我们将负责剩余的部分。” Piotr 
Dardziński解释道：“Łukasiewicz研究
网络是会走向商业化的研究，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区别似乎是流动的和
理论上的 如果我们想发展光子学，我们
还必须进行基础研究，如果我们处理大数
据我们则需要聘请优秀的数学家和理论
家。”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提供的服务
主要是波兰公司，但不仅如此。根据Piotr 
Dardziński透露，最近还举行了与美国生
物技术公司Amgen以及大众，宜家或谷歌
等公司合作的会议。

波兰 - 瑞士研究项目
2019-07-03
波兰国家科学中心宣布与瑞士国家科学基
金会（SNSF）合作举办的波兰 - 瑞士研究
项目的Alphorn竞赛。 竞赛将分配700万兹
罗提作为研究经费。 Alphorn竞赛是一个
针对波兰研究团队的双向国际竞赛，可以
与合作伙伴瑞士团队一起申请项目资金。 
波兰研究团队的负责人必须至少拥有博士
学位，作为竞赛的一部分筹集的资金可用
于支付研究团队的费用，为学生和博士生
提供奖学金。 作为竞赛的一部分可以为购
买或制造科学和研究设备提供资金，并承
担开展研究所需的其他费用。 研究项目
可持续24至36个月。 更多信息： https://
www.ncn.gov.pl/ogloszenia/konkursy/
alphorn

e-Pionier计划
2019-07-03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已宣布根据第三节
e-Pionie竞赛正式开始。 使用信息和通信
技术（ICT）的研究和开发项目的创建者将
有可能获得2500万兹罗提的资金。 竞赛旨
在支持有才能的程序员实施解决重要社会
和经济问题的想法。由于使用了信息和通
信技术，他们有机会成为改善整个社会生
活质量的突破口。 e-Pionier竞赛在商业前
采购公式（PCP）中实施。这意味着签约
实体确定了市场上没有可用解决方案的特
定问题。雇主可以是公共部门机构和亲社
会行为者（基金会，协会，商业实体）。 
比赛报名为2019年7月1日至8月30日。

波兹南科学技术园区研究植物
电感器
2019-07-04
波兹南科学技术园区的研究人员与Innosil
一起实施“植物抗性的新型诱导剂及其作
为保护植物免受病原体侵害的创新方法”
项目。波兰科学团队技术基金会为项目拨
发了400万兹罗提的研究经费。 作为项目
的一部分进行的研究和实施工作涉及以抗
性诱导剂形式存在的现代和环境安全的植
物保护化学品。当这些化合物以比常规农

药低许多倍的剂量使用时，它们有效地刺
激植物的天然免疫系统抵抗病毒，细菌和
真菌感染。 科学家正在研究的活性物质能
够将植物对病原体的抵抗力提高到85％以
上。这是商业化植物保护产品中前所未有
的多功能性。 更多信息： https://ppnt.
poznan.pl/induktory-odpornosci-roslin/

中欧赠款竞争协议
2019-07-04
中欧机构的负责人包括来自波兰国家科
学中心（NCN），与中欧科学伙伴关系
（CEUS）签署了一项资助竞赛协议，竞赛
将资助波兰和奥地利科学家的双边或多边
联合研究项目。 ，捷克共和国和斯洛文尼
亚。计划于2020年推出的比赛将基于所谓
的比赛牵头机构的程序 - 牵头机构程序。 
根据波兰国家科学中心提供的信息，由于
使用本程序将有可能申请国际研究项目的
资助和开展实质性评估，只有一个机构，
由该机构提供一个标准化的全国比赛，然
后再支持基于这一评估结果由其他机构的
项目。研究财团将在选择该请求所指向的
代理机构有很大的自由度。

波兰教育平台MOOC新课程
2019-07-08
波兰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NCBR）为
Navoica.pl平台准备免费在线课程并且将
分配近2000万兹罗提。 Navoica是一个
波兰MOOC（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教育
平台，面向所有对学习感兴趣，获得新能
力和技能的人使用可用课程。平台终身教
育，免费提供全天候服务。 Navoica去年
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和青年科学基金会发
起。比赛于2019年6月28日举行。MOOC
课程将扩大该平台的教育提供，包括语言
培训，编程研讨会，创业课程和现代营
销，甚至手语课程。 波兰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将为52个课程项目给予财政支持。 获
奖项目总额为2000万兹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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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德国项目SmartRiver项目
2019-07-10
来自法兰克福莱布尼茨创新微电子研究所
和绿山城大学已开始实施SmartRiver研发
项目：智能奥得区。 项目旨在支持居民的
洪水在该地区奥德和斯武比采奥得河畔法
兰克福和防洪堤坝和沿河地区的跨界，非
侵入性的智能监控系统在边界两边的在这
方面的发展。 项目价值为11.6万欧元，由
欧洲区域发展基金在INTERREG VA波兰 - 
勃兰登堡计划2014-2020下共同资助。 该
项目的协调员是IHP，由计量，电子和计算
机科学研究所和环境工程研究所代表。绿
山城大学是项目合作伙伴。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学生获
得钻石奖学金
2019-07-11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颁发了第八届钻石奖
学金。获奖者中有六名波兹南密茨凯维奇
大学的学生。 获得奖学金的是： Kinga 
Kułaga 的“放射性同位素的生物累积及
其对冰川冰川区生物种群的影响”项目； 
Rafał  Świergiel 的“政治和社会进程在
塑造波兰共和国宪法体系中的作用”项
目； Michał Wieczorkowski 的 “遵循
规则。 从维特根斯坦的怀疑悖论看法律实
施中的解释规则的地位”项目； Adrian 
Walkowiak “的 选择各种基质中的过渡
金属（Fe，Ti，V，Nb，Ta）作为使用轻
质和/或过氧化氢的氧化过程的催化剂”项
目； Paulina Książek 的 “在疯狂与非正
常之间：Krzysztof Penderecki的歌剧中
的女主人公”项目。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新比赛
2019-07-12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将开始智能普瓦
雷的业务规划发展下6个新的竞赛。公司和
科学与工业联盟将在2019年有望申请共同
资助研究和开发。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
布将为比赛拨出39.3亿兹罗提资金。 在“
快速通道”计划部分，企业家将能够在两
个主题竞赛中申请资金：预算为3亿兹罗
提的用于空间技术领域的项目和预算为1.8

亿兹罗提的塑料技术项目。 国家研究与发
展中心还将宣布第四届GameINN计划比
赛，将为该比赛拨款一亿兹罗提资金。 作
与当地政府的合资企业将参加预算4300万
兹罗提的西里西亚省竞赛和预算1700万兹
罗提的卢布林省竞赛。

托伦科学家获得钻石奖学金
2019-07-12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的三位年轻科学家获
得了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颁发的钻石奖
学金”。 来自物理学，天文学和应用信息
学系的Hubert Joachim Jóźwiak的“氢分
子超精细结构中的碰撞效应 - 现代分子光
谱学的一个基本问题”项目获得了189553
兹罗提奖学金； 来自跨学科现代技术中心
的Olgierd Borowiecki的“fMRI测试，成
像图像程序性认知技能的大脑背景与程序
性运动技能的大脑基础相同吗？ ” 项获
得了179854兹罗提奖学金； 来自生物学
和环境保护学院的Aleksandra Bogumiła 
Florkiewicz的“寻找用于选择具有增加产
量潜力的黄羽扇豆品种的土壤干旱胁迫标
记”项目将获得182443兹罗提奖学金。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与格但斯克
港务局合作
2019-07-12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海洋工程与船舶技术学
院和格但斯克港务局签署了科学和教学合
作协议，合作包括共同申请国内外研究资
金，用于研发项目的实施。 合作协议包括
为港务局员工提供讲座，组织该地区的考
察访问，港务局与学生合作实施工程和硕
士论文（包括提供主题），以及组织学生
实习和工业实习。 合作协议由海洋工程与
船舶技术学院院长Janusz Kozak教授、格
但斯克港务局副局长Marcin Osowski 以及 
格但斯克港务局局长Łukasz Greinke 共同
签署。

地区专家观察站网络
2019-07-15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科学联盟、Łukasiewicz 
研究网络、有色金属学会加入了地区专家

观察网路。在生产技术和材料加工领域的
放大观测网络将提高科技的区域发展潜力
的管理。 地区专家观察站网络成立于2013
年，其目标是沟通与合作，以及企业和科
研的研究机构和商业环境的环境之间的数
据交换的网络的建立。 在新成员加入后网
络将统计七个观察站，这将允许在由省自
治政府协调的广泛伙伴关系中以全面的方
式管理该地区的保护技术发展。将根据西
里西亚省技术发展计划指定的八个技术领
域系统地扩大伙伴关系。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获得
钻石奖学金
2019-07-15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四名学生获得
了第八届钻石奖学金。他们将获得高达
220000兹罗提的奖学金，用于实施他们的
第一个研究项目。 获得奖学金的人员为： 
Michał Kłask的“开发一种在光学活性聚
合物薄层中排列各向异性纳米结构并测试
其光学性质的有序方法”项目； Dorota 
Tomaszewska的“光学频率梳的非线性转
换到光谱应用的中红外光谱范围”项目； 
Bartosz Uniejewski的“为风险管理目的预
测批发电价：使用正规化和预测平均值”
项目； Grzegorz Marcjasz的“深入学习
点预测，概率预测和电价轨迹”的项目。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学生获得
了钻石奖学金
2019-07-17
来自弗罗茨瓦夫医学科学大学的Klaudia 
Bardowska和Dawid Przystupski获得了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颁发的钻石奖学金。 奖
学金总额为220000兹罗提。 来自分子和
细胞生物学系和医学分析部门的Dawid 
Przystupski将开展“Sonoporation作为抗
癌治疗中胃肠癌细胞膜调节的现代方法”
项目。 来自医学研究生教育部门的肾脏病
和移植医学诊所的Klaudia Bardowska将
实施“膀胱细胞癌非肌肉形成复发和进展
的生物标志物 - 与炎症反应的关系和纤溶
酶原系统的激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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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伦物理学家获得1500万兹罗
提研究资金
2019-07-17
托伦哥白尼大学物理研究所与其他科学中
心合作，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和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资助。 托伦物理学家将
利用获得的资金开展两个研究项目。 天文
中心哥白尼、波兰科学院与物理研究所、
哥白尼大学将开展“国家中心量子通信卫
星（NCSatKom）”项目，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为该项目拨款960万兹罗提。 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资助了哥白尼大学、波兰
Syderal、格但斯克大学物理学院、天文学
和计算机科学学院的联合项目。 计划旨在
开发“用于量子纠缠发生器的自动控制电
子卫星控制器”。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为
该项目拨款550万兹罗提。

科沙林科技大学支持木材工业
2019-07-18
科沙林科技大学正在实施由由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资助的BIOSTRATEG计划下的“
在战略研究和发展计划框架内”改善锯
木厂工艺和材料效率“自然环境，农业和
林业”项目。 该项目由波兹南生命科学
大学、科沙林科技大学、科沙林木业公司
（KPPD）、什切青股份公司和华沙生命
科学大学组成的联盟进行。 研究成果实施
后，木材行业企业的创新和竞争力将会提
高。科沙林科技大学将与科沙林木业公司
实现技术过程和生产程序的现代化。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学生获得
钻石奖学金
2019-07-19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兽医学和动物科学学
院生物学学生Klaudia Szala的研究项目
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颁发的钻石奖学
金。 奖学金将用于实施“蛋壳色素沉着
在性选择中的作用：色素沉着的强度是否
是女性状况的指标，并影响男性父母投
资的规模（以猩红色的Lanius collurio为
例）”项目。 今年是第八届钻石奖学金。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
说道：“超过1700万兹罗提用于资助优均

匀硕士或研究生学位的学生进行研究，并
有优秀的学术成果。” 在研究项目实施期
间，获奖者将能够获得每月高达2.5万兹罗
提的资助。  

波兰科学院获得1.7亿欧元贷款
2019-07-22
欧洲投资银行（EIB）和波兰财政部签署
了一份关于波兰科学院（PAS）支持的协
议，2019年至2020年期间贷款额为1.7亿欧
元。这笔资金将用于资助波兰科学院所属
研究所和研究单位的基础科学活动。欧洲投
资银行贷款将补充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融
资。 负责波兰业务的欧洲投资银行副行长
VazilHudák表示：“促进研究和开发是帮
助波兰成为知识型经济的关键因素。出于这
个原因，波兰公共部门的EIB贷款活动，传
统上专注于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和城市发展，
也侧重于创新，技能和科学。该项目是欧洲
投资银行与波兰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之间良好
合作的结果，项目基于自2004年以来由欧
洲投资银行资助的19个项目。”

格但斯克大学RESBIOS项目
2019-07-22
格但斯克大学与来自11个国家的合作伙伴
正在实施RESBIOS项目（在BIOSciences
中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基础实践）。根
据“地平线2020”计划开展的活动旨在加
强生物科学领域的负责任研究和创新实践 
。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实施一系列专门
活动，在来自不同国家的五个新研究组织
实施RRI（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实践。活
动的结果将是这些单位中与RRI的五个关键
领域（社会参与，教育，性别平等，开放
获取，道德）相关的制度变化。 项目将由
罗马意大利Tor Vergata大学协调，实时
时间为三年。该联盟由来自11个国家的12
个合作伙伴组成。项目预算为150万欧元。

波兹南科学家正在研究马铃薯
汁作为蛋白质来源的价值
2019-07-23
波兹南经济大学技术与仪器分析系的Iga 
Rybicka博士与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的科

学家一起开展了一项研究，验证了马铃薯
汁蛋白质含量的价值。 由于必需的外源氨
基酸含量高，马铃薯蛋白质被认为是最有
价值的蛋白质之一。 到目前为止，由于
其收购的技术限制，它尚未用于大规模消
费。 波兹南科学家的分析表明，从马铃薯
汁中生产蛋白质浓缩物的开发方法可以提
供具有所需营养价值和生物活性的产品。 
研究的结论发表在英文杂志Nutrients上。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研究现代路
面
2019-07-24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加入由Budimex 股份有
限公司、 Lotos 集团、Orlen Asfalt有限责
任公司组成的科学联盟。科学联盟将开发
技术，通过使用高分子改性沥青来降低道
路建设成本并提高其耐久性。 研究人员将
研究使用改性和高度改性沥青的影响，即
HiMA高度改性沥青沥青用于建造各种路面
层，这将允许更新普通和半刚性表面的典
型结构目录。 研究和分析的结果将在明年
公布。这些工程将作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进行“由于使用改性沥青，优化路面沥青
结构”。除了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之外，科
学联盟还包括华沙科技大学和华沙道路与
桥梁研究所。 更多信息： https://pg.edu.
pl/aktualnosci/-/asset_publisher/
hWGncmoQv7K0/content/pg-w-
konsorcjum-badajacym-nowoczesne-
nawierzchnie-drogowe

Photo by Markus Spiske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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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学中心竞赛和国家研究
与发展中心Tango 4项目正式
启动
2019-07-25
2019年第三季度国家科学中心（NCN）和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NCBiR）联合承诺
的Tango 4项目正式启动。 项目旨在根据
基础项目中获得的基础研究成果，提高技
术的商业化程度，特别是：根据基础研究
成果制定技术开发计划，并根据基础研究
成果增加企业家参与技术开发的参与。 申
请和评估将持续进行，分为几轮到2020年
6月30日。竞赛没有主题限制。 竞赛获得
的资金为3000万兹罗提。

波兰韩国科学机构合作
2019-07-26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色金属研究所将与
韩国工业技术研究所合作，双方已签署了
合作协议。 合作将包括寻找可能的联合研
究和开展研究和开发项目的资金来源，主
要在广泛理解的轻金属合金材料和产品的
生产和加工技术领域开展研究工作以实施
工业新技术。 波兰Łukasiewicz研究网络
韩国工业技术研究院有色金属轻金属研究
所和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在Skawina有色
金属轻金属研究所的会议上签署了合作协
议。

Wojciech Kamieniecki博士
担任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
2019-08-01
Wojciech Kamieniecki博士被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长任命为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
（NCBR）的主任。新主任根据“国家研
究与发展中心法”通过竞赛选出，任期为
四年。 副总理兼科学与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表示：“Wojciech Kamieniecki博
士将在结束欧盟目前的预算视角，并开发新
的欧洲研发机制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担任国
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这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但也有可能在新主任的领导下，国家研
究与发展中心作为科学与商业相结合的重要
课题，不仅在波兰而且在未来几年也在欧洲
积极影响创新政策的形成。”

波兹南科技大学学生获得钻石
奖学金
2019-08-02
来自波兹南科技大学的两名学生获得了获
得钻石奖学金。 Grzegorz Miebs将研究
计算机辅助决策的新方法，从而完善学习
数据的不完整。 Hanna Orlikowska将实
施“强制发射显微镜用于荧光效率极低的
成像系统，特别是模型生物膜的选定组
件”项目。 今年副总理Jarosław Gowin
为优秀学生提供了超过1700万兹罗提的奖
金。在第8届比赛中选出了85名获胜者。他
们将获得高达220000兹罗提的奖金实施其
首个独立研究项目，实施项目时间为12至
48个月。

国家科学中心将为年轻科学家
提供近5450万兹罗提资金
2019-08-02
国家科学中心（NCN）将资助159个博士
生奖学金，博士后三年内由科学家开展
的50个项目，以及为申请欧洲研究理事
会（ERC）拨款的外国研究团队实施的五
个实习。 对于Etiuda 7，Sonatina 3和
Uwertura 3竞赛中年轻科学家的奖学金，
项目和实习，国家科学中心将分配近5450
万波兰兹罗提。 国家科学中心（NCN）
Zbigniew Błocki教授说道：“考虑到年
轻人的年龄和职业阶段研究人员是提交和
合格申请数量最活跃的群体。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希望补助金提供考虑到他们的需求
和期望。针对年轻研究人员的竞赛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国外研究中心实习，这
使得有机会在国际研究团队工作并获得经
验，然后将其转移到国家科学中心。”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研究人员
获得国家科学中心奖学金
2019-08-02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两位年轻科学
家在第七届Etiuda竞赛中获得了国家科学
中心的奖学金。奖金总额超过26000兹罗
提。 来自化学系的Dawid Grabarek获
得了152000兹罗提奖学金。奖金将用于
实施“通过理论化学方法对选定荧光蛋白

中的双光子吸收过程进行建模和表征”项
目。 来自电子部门的Maria Pawliszewska
将实施“使用基于纳米材料的可饱和吸收
体的2μm光谱范围内的超短脉冲产生”项
目，她获得了11.4万兹罗提。 Etiuda竞赛
是科学家们在研究路径上迈出第一步的竞
赛。在其框架内，准备博士论文的人获得
奖学金每月4.5万兹罗提的奖学金。获奖者
还可以在他们选择的国外研究中心实习。
在国外研究中心停留期间将获得大约每月
6000到18000兹罗提补助金。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与新塔尔格
县合作
2019-08-05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与新塔尔格县确定了
合作，合作将在在建筑，建筑，空间管
理，清洁空气工程，纪念碑保护和运输等
领域组织联合科学，科学和研究和教育事
业方面展开。 合作协议由克拉科夫科技
大学校长Jan Kazior教授、新塔尔格区区
长Krzysztof Faber和新塔尔格县副县长
Bogusław Waksmundzki共同签署。 克
拉科夫科技大学校长Jan Kazior教授说
道：“我很高兴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将拥有
像新塔尔格县这样伟大的合作伙伴。这种
合作对双方来说无疑是富有成效的。我
们对参与各种项目的任何提案持开放态
度。”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研究人员
获得博士奖学金
2019-08-05
国家科学中心Etiuda 7比赛中来自弗罗
茨瓦夫医科大学的两名科学家Katarzyna 
Hanna Malec和ŁukaszPiotr Zadka 获得
了奖学金。 Łukasz Zadka博士获得了12.5
万兹罗提资金，资金将用于实施“胞吐作
用和IL10RA受体通过细胞外细胞外运输机
制诱导抑制结肠癌免疫反应的重要性”项
目并在组织学和胚胎学院进行研究。 来
自医学系的Katarzyna Malec博士获得了
12.4万兹罗提用于在药学院与医学分析部
门进行“药物- 表面活性剂在药物活性物质
的胶束载体中的相互作用“项目。 Photo by Markus Spiske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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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大学网络竞赛
2019-08-05
截止至2019年8月21日之可以申请在国际
研究团队竞赛，由年轻科学家- 博士生和博
士学位的人士指导。竞赛组织了CENTRAL
大学网络，作为CENTRAL-Kollegs项目的
一部分。 中欧学术联络教学与研究网络
（CENTRAL）是一所大学网络，于2014年
在柏林洪堡大学的倡议下成立。该网络的
目标是支持年轻科学家的国际交流和研究
工作。该网络包括：华沙大学，柏林洪堡
大学，布拉格查理大学，维也纳大学，布
达佩斯EötvösLoránd大学。 申请可以由属
于该网络的三所大学的年轻研究人员共同
提交。表格应在8月21日之前以电子方式发
送。为组织研讨会提供资金，在这些研讨
会期间，由申请人指导并扩展到包括学生
在内的团队将制定和实施短期研究项目。 
所有学科的代表都可以参加比赛。 更多信
息： https://www.projekte.hu-berlin.
de/en/central/central-kollegs-en/
central-kollegs-en?set_language=en

2019nterNanoPolan会议
2019-08-05
基金会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纳米网和西
里西亚集群纳米邀请各位科学家，企业
家，经营环境机构和处理纳米材料和纳
米 技 术 学 生 论 坛 于 1 0 月 1 6 和 1 7 日 参 加
nterNanoPolan会议。活动科学共同组织
者是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 会议使年轻
科学家能够展示研究和开发项目并分享研
究成果。这是一个与从事纳米技术发展，
寻找雇主，员工或科学或商业合作伙伴以
及获得实用技能的从业者交流的机会。 本
次会议的主题是：欧洲集群纳米技术，光
电子学和光子学，3D打印和纳米技术，纳
米材料在纳米材料的环境- 在美容和医学的
挑战和威胁，纳米材料和纳米技术在能源
领域。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博士生获
得国家科学中心奖学金
2019-08-06
来自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数学经济系的
Michał Pająk博士在国家科学中心组织
的Etiuda竞赛中获得了奖学金。 Michał 
Pająk博士将获得近110000兹罗提用于实
施项目“纳什均衡和帕累托意义上的共
享资源动态表示中的最优解决方案”。 
Etiuda是一项针对科学家的竞赛。准备博
士论文的人员将获得每月4.5万兹罗提的
奖学金。获奖者还可以在他们选择的国外
研究中心实习。为了支付与国外逗留相关
的费用，根据目的地国家每月将获得大约
6000到18000兹罗提的奖学金。  

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
研究员获得Etiuda 7竞赛
2019-08-08
来自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博士生
Wojciech Ignaczak成为Etiuda 7竞赛的
获奖者。Wojciech Ignacza博士将有机
会在外国研究实习。 Wojciech Ignacza
博士前往丹麦科技大学四个月，在哥本哈
根丹麦聚合物中心使用宽带介电谱法研究
玄武岩纤维增强复合材料中纤维聚合物基
质边界发生的现象。 Wojciech Ignacza
博士的获奖论文是“用玄武岩纤维增强的
热塑性PP / PBT复合材料”。论文导师是什
切青大学功能材料与生物材料系主任、纳
米技术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高分子研究
所所长Mirosława ElFray教授。

QuantERA联盟竞赛
2019-08-08
由QuantERA联盟组织的量子技术领域竞
赛共颁发了12个国际项目，其中5个由波兰
研究人员参与。 波兰研究团队参与的获奖
项目包括：
空间和频率测量中的量子超分辨率项目由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国际量子技术理论中心
的Łukasz Rudnicki博士协调与捷克共和
国，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团队合作；
C’MON-QSENS!连续监测量子传感器：

智能工具及其应用项目由华沙大学新技术
中心的Jan Kołodyński博士与丹麦，西班
牙，以色列，瑞典和英国的团队合作;

使用磁性原子的量子模拟器
项目由兰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Mariusz Gajda教授与奥地
利，法国，西班牙，德国和意
大利的团队合作;
使用多维编码的量子信息和通信由华沙
大学物理系的Michał Karpinski博士与法
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团队合作。
 

西里西亚大学可持续植物生产
国际项目
2019-08-08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生物与环境保护学院的
Agata Daszkowska-Golec博士参加了“
面对气候变化/ BARISTA强化和可持续种
植大麦的先进工具”国际项目。 来自意大
利，芬兰，西班牙，德国，丹麦，英国，
爱沙尼亚和波兰的科学家项目获得了由第
一届ERA-NET联合基金SusCrop计划竞赛
资助的835000兹罗提。 SusCrop是“地平
线2020”下的一项目，旨在通过加强国家
和区域研究计划的合作与协调，加强可持
续植物生产领域的欧洲研究区。SusCrop
汇集了欧盟和第三国的成员国和相关国家
在融资和协调研究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所
有者和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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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家们赢得了
Sonatina 3比赛
2019-08-09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的两位科学家获得了
国家科学中心组织的Sonatina 3比赛并
且将获得近170万波兰兹罗提补助资金。 
Dawid Surmik博士获得了772 070兹罗
提，将实施“化石记录中的骨病理学作为
古生态学和古生态学信息的载体”项目； 
Ashley Gumsley博士获得了927 545兹罗
提，将实施“磷灰石U-Pb地质年代学对非
洲Kraton Kaapvaal浮雕过程的影响”项
目。 Sonatina是一项针对在三年内获得博
士学位的科学家竞赛。补助金包括在波兰
研究单位全职聘用获奖者，实施研究项目
以及在3至6个月内在国外研究中心实习。
项目实施期可能为24个月或36个月。

波兰 - 德国联盟寻求工业洗衣
店生态解决方案
2019-08-12
波兰- 德国科学联盟将开发一种解决方
案，为工业洗衣店带来节约和减少环境污
染。REWARD项目涉及华沙科技大学化学
与过程工程学院的科学家。 华沙科技大学
团队负责人Maciej Szwast博士说道：“
在工业洗衣店1公斤的干燥纺织品，使用多
达10升的水和6克的洗涤剂进行洗涤。” 
波兰- 德国科学联盟想要回收洗涤过程中使
用的大部分水，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回
收一些洗涤剂。回收的水可以返回洗涤过
程（在预洗阶段），洗涤剂- 减少添加到后
续洗涤循环中的新洗涤剂的量。 REWARD
项目旨在开发技术及其经济评估。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比赛
2019-08-16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了两项“快速通
道”比赛。预算为6亿兹罗提的“马佐夫
舍之路”适用于马佐夫舍省的公司，另一
场比赛“快速通道”适用于其他省份的公
司，预算为11亿兹罗提。 “马佐夫舍之
路”竞赛路径针对企业，企业联合体和企
业联合体以及从事工业研究和开发工作的
科学单位。比赛没有主题限制。 第二个是

针对计划实施研究和开发项目的波兰各地
（马佐夫舍省）的实体。这些项目的目标
是开发一种可以在业务中实施的创新解决
方案。

欧洲地区研究与创新合作网络
2019-08-19
埃尔布隆格国立高等职业学校与瓦尔米
亚- 马祖里大学一起加入了欧洲区域研究与
创新合作网络（ERRIN）。合作协议由埃
尔布隆格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校长Zbigniew 
Walczyk教授和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校长
Ryszard Górecki教授以及瓦尔米亚- 马祖
里省省长Gustaw Marek Brzezin博士共同
签署。 欧洲地区研究与创新合作网络成立
于2011年，是一个根据比利时法律运作的
非营利性协会。目前汇集了来自22个欧洲
国家的130多个不同组织。网络支持区域
研究和创新合作。为成员提供了分享项目
想法，最佳实践和个人联系的机会。结果
是为了所有合作伙伴的利益而迅速交换知
识。研究网络涉及欧盟资助的项目。

奥尔什丁科学家寻找一种早期
发现海啸的方法
2019-08-22
来自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的
科学家和来自西班牙、德国以及希腊的
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正在寻找一种早期
发现海啸的方法。 研究小组的负责人是
Wojciech Jarmołowsk博士。研究团
队包括：Paweł Wielgosz教授、 Anna 
Krypiak-Gregorczyk博士和IT专家Tomasz 
Sidorowicz。很快将有2名学生将加入该
团队。 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是一个科学
联盟的领导者，联盟已获得欧洲航天局
（ESA）的这项研究资助。联盟还包括巴
塞罗那理工学院，慕尼黑工业大学和雅
典国家天文台的科学家。项目研究经费
为160000欧，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获
得了45000欧元。项目实施期为16个月。 
Paweł Wielgosz教授解释道：“海啸虽然
是一种表面现象，但是非常广泛并且还会
在大气中引起波浪。这些波到达电离层，
高达数百公里。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海啸会
引起电离层的明显变化，这些疾病的规模

是什么，管理它的机制是什么，最终找到
一种基于电离层观测来检测海啸的有效方
法。”

皮瓦市可再生能源研究中心
2019-08-22
皮瓦市正在建立一个可再生能源研发中
心。根据GlobEnergia提供给的信息，由
于皮瓦将成为一个零排放和能源自给自足
的城市再生能源研究中心将于今年开始运
作。 再生能源研究中心正在城市污水处
理厂建设。项目由GWDA公司以及皮瓦
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和大波兰省商会实施。
实验室将研究在城市经济中使用可再生能
源的可能性。整体由大波兰省区域业务计
划共同资助，项目获得551000兹罗提资
助，项目总投资近100万兹罗提。 科学家
和专家将在太阳能和风能领域开发新的，
更便宜和更经济的解决方案。目前，已经
建立了太阳能电池板和办公室集装箱，其
中将对与可再生能源有关的新技术进行研
究。 更多信息： https://globenergia.
pl/pila-miastem-samowystarczalnym-
energetycznie-powstaje-centrum-
badawcze-o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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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jciech Kamieniecki博
士：波兰需要更广泛的创新开
放
2019-08-23
波兰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NCBR）主席
Wojciech Kamieniecki博士在接受法律
日报的的采访时说道：“为了实现在波兰
实现未来经济的真正机会，需要更加开放
的创新和更大的企业家共同创造整个发
展支持生态系统的勇气。” 波兰国家研
究与发展中心（NCBR）主席确信研究与
开发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
来，数字的背后是长期繁荣的秘诀，奠定
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对此的信念来自于许
多研究和分析足以说明2018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Paul Romer）
因证明研发已经成为个体经济成功的关键
组成部分而获得了这种区别。 Wojciech 
Kamieniecki博士认为：“今天波兰企业
通过利用繁荣和可用工具，提高了研发投
资的门槛，最终面临西方企业的挑战，这
是值得的。否则，从雄心壮志成为欧洲
虎，我们将记住错失的机会。”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第一批
商业项目
2019-08-26
Łukasiewicz研究网在络四个月内完成350
个项目，汇集了波兰的研究机构。研究网
络旨在通过科学的无线电广播（RDC）有
效地为企业带来利益。 Łukasiewicz研究
网络负责人Piotr Dardziński说道：“到目
前为止，我们已经彻底查看了67个项目，
每个项目都由500人评估，我们选择了10
个最佳项目。” 这些项目将于10月初在波
兹南呈现给企业家。 Piotr Dardziński解释
道：“用商业语言说，我们想检查一下我
们是否可以出售这些项目，是否能找到合
作伙伴，他们将与我们一起向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提交申请，以便在技术开发方面
迈出第一步。”

西里西亚大学研究员获得领导
者竞赛
2019-08-27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物理研究所的Karolina 
Jurkiewicz获得了第十届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领导者竞赛。 Karolina Jurkiewicz将
获得超过140万兹罗提资金用于将实施“用
于锂离子电池阳极的替代催化石墨化碳材
料”项目。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负责人计
划面向代表各个科学领域的年轻科学家。
其目的是培养研究项目独立计划的技能，
并在研究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管理自己的团
队，其结果可以实际应用，并可在经济中
实施。

来自Jakub 学院的科学家在兹
维耶克的重大发现
2019-08-28
来自Jakub 学院的科学家在兹维耶克嵌
入了第一个空间石墨烯结构。科学家从
菜籽油中获取它们。 过程在油前体中产
生。浸没在油表面下的石墨电极被带到电
动舱口的点火距离。然后电极滑开并在其
间获得空间结构。 迄今为止，关于第一
空间石墨烯结构的沉积的研究已经用昂贵
且耗时的方法进行。这次是从菜籽油中获
得的，这对于药物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所发现的石墨烯类型可以是抗癌药物的载
体而没有有害的副作用，它可以用于构建
非常有效的电池并构建用于处理海水的
过滤器。 更多信息： http://www.ajp.
edu.pl/wydarzenia/4365-konferencja-
prasowa-nt-nowosci-naukowych-w-
ajp.html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研究
所、大学和工业联合会完成
ReCover项目
2019-08-28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研究所、大学和
企业家组成的联盟完成了“铼及其化合
物 或 合 金 的 层 和 涂 层 应 用 方 法 ” 项 目
（ReCover）。项目是作为CuBR计划的
一部分实施，计划是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

和KGHM波兰铜业合作。 项目开发了新的
铼涂层，用于在航空，工具和能源行业的
复杂操作条件下运行的工具和机器部件。
项目旨在扩大铼应用的范围，波兰是其中
一个主要生产国。 活动由以下机构联合进
行：有色金属研究所、可持续技术研究所
和焊接研究所、热舒夫科技大学、弗罗茨
瓦夫科技大学、华沙科技大学、AGH科技
大学、托伦哥白尼大学和等离子体系股份
有限公司。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科学家
在“领导者”计划中取得了成
功
2019-08-30
波兰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了第十届“
领导者”计划的成果。来自弗罗茨瓦夫科
技大学的科学家取得了成功。 “领导者”
计划通过实施具有实施和商业化潜力的研
究，促进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并
鼓励跨部门，大学间和机构间的流动。 今
年项目最多获奖者是弗罗茨瓦夫科技大
学，研究总共获得了1000万兹罗提的资
金。 获得资金的项目是： Magdalena 
Żuk博士的“EMotion  - 使用运动跟踪技
术和虚拟现实支持训练和康复的计算机
系统”项目； Paweł Sokołowski博士
的“Ultramizer，使用超声波雾化生产
粉末材料的系统“ 更多信息： https://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rekordowe-granty-ncbir-dla-naszych-
naukowcow-113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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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310 Sugar项目
2019-09-02
ME310 Sugar计划的招募工作将持续至
2019年9月9日，其中一部分来自世界各地
的国际团队的学生正致力于创造突破性的
创新。 ME310 Sugar是一个循环项目，
由Sugar Network根据最初源自斯坦福大
学的概念开发和协调。作为ME310的一
部分，国际学生团队正在研究由业务合作
伙伴报告和赞助的挑战。主题是开放的，
通常与未来产品，服务或解决方案的愿景
相关，在特定领域具有突破性潜力。 每
个项目团队将由来自Sugar Network的
两所不同大学的学生组成，目前包括来
自美洲，亚洲，澳大利亚和欧洲的约30
所顶尖大学，包括华沙科技大学。 更多
信息： https://www.nerw.pw.edu.pl/
Media/Files/REGULAMIN-ME310_2019

国际新兴行动竞赛
2019-09-02
截止至2019年9月17日可以提交参加国际
新兴行动（IEA）竞赛申请。这是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和波兰科学院
（PAN）合作推出的竞赛。 IEA计划旨在
支持新的伙伴关系（由年轻科学家参与）
和新的科学合作领域。不需要以前的科学
联系或联合出版物提交申请。 项目将由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和波兰科
学院（PAN）的专家进行评估。在波兰方
面，将使用以下标准：项目的科学质量（
预期科学效果的重量）; 科学的质量和团队
的互补性; 年轻科学家的参与。 竞赛结果将
于2019年12月公布。 更多信息： https://
international.cnrs.fr/en/campagne-
pics/

波兹南科技园地平线2020项目
2019-09-03
波兹南科技园将成为地平线2020计划下三
个项目的协调者。所有项目的实施将在假
期后立即开始。 第一个最大的项目专注于
支持“深度技术数字创业公司”进入国际
市场，建立与企业的合作和扩大其活动。
项目实施需要24个月，其预算为150万欧
元。 第二个项目是与塔林，考纳斯和马

拉加的外国创新中心交流沟通和营销活动
领域的经验和知识。将创建新工具以支持
科技园租户并吸引潜在客户。 第三个项目
Create4value将允许测试与大波兰企业
合作的创新方法。它假设通过共同创造与
公司合作，以释放其创新潜力并阐明实施
新产品领域的需求。 更多信息： https://
ppnt.poznan.pl/3-nowe-projekty-dla-
ppnt-z-horyzontu-2020/

卢布林高压工程研发中心
2019-09-04
作 为 卢 布 林 科 技 大 学 与 E n e r g o T e c h 
Lublin合作的一部分，高压工程研究与开
发中心成立。 新中心将主要处理电力行业
开发和实施的先进研究，包括中高压电缆
和架空线路参数的诊断和监测创新方法，
以及专用于这些网络的开关设备。 卢布林
科技大学校长Piotr Kacejko教授在接受东
方期刊的采访时说道：“卢布林科技大学
的员工和学生将获得新的，创新的科学和
教学设施。除了专业研究外，该中心还将
提供服务学生和博士生将获得基于新技术
的知识。教学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
希望根据最新的技术成就教育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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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竞赛
2019-09-04
波兰国家科学中心（NCN）与BiodivERsA
网络合作宣布了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国
际研究项目的BiodivClim生物多样性和气
候变化竞赛。 由参加竞赛的至少2个国家
的至少3个研究小组组成的国际财团可以申
请资助。波兰队的负责人必须至少拥有博
士学位。 根据波兰国家科学中心（NCN）
提供的信息，参与国家是：奥地利，比
利时，巴西（圣保罗州），保加利亚，
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
国，希腊，西班牙，爱尔兰，以色列，
立陶宛，拉脱维亚，德国，挪威，波兰，
葡萄牙，南非，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瑞
士，瑞典，土耳其。 在比赛中可以获得
研究团队的报酬，学生或博士生的报酬和
奖学金，购买或生产研究设备的资金，以
及与实施研究项目所需费用相关的其他费
用。 国家科学中心为波兰研究团队在竞赛
中执行任务分配的资金总额为50万欧元。 
更多信息： https://www.biodiversa.
org/1587

华沙科技大学开发新一代纳米
晶钢
2019-09-06
华 沙 科 技 大 学 材 料 科 学 学 院 的 团 队 在
Krzysztof Wasiak理学硕士的监督下正致
力于开发新一代纳米晶钢。这种钢的开发
很有可能主要用于生产工具，也适用于负
责机械部件和暴露于操作磨损的产品。 目
前用于制造工具的传统钢（所谓的工具
钢）坚硬耐用，但同时又易碎。因此，该
行业正在寻找替代材料。它们可以是纳米
贝氏体钢。它们提供高强度和可塑性的正
确组合，可以很好地生产许多钢元件。 
Krzysztof Wasiak获得了从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下的LIDER IX计划拨发的资金，资金将
用于实施“新一代具有碳化物纳米晶结构
的钢”项目。

波兰公司InPhoTech获得欧盟
委员会资助
2019-09-06
InPhoTech是继波兰科学基金会（FNP）
支持的波兰公司Scope Fluidics之后的另
一家公司，其潜力已在欧盟委员会竞赛中
获得215.5万欧元的资金。 InPhoTech公
司主要从事光纤工作。最大的挑战是构建
一种光纤，光纤也能在极端条件下正常工
作，即耐辐射或高温。 科学家团队负责人
Tomasz Nasiłowski博士说道：“我们的项
目NODUS涉及开发一种光纤，该光纤也可
以在放射性材料或非常高的温度下工作。
我们希望通过改变内部纤维结构来实现这
种效果。我们独特的光纤将由微小的毛细
管和玻璃棒构成，即特定的气玻璃微观和
纳米结构。欧盟委员会的拨款将用于我们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我们创新的多芯光纤
的商业化，这将是广泛引入5G网络的关键
解决方案。”

V4研究项目经理培训
2019-09-09
波 兰 科 学 院 邀 请 各 位 参 加 由 布 鲁 塞 尔
PolSCA PAN科学促进办公室和维谢格拉
德集团（V4）组织的研究项目经理免费培
训。 V4培训的秋季版将于11月18日至20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活动面向波兰科学院
的研究所，大学和波兰研究机构的员工，
他们每天根据欧盟的框架计划处理项目管
理。 讲座和研讨会使用英文进行，由欧洲
委员会的官员和专家以及致力于研究和创
新的机构组织。

第五届波兰 - 法国科学与创新
论坛
2019-09-09
法国驻波兰大使馆和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邀
请各位参加将于2019年11月19日举行的第
五届波兰- 法国科学与创新论坛。 论坛的
任务是加强波兰- 法国在研究和创新领域的
合作，包括在PHC Polonium科学家的双
边交流计划中。活动主题将是研究团队与
创新产业的合作以及欧洲国际研究中心的
创建和作用。 论坛面向科学家，大学员工

和研究所，官员，创新者和学生。 更多信
息： https://www.institutfrancais.pl/pl/
evs/v-forum-nauki

罗兹科技大学科学家参与国际
研究项目
2019-09-10
来自罗兹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将参加国际
项目HIPERION使用集成光学技术的效率
记录的混合光伏技术，使用集成光学技术
实现创纪录效率的混合光伏电池。项目已
获得欧盟拨发的1060万欧元。 来自瑞士电
子和微技术中心的Jacques Levrat是项目
协调员，他认为该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建
立一个实施突破性光伏技术的试验装置。 
来自罗兹科技大学的项目协调员Ireneusz 
Zbiciński教授说道：“我们在项目中的作
用是确定在系统生命周期结束后与施工，
运营，维护以及废物管理相关的环境影
响。具体任务涉及“环境回收期”的确
定，之后由专家组产生的清洁能源将补偿
系统建设和运行所产生的环境支出”。

格但斯克科学家赢得了欧洲研
究理事会资助
2019-09-11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医科大学生物技术大学
的Michał R.Szymański博士获得了欧洲研
究委员会资助的150万欧元资助。 欧洲研
究理事会（ERC）的拨款被授予ERC启动
资助，用于“解剖人类线粒体DNA修复机
制”项目。项目将实施五年。研究将有助
于理解修复人类线粒体DNA的基本原理，
这可能有助于理解广泛了解的线粒体疾病
的基础知识。 在ERC竞赛中获得资助是
一个特殊的奖励。ERC的使命是为开创性
的开创性研究提供资金，评估理念的唯一
标准是科学卓越。ERC拨款的指导座右铭
是高风险- 高收益。 更多信息： https://
ug.edu.pl/media/aktualnosci/90358/
prestizowy_grant_europejskiej_rady_
ds_badan_naukowych_dla_dr_hab_
michala_r_szymanski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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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使馆代表访问奥尔什丁
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
2019-09-13
9月初两个波兰- 中国联合研究项目在奥
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UWM）开
始。中国大使馆代表和江苏东科技教育顾
问领导访问了大学。 中国代表访问与奥尔
什丁科学家的巨大成功有关。在国家研究
与发展中心（NCBR）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科技部（MOST）共同开展的第一次波中
双边竞赛中，UWM的两个项目获得了资
助。 来自奥尔什丁的研究人员将与中国
科学家合作，在食品科学学院实施项目： 
“用于生产乳制品功能性成分的创新技
术和新产品的开发”（DairyFunInn）； 
“Artemis开发实时多系统电离层服务的先
进方法”将在大地测量学，空间工程和建
筑学院空间环境无线电诊断中心实施。

格但斯克科学家项目获得创新
孵化器 2.0共同资助
2019-09-16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格但斯克大学和格但斯
克科技大学联合实施的四个项目获得了创
新孵化器2.0项目的资助。 获得资助的项
目是： “在医学中应用智能标记的创新设
备，包括癌症的外科治疗”； “具有潜在
抗帕金森活性的物质的研究”； “为含有
益生菌的儿童开发牙膏配方，降低患龋的
风险”； “新的抗菌肽模拟物作为帮助治
愈感染伤口的潜在药物。” 创新孵化器2.0
是由欧洲基金资助的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的计划，孵化器的实施有助于发展企业家
精神和加强从公共科学中心到经济的技术
转让。 更多信息： https://gumed.edu.
pl/57808.html

Discouri中心
2019-09-19
波兰国家科学中心通知道：“他们在波兰
学习生物学，多年来他们在国外最好的
研究所进行研究，并在2018年他们赢得
了由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发起的新项目的
国际竞赛。现在，他们将在华沙波兰科
学院实验生物学研究所创建自己的研究团

队：Aleksandra Pekowska和Grzegorz 
Sumara领导的Dioscuri中心。” 科学与
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德国教
育与研究部部长Anja Karliczek、马克斯
普朗克协会主席Martin Stratmann和波兰
国家科学中心主任Zbigniew Błocki参加了
开幕式。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说道：“在Aleksandra Pekowska
和Grzegorz Sumara中心，我们设法吸
引了波兰分子生物学领域的两位世界级科
学家。这是我们使波兰科学景观国际化的
重要因素。” 由德国科学合作伙伴支持的
Dioscuri中心融资负担由波兰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以及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平均承
担。 Dioscuri是由马克斯普朗克协会开发
的一项计划，旨在支持中欧和东欧科学卓
越中心的发展。

克拉科夫农业大学创新与健康
和安全食品研究中心
2019-09-23
2020年初克拉科夫农业大学将成立创新与
健康和安全食品研究中心，研究中心投资
价值超过6400万兹罗提。 新中心的建立
是为了帮助URK开展科学活动，并使企业
家可能有兴趣使用的解决方案更加密集。
新建筑中将建造一个带仓库和磨坊的新
面包店和糕点店，一个带啤酒熟化装置的
小型酿酒厂，一条肉和鱼线，一条牛奶生
产线以及一条生产果汁，饮料和葡萄酒的
生产线。 克拉科夫农业大学新闻发言人
Izabella Majewska说道：“两个科学活
动领域将分开：经济，专注于与农业食品
行业的合作和创新研究成果的商业化以及
非经济性，处理自己的研究项目。”

第二届波兰-英国科学论坛
2019-09-24
第 二 届 波 兰 - 英 国 科 学 论 坛 在 波 兰 驻 伦
敦大使馆举行。 会议致力于波兰和英国
从事研究，创新，科学和交通领域的机
构。 会议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科学系主
任Aleksander Dańda博士主持。波兰国
家科学中心、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波兰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欧盟研究计划国家
联络点、波兰科学基金会的代表以及英国

机构代表：英国文化协会、医学研究理事
会、英国创新协会、英国英国国际大学、
英国科学院、皇家研究与创新学会出席了
会议。 会议特别讨论了联合王国和波兰
如何支持国家研究，创新和学术流动的发
展，以及波兰和英国科学家与高等教育机
构之间合作的可能性。

热舒夫科技大学与柳工德斯塔
机械有限公司合作
2019-09-27
热舒夫科技大学与柳工德斯塔机械有限公
司（Liugong Dressta Machinery Sp。）
签署了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促进了科学和
商业中心之间的经验交流与合作。 合作将
充分利用其可能性和经验，从而使科学和
商业中心之间能够进行最佳合作。在协议
中，双方承诺特别在以下领域进行合作：
在斯塔洛瓦沃拉和包括在中国在内的柳工
资本集团旗下的其他公司和工厂中进行科
学研究，研发工作，培训，学徒制和学生
实习，并通过热舒夫科技大学满足柳工机
械的需求。 柳工德莱斯塔机械有限公司
是重型建筑设备和功能强大的机器的制造
商，它们用于最苛刻的应用，包括矿山装
载机，推土机或管道层。

西里西亚大学DEEPWATER-CE
项目
2019-09-27
西里西亚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水文地质和工
程地质系的研究人员参加了DEEPWATER-
CE“开发实施解决方案来管理额外的地
下水供应，以促进保护受气候变化和用户
冲突威胁的中欧水资源综合方法”跨国项
目。 项目由Interreg中欧计划资助，其主
要目标是通过实施托管含水层补给系统来
支持水资源规划和管理，以解决气候变化
造成的缺水问题。 项目涉及匈牙利，克罗
地亚，斯洛伐克，德国和波兰的8个合作伙
伴。大学将在9月30日于索斯诺维茨举行会
议，借此机会结识参与者的意见及其在增
加地下水供应方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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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与Energa S.A合作
2019-09-30
格但斯克大学已与Energa S.A.签署了合
作协议。合作将以交换科学技术信息和文
献，出版和研究文献，以及组织联合的教
育和科学项目的方式进行。 合作协议规定
为Energa S.A.的需求开发分析，专业知识
和意见，交换科学和技术信息和文献，出
版和研究文献，以及各方合作以及组织讲
座和培训产生的研究成果。 签署方还同意
在组织科学会议，专题讨论会和其他形式
的知识和经验转让方面进行合作，并有可
能通过Energa S.A.为学生组织实习生，以
及联合开展科学技术和研发项目，以及共
同使用研发设备和科学仪器。

波兰博彩业近获得近1.05亿兹
罗提资助
2019-10-02
波兰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NCBR）宣
布 了 第 三 届 波 兰 博 彩 业 最 大 支 持 计 划
（GameINN）竞赛的结果。创建创新解
决方案的公司将获得近1.05亿兹罗提的资
金。 将获得支持的项目包括基于AR游戏引
擎的开发平台的开发，AR游戏引擎创建真
实世界的地图以及允许用户发送数据的应
用程序；测试和培训平台，用于验证使用
VR和AI技术的工作场所实践技能和专业发
展；基于人工智能算法构建轮式车辆行为
引擎并生成图表，以及使用基于工业4.0概
念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互动的创新
游戏模型，使用创新游戏模型模拟实际生
产过程的管理。 GameINN部门计划的目
标是到2023年提高波兰视频游戏生产商部
门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壳聚糖水凝
胶技术获得资金
2019-10-03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衍生公司Chitone有
限责任公司通过“快速通道”国家研究与
开发中心竞赛，获得了约550万兹罗提的资
金。资金将用于开发ChitoVelum®Pro技
术，这是一种使用碳酸溶解壳聚糖的专利
方法。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化学学院开发的

方法适用于农业食品工业。公司正在研发
可食用的涂料，以延长水果，鱼和蔬菜等
食品的新鲜度。由于其独特的成分，信封
将达到100％天然，其用途旨在减缓水分流
失的速度，并保护产品在运输和储存过程
中不受细菌和真菌感染。 公司还完成了与
私人投资者的会谈，后者将根据一项价值
超过2100万兹罗提的合同为长期投资计划
提供资金。 更多信息： https://pg.edu.
pl/aktualnosci/-/asset_publisher/
hWGncmoQv7K0/content/spolka-
chitone-pozyskala-ponad-25-mln-zl-
finansowania-na-rozwoj-technologii-
hydrozeli-chitozanu

别尔斯克 -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
大学将研究3D打印石墨烯浓缩
物
2019-10-04
别尔斯克 - 比亚瓦技术和人文大学的纺织
和高分子材料工程研究所将实施“在3D
打印技术中应用的石墨烯精矿”项目。国
家研究与开发中心在2014-2020年智能发
展运营计划下为项目拨发了资金。 项目旨
在生产基于含有石墨烯及其衍生物的热塑
性聚合物的浓缩物，这些浓缩物将用于生
产用于3D打印的新型创新长丝。 900000
兹罗提计划购买用于材料物理化学分析的
高级研究设备。这项研究将与科学联盟
成员卡托维兹Finotech 有限责任公司和
InnoPlast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进行。项目
总价值近380万兹罗提，其中近340万兹
罗提来自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 更多信
息： https://www.ath.bielsko.pl/duze-
doinansowanie-dla-projektu-iitimp/

Łukasiewicz有色金属研究院
将将获得1400万兹罗提投资
2019-10-08
Łukasiewicz投资研究网络有色金属研究
所将开始实施“7xxx系列高强度铝合金型
材的焊接挤压”项目。 项目旨在开发和实
施用于从难变形铝合金挤压出封闭型材的
技术。 项目由国家研究与开发中心根据现
代材料技术-TECHMATSTRATEG计划共同

资助。 项目由Łukasiewicz投资研究网络
有色金属研究所轻金属分部、AGH科技大
学有色金属部、信天翁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组成的科学联盟共同实施。项目共获得了
1400万兹罗提投资。

科学联盟寻求可降低道路建设
成本的技术
2019-10-10
由华沙科技大学、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华
沙路桥研究所与Orlen Asfalt、Lotos 集团
和Budimex共同组成了科学联盟以开发可
提高耐用性并降低道路建设成本的技术。 
科学联盟正在实施“通过使用改性沥青来
优化路面沥青结构”研究项目。 生产商和
科学家希望证实聚合物改性和高度改性的
沥青的影响。沥青HiMA（高改性沥青）在
路面的耐久性上，因此减少了道路建设和
维护的成本。研究结果将在明年公布，结
果应显示使用聚合物改性沥青建造人行道
的优势。科学家将进行检查，其中包括使
用改性沥青和PMB HiMA代替迄今使用的
道路沥青对路面施工的不同层的影响。

2019库亚维-波美拉尼亚省项
目
2019-10-10
比得哥什和托伦的大学将参与“库亚维-波
美拉尼亚省大学所产生的科学解决方案和
专利加速计划”项目。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通过“ DIALOG”计划为项目拨发了资
金。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卡兹
米尔兹·维尔基大学、哥白尼大学、银行
大学和托伦国立职业大学将参与该项目。 
项目旨在支持旨在实施解决方案的活动，
这些解决方案可提高科学研究的质量和竞
争力-与国际化有关，对开展的活动进行
有效评估，并加强科学和教学人员，还将
刺激创新并建立科学与经济之间合作的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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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博士生获得
钻石奖学金
2019-10-14
格 但 斯 克 科 技 大 学 博 士 学 院 博 士 生
Krzysztof Pyrchla赢得了钻石奖竞赛，奖
金高达220000 兹罗提。奖金用于实施第一
个独立研究项目“使用量子力学方法研究
变形对磷纳米结构的光电参数的影响”。 
研究项目旨在设计感官结构，该结构将用
于利用纳米级发生的现象来构建研究和测
量设备，并实现其他功能。测量重力加速
度或纳米物体的质量。 项目将基于量子力
学方法进行研究。 由于磷的化学不稳定性
和合成的高成本，项目的效果将在实施的
最后阶段通过与美国和中国的实验小组合
作以实验方式实施。 更多信息： https://
p g . e d u . p l / a k t u a l n o s c i / - / a s s e t _
publisher/hWGncmoQv7K0/content/
diamentowy-grant-na-badania-nad-
fosforenem

华沙科技大学科学家正在研究
防止表面结冰技术
2019-10-14
来自华沙科技大学材料工程学院的Rafał 
Kozera博士及其团队实施了IceSurfer项
目。 根据华沙科技大学促进和信息办公室
提供的信息，研究人员正在开发技术，以
生产可用于聚合物复合材料部件的憎冰（
即抑制冰）表面。 项目是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组织的LIDER IX计划的一部分。 Rafał 
Kozera博士说道：“由于装饰和保护的
原因，复合材料被一层称为胶衣的涂层覆
盖。 我们要修改此层，以使冰不粘在其上
或尽可能延迟冰晶的成核。 而且，如果冰
块沉淀下来，那么它应该具有较小的粘合
强度，并且更容易去除。”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科研项目
获得超过660万兹罗提
2019-10-15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获得了国家研究与发
展中心拨发的资金用于实施两项科研项
目“降低西里西亚生物医学技术区”。 “
使用微型实验室芯片仪器和方法在微重力

下进行生物医学研究的生物纳米卫星”项
目获得了400万兹罗提实施资金。项目由
SatRevolution 股份有限公司、弗罗茨瓦
夫科技大学，、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和
波兰科学院免疫学与实验治疗研究所组成
的科学联盟实施。 第二个获得资金的项目
是“开发一种从牙齿中获取和分离间充质
基质细胞（MSCs）的方法，以再生牙科中
的骨缺损“，项目将与牙科技术转让中心
联合进行并获得了270万兹罗提资金。

奥波莱大学将与Łukasiewicz
研究网络合作
2019-10-16
奥波莱大学将与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波
兰技术发展中心（PORT）合作。合作伙
伴签署协议涉及在大学临床医院创建的文
明疾病研究与创新中心的活动。 合作协
议由奥尔什丁大学临床医院主任Dariusz 
Madera和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波兰技
术发展中心主任Andrzej Dybczyński共同
签署。 Andrzej Dybczyński说道：“这
种合作对我们非常重要，为我们提供了合
作的机会，双方可以互相创造价值，也可
以互惠互利。对我们来说，作为从事医学
生物技术领域的实体，与医学界和医生的
直接接触非常重要。” 大学临床医院正
在为文明疾病研究与创新中心申请资金，
中心将建在医院旧洗衣房中。重建后将包
含实验室，磁共振成像，层析成像和教学
室。 更多信息： http://www.uni.opole.
pl/page/3104/bedzie-wspolpraca-
uniwersyteckiego-szpitala-klinicznego-
z-siecia-badawcza-lukasiewicz-port

托伦哥白尼大学学生获得波兰
欧莱雅奖项
2019-10-17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物理学，天文学和
计算机科学学院的物理系的学生Beata 
Zjawin是波兰欧莱雅第十九届“面向女
性和科学”计划的获奖者之一。 Beata 
Zjawin将获得每年20000兹罗提的奖学
金。她获得了波兰教育部最佳学生奖学
金，托伦市尼最佳学生奖学金，哥白尼大
学最佳学生奖学金以及享有盛誉的国际奖

学金SPIE光学和光子学教育奖学金。 今
年，来自39个科研机构的144名候选人申
请了欧莱雅奖学金。选择获奖者的依据是
对他们的科学成就，经验以及他们研究的
可能实际运用的评估。

波兰-德国研究团队获得超过
3000万兹罗提
2019-10-17
第三届贝多芬经典竞赛是关于人文，社
会 科 学 和 艺 术 科 学 以 及 精 确 技 术 与 技
术 科 学 的 精 选 领 域 的 波 兰 - 德 国 研 究 项
目 的 ， 科 学 家 将 获 得 总 计 超 过 3 0 0 0 万
兹罗提的奖金。 贝多芬经典比赛由国
家科学中心与德国研究界（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FG）合作
组织。共有130个项目申请了参加比赛，其
中63项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HS）
，而67项涉及某些精确技术科学与技术科
学ST以及化学，数学，物理学，材料科学
等领域。 获奖项目将由波兰和德国研究团
队共同实施。这项研究可以安排为2年或3
年实施，项目实施金额不能低于150000兹
罗提。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波兰-德国
研究项目
2019-10-21
来 自 弗 罗 茨 瓦 夫 科 技 大 学 数 学 系 的
Krzysztof Bogdan教授获得由国家科
学中心贝多芬经典竞赛波兰德国研究项
目拨发的60万兹罗提资金。 Krzysztof 
Bogdan教授是概率论方面的杰出专家。
他处理诸如边界势理论，薛定谔群估计和
Littlewood-Paley-Stein半群理论之类的问
题。Krzysztof Bogdan教授将与来自德累
斯顿工业大学的Rene Schilling教授合作实
施“针对非本地操作员的敏感性分析并申
请分步处理”项目。 贝多芬经典竞赛是波
兰与德国研究社区合作组织的竞赛，为所
有科学学科的基础研究提供资金。共同筹
资由人文，社会和艺术科学领域的项目以
及精确和技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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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oty ZAK集团建立研发中心
2019-10-21
Azoty ZAK集团将建立研发中心以支持
OXO领域和塑料加工领域方面的创新，集
团下的Kędzierzyn公司已获得实施战略投
资所需批准。 研发中心是公司扩展研究基
础设施，增强员工创造创新解决方案和保
护知识产权潜力的又一步。 项目是2018年
启动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实验室的延续，实
验室使Azoty ZAK 集团有可能在实验室规
模上复制生产过程并对获得的样品进行全
面测试。 投资是Azoty集团更新战略的一
部分，将有助于通过添加其他特殊酯来扩
大公司的产品范围，并扩展产品链和将醛
加工成特殊产品。

哥白尼大学获得贝多芬经典竞
赛资助
2019-10-22
在 第 三 届 贝 多 芬 经 典 竞 赛 中 托 伦 哥 白
尼 大 学 物 理 ， 天 文 学 和 应 用 计 算 机 科
学 学 院 与 路 德 维 希 · 马 克 西 米 利 安 大
学合作的 “纳米级热流的光学检测和
控 制 ” 项 目 获 得 了 1 0 0 万 兹 罗 提 的 资
金。 贝多芬经典比赛由波兰国家科
学 中 心 与 德 国 研 究 社 区 （ D e u t s c h e 
Forschungsgemeinschaft）合作组织。
科学家可以提交有关人文，社会和艺术科
学以及精确技术和技术科学的精选学科的
波兰-德国研究项目。 在今年的竞赛中科学
家提交了130个资助研究项目的申请。波兰
国家科学中心的专家从其中选择了34个最
佳项目，并向他们授予了总额超过3000万
兹罗提的资金。

波兰-德国研究小组获得资助
2019-10-23
卡托维兹大学贝尔吉什大学伍珀塔尔分
校和经济大学市场学系在波兰-德国贝多
芬经典比赛中获得了项目资金。 Marcin 
Komor博士和 Stephan Zielke教授将实
施“购物动机，贸易渠道偏好和跨渠道技
术对跨渠道行为的影响-德国和波兰之间的
比较分析”项目。 比赛由国家科学中心与
德国研究社区合作组织。获奖项目将由波

兰和德国的研究团队共同实施。研究将实
施2年或3年，实施该项目的波兰部分而要
求的金额不能低于150000兹罗提。 共有研
究人员提交了130个资助研究项目申请，其
中34个最佳项目获得了项目资金。

格兰特研究宇宙射线穿过银河
过程
2019-10-25
西里西亚大学和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的科
学家的“对解释穿过银河的宇宙射线的影
响所必需的破碎过程中的横截面的测量”
项目获得了第三届贝多芬经典竞赛的资
助。 Seweryn Kowalski波收和Michael 
Unger博士对轻和中原子核分裂过程中的
横截面进行测量。 研究结果将有助于理解
和解释在研究宇宙射线的实验中获得的数
据，尤其是其在银河系中的漂移。 比赛由
国家科学中心与德国研究界合作组织，波
兰-德国研究团队提交了130个项目。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科学
家获得Opus 16资助
2019-10-29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的研究人
员将研究解脂耶氏酵母的代谢途径，土壤
有机物与农药的相互作用，禽类对志贺毒
素的抗性以及甾醇甘油酯的特性。 研究经
费来自国家科学中心的Opus 16竞赛。 弗
罗茨瓦夫大学的土壤科学与环境保护研究
所负责的科学联盟将研究生物技术和食品
微生物学系的研究人员将研究解脂耶氏酵
母的代谢途径。 腐殖质的土壤组分与农
药相互相互作用的光谱和化学性质。 另
一个科学联盟将研究甾醇甘油酯及其在热
氧化过程中形成的产物的理化和生物学特
性。 弗罗茨瓦夫的研究人员也将研究为什
么鸟类对大肠杆菌产生的志贺毒素具有抗
性。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
edu.pl/aktualnosci/50141/naukowcy_
upwr_z_grantami_opus_16.html

Łukasiewicz-精密力学研究所
与保加利亚科学院合作
2019-10-30
Łukasiewicz精密机械研究所（IMP）与保
加利亚科学院（BAS）签订了无限期合作
协议。这是Łukasiewicz精密机械研究所
与保加利亚科学院先前项目的结果，波兰
科学院冶金与材料科学研究所也参与了项
目的研究，项目涉及在DLC纳米金刚石上
实施复合涂层。 Łukasiewicz作为研究网
络向所有形式的网络和合作开放，从而导
致项目的开发和商业化。我们在自动化，
化学，生物医学，远程信息学，材料工程
和先进制造技术领域拥Łukasiewicz研究
网络副总裁Michał Janasik说：“45000
千个最佳专家、研究人员和独特的研究基
础设施使我们成为寻求创新和寻求发展其
R＆D项目的科研机构的有吸引力的合作伙
伴。”

格但斯克大学科学家在
Miniatura竞赛中获得资助
2019-10-31
格但斯克大学的六名员工将在Miniatura
竞赛的资助下实施他们的科学项目。 国家
科学中心竞赛的获奖者是： Magdalena 
Płotka博士的“分析构成裂解蛋白N端
区 域 的 合 成 肽 的 结 构 和 功 能 ， 特 别 侧
重于新的抗菌肽肠肽”项目； Łukasz 
Pietruszyński博士的“泥炭沼泽地下水流
模拟领域的科学实习”项目； Agnieszka 
Szmelter-Jarosz博士的“波兰婴儿潮一
代，X，Y和Z代的流动性模式”项目； 
Łukasz Marek Sobolewski博士的“铌
原 子 水 平 的 兰 德 系 数 的 测 定 ” 项 目 ； 
Krzysztof Stasiak博士的“执行限制自由和
对社会有益的工作的惩罚的效力”项目； 
来自法律和行政学院的Hanna Wolska博
士的“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机构在地质
和水文地质领域实施公共任务”项目。 
更多信息： https://ug.edu.pl/media/
aktualnosci/91600/laureaci_trzeciej_
e d y c j i _ k o n k u r s u _ n a r o d o w e g o _
centrum_nauki_miniat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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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科学家在2018BiodivERsA 
Call竞赛取得成功
2019-10-31
由 国 家 科 学 中 心 共 同 组 织 的 2 0 1 8 
BiodivERsA Call“生物多样性及其对动
物，人类和植物健康的影响”竞赛为波兰
研究团队带来了成功。 共有49个项目申
请参加竞赛，其中10个获得了资助，总金
额约为1190万欧元。波兰科学家将实施六
个项目，其中两个项目与华沙生命科学大
学协商的情况下进行的。 来自克拉科夫农
业大学的HajnalkaS zentgyörgyi博士将
与华沙生命科学大学、法国、德国和瑞士
的团队共同合作实施“ VOODOO在全球
变化的压力下野生和驯化授粉媒介病毒感
染的生态进化动力学”项目。 来自托伦·
哥白尼大学的Werner Ulrich教授将与华沙
生命科学大学、德国、法国、匈牙利、爱
尔兰、荷兰和斯洛伐克的团队共同合作实
施“ FunProd，在生态集约化影响下功能
多样性与粮食生产和质量之间的关系”项
目。

中型城市大学将获得资助
2019-10-31
中型城市大学将获得资助 国家研究与发
展中心组织的支持商业服务部门人力资源
开发项目竞赛已正式开始。在由欧洲基金
资助的竞争项目-运营计划知识教育发展
（PO WER）中，将为项目拨发8000万兹
罗提，以支持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型城
市的大学。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目标是
支持中等城市的大学发展教育形式，使学
生能够根据商业服务部门雇主的需求来提
高自己的能力或资格。 中型城市不仅应保
持其社会经济功能，而且应比以往更大程
度地利用其潜力。通过引导公共资金采取
具体行动，我们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同时提高了这些城市的投资吸引力。 副
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认为：“更高的教育水平和大学与
企业家之间良好的合作条件是支持地区发
展的重要因素，这对整个国家的发展至关
重要。”

波兹南密奇维茨大学研究人员
获得Miniatura竞赛资助
2019-11-04
波兹南密奇凯维奇大学的研究人员获得
了来自国家科学中心组织的Miniatura 3
竞赛的补助。 比赛的获胜者是： 来自库
亚维亚-波美拉尼亚省Karolina Jolanta 
Leszczyńska博士的“ 泥炭沼泽中火
山 釉 的 地 球 化 学 和 全 新 世 年 代 学 “ ； 
Małgorzata Adamiec博士的评估阿拉
伯菊对Egypsido蛋白的高温度和显着温度
响应的重要性”项目； Martyna Nowak
博士的“艾替膦酸及其与竞争金属离子的
络合反应”项目； Adrian Kovachev博
士的“威廉·马赫（Wilhelm Mach）些
给波兰和保加利亚同事的信，作为研究文
学反同性恋社区微观历史的基础”项目。 
Miniatura竞赛的目的是为准备未来研究项
目的科学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喀尔巴阡山创新中心授予热舒
夫大学近400万兹罗提
2019-11-05
喀尔巴阡山创新中心总结了科学单位研究
与开发（R＆D）赠款计划下的项目共同筹
资申请。热舒夫科技大学获得达14笔总额
超过170万兹罗提赠款。 来自热舒夫科技
大学，热舒夫大学和热舒夫信息技术与管
理大学的25个最佳研究团队获得了近400
万兹罗提的赠款。项目联合融资的最高金
额为200000兹罗提。 喀尔巴阡山创新中
心Jacek Kubrak说：“项目不仅是提供
资金，而且以后还要与研究团队合作使他
们的工作足以满足市场和期望。我们希望
进一步支持此类活动”。在25个获奖申请
中，多达16个项目有机会进行商业化。

波兰-德国科学联盟研究现代复
合材料
2019-11-05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开始
实施“用天然硅藻增强的现代金属基复合
材料”项目。 项目由波兰Metalworking 
Cluster、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德国弗
劳恩霍夫研究所、Stifterverband金属组成

的科学联盟实施。波兰部分由国家研究与发
展中心的CORNET 26计划拨发了近130万兹
罗提，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将获得74.5万
兹罗提。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的科学家
的任务是生产，检查具有金属基质且具有自
然增强的硅藻壳形式的现代复合材料。

波兰-德国对山毛榉种群基因组
变异性的研究
2019-11-06
来自比得哥什卡齐米兹·维尔基大学和法兰
克福德国歌德大学的科学家团队将对山毛榉
种群的基因组变异性进行研究。贝多芬人寿
竞赛为项目提供了研究资金。 项目将基于
以前使用基因组扫描方法（ddRADseq）
进行的研究，研究遗传多样性和代表中欧定
义的该物种的三个主要避难所的自然山毛榉
种群之间的多样性（参考种群）。 研究结
果对于理解中性和适应性基因组区域的变化
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于保护遗传资源的
背景下对山毛榉遗传资源的管理非常重要，
而且在包括林业育种和辅助迁徙在内的林业
实践中也很重要。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创建了数
字头部模型
2019-11-06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科学家创建了一个
两岁孩子的头部的数值模型。科学家还将
计划创建中年成人和老人头的模型。模型
旨在模拟道路交通事故，并有助于为骑车
人和其他安全设施构造更好的头盔。 科
学家团队的负责人Mariusz Ptak博士说
道：“科学家根据医疗记录重建了一个两
岁孩子的头部的磁共振成像。 这是一个可
绘制几何图形（即平均两岁孩子的头部形
状）的模型，而不仅仅是动画或可视化。
数字代码也知道其材料属性。简单地说：
计算机算法“知道”大脑的构成。“ 来
自波兰和葡萄牙的科学家的工作是在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资助下进行的，该中心
是“用于模拟颅脑创伤病理生理的人头多
元模型数值系统”。 更多信息： https://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na-pwr-powstal-numeryczny-model-
glowy-dwulatka-113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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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茨凯维奇大学研究人员赢得
贝多芬经典竞赛
2019-11-07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研究人员获得了
由国家科学中心和德意志科学基金会举办
的贝多芬经典和贝多芬生活竞赛。 贝多
芬经典赛的获胜者是Jędrzej Walkowiak
博士与来自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的Walter 
Leiter教授实施的“ SILP / scCO2系统中
的催化氢化硅烷化-减少炔烃，亚胺和羰基
化合物并使其功能化的创新方法”项目； 
Maciej Karpiński博士与欧洲Viadrina大
学的Cornelia Müller教授一起实施的“职
业：富有表现力的运动和情感态度，德国
联邦议院和波兰下议院的政治辩论”项目 
贝多芬生活大赛的获奖者为：Sławomir 
Stanisław Cerbin博士的“寄生虫的进化
能否增强全球变暖的影响？”项目和Artur 
Michał Jarmołowski教授的 “ U1 snRNP
和聚腺苷酸-新的连接”项目。

为“太空”领域研究项目筹集
资金
2019-11-13
11月13日至14日将在华沙大学举行国际
信息日暨太空领域经纪会议。 会议将专门
讨论在地平线2020竞赛中获得资金的可能
性。 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为最近的“地平
线2020”太空竞赛（欧盟最大的研究和创
新计划）下的项目提供融资机会。 比赛
预算为2.23亿欧元。 国际信息日的组织者
是：欧盟研究计划国家联络点，COSMOS 
2020 plusSPACE联络点网络和华沙大学。 
活动期间专家们将介绍竞赛规则和新的欧
盟框架计划“地平线欧洲”的初步假设，
该计划将取代“地平线2020”。

汽车保险风险评估系统
2019-11-14
圣十字科技大学、Łukasiewicz研究网络-
汽车工业学院和Globtrak将共同保护道路
驾驶员的安全。科学联盟将开发创新的汽
车保险风险评估系统。 凯尔采科技大学
将研究驾驶员的习惯和驾驶技巧，针对不
同的类别和不同的天气条件。 世界杯机电

与机械制造学院院长兼项目经理Tomasz 
LechStańczyk教授说道：“将在汽车中安
装特殊设备，这些设备会将数据发送到中
央计算机。在此基础上，大学员工将针对
给定的驾驶员进行评估。研究主要是运输
和保险公司。” 创建该系统的工作已经开
始。整个项目的价值超过430万兹罗提。国
家研究和发展中心提供了380万兹罗提的共
同出资。

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
研究员获得富特赖特奖学金
2019-11-15
来 自 什 切 青 西 波 美 拉 尼 亚 科 技 大 学 的
Mirosław El Fray教授获得了美国富布赖特
计划奖学金。Mirosław El Fray教授将在美
国进行为期四个星期的研究。 Mirosław El 
Fray教授是高分子生物材料工程领域的专
家，Mirosław El Fray教授将实施“绿色聚
合物的酶催化”项目。在俄亥俄州立大学
将在高分子工程和化学Judit E. Puskas教
授的杰出专家的指导下进行实施项目。这
些将是对新型聚合物材料的实验性工作，
这些酶的合成将用作天然催化剂。 富布赖
特STEM影响力奖是一项奖学金计划，面向
代表STEM领域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的活跃研究人员。其目的是支持合作以发
展科学，文化以及人际和机构间关系。 更
多信息： https://www.zut.edu.pl/zut-
strona-glowna/informacje-biezace/
article/prof-el-fray-z-amerykanskim-
stypendium.html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中机构
合并
2019-11-18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所属的研究所正在
联合起来，因此它们将在研发市场上更有
效地竞争。本月华沙应用光学研究所与也
位于华沙的Tele and Radio Technical 
Inst itute合并，不久的将来还将进行进
一步合并。 2020年1月1日，位于华沙
的COBRO包装研究所将与罗兹市的生
物聚合物和化学纤维研究所合并。 2020
年4月1日，华沙：制药学院，生物技术
和抗生素研究所将与工业化学研究所合

并。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负责人Piotr 
Dardziński道：“这是事物的自然秩序和
明显的国际趋势。相互关联的研究所具有
更大的商业化潜力，组织能力更强，并且
具有更大的为大型财团提供价值的能力。 
在研发市场上建立强大的实体可以促进单
位的更有效发展，并促进开展业务。”

西里西亚大学青年研究人员获
得杰出青年科学家奖学金
2019-11-19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的五名科学家赢得
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针对杰出青年科学家
（不超过35岁）的奖学金竞赛。 来自物
理科学领域的Magdalena Tarnacka和
Jakub Spiechowicz博士、来自材料工程
领域的Karolina Jurkiewicz博士、来自文
学领域人文学院的Michał Kłosiński博士、
来自制药科学领域精确技术科学学院的
Justyna Knapik-Kowalczuk博士获得了
奖学金。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奖学金授予
从事高水平创新研究并具有国际科学成就
的人员。

哥白尼大学六位科学家获得
Miniatura计划资助
2019-11-19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的六名科学家获得
了国家科学中心Miniatura计划的资助。 
Agata Pacuła博士将实施“水溶性硒硒
酸盐，硒有机化合物生物利用度低的问题
的解决方案”项目； Tomasz Jasiakiewicz
博士将实施“波兰和外国法律中的遗嘱解
释”项目； Karolina Sikorska博士将实
施“当代视觉艺术家的生活叙事-初步研
究”项目。 Tomasz Jędrzejewski博士将
实施“ Coriolus versicolor提取物作为M1 
/ M2巨噬细胞表型的潜在调节剂-研究乳
腺癌细胞与巨噬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项
目；Sonia Szymańska博士将实施“寻找
限制人类病原微生物在农作物中定植的生
物活性化合物”项目；Dawid Szostek教
授将开发一种经过验证的量表来衡量工作
中的适得其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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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学中心竞赛
2019-11-20
国家科学中心针对所有研究人员和研究项
目的OPUS 17竞赛及针对尚未获得博士学
位的研究人员实施的项目的PRELUDIUM 
17竞赛已经正式结束。排名清单包括超
过5,000个项目，项目价值近3.903亿兹罗
提。 共有3145份申请提交参加竞赛，获得
的总金额接近21.4亿兹罗提。国家科学中
心专家完全有资格为520个项目提供资金，
价值390 268 309兹罗提。平均有16.5％的
已提交申请获得了资助。 精确科学和技术
科学的代表将执行OPUS 17和PRELUDIUM 
17竞赛中的大多数项目。在提交的1,165
份申请中，有193个项目的预算超过1.423
亿兹罗提，符合资助条件。生命科学的代
表获得的赠款略少，有170笔赠款（已提
交1026份赠款），但这些赠款的金额高达
1.866亿兹罗提。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
的代表获得了157笔赠款（已提交954笔赠
款），总价值为6,130万兹罗提。

奥波莱科技大学科学家称为欧
盟委员会专家
2019-11-21
奥波莱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Anna 
Jasińska-Biliczak博士再次被任命为评估
欧洲中小企业执行机构（EASME）提交的
研究与开发项目的团队。 Anna Jasińska-
Biliczak博士参加了FTI和INNOSUP计划中
的项目评估。 INNOSUP计划的目标是商
业化，共同出资的项目被视为试点项目，
并得到欧盟委员会的直接赞助-告知大学。 
FTI创新快速通道是一项计划于2018-2020
年进行的竞赛，其年度预算为1亿欧元。欧
盟委员会通过FTI支持先进和专业的解决方
案-包括与设置标准，高级测试，试点和演
示，真实条件下的验证，业务模型的认证
和验证有关。 更多信息： https://wu.po.
opole.pl/nasz-naukowiec-ekspertem-
komisji-europejskiej/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杰出青年
研究者奖学金
2019-11-21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五名年轻科学
家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颁发的奖学
金，奖学金获得者将得到为期三年的奖学
金，每月金额为5390兹罗提。 申请由一个
咨询小组进行评估，小组从科学和高等教
育总理事会，科学评估委员会和青年科学
家理事会提出的候选人中选拔。来自波兰
各地的211名科学家获得了奖学金-包括29
名博士生。 获得奖学金的名单为： 来自
机械系的Marcin Kaszuba博士、Adam 
Narbudowicz博士、来自电子学系的
Róża Goścień博士、来自基本技术问题学
院的Michał Baranowski博士和来自化学
系的 Jan Zaręba硕士。 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奖学金提供给进行创新，高水平科学研
究并享有很高知名度和国际科学成就的年
轻科学家。

奥波莱大学获得波兰智能发展
奖提名
2019-11-22
奥波莱大学自然科学与技术学院生物系统
生物学硕士专业国际化因实施“古生物
学”而获得“ 2019未来研究”类别的波兰
智能发展奖提名。 项目由生物系统学独立
系（现为生物学研究所）的古生物学家实
施，并于今年以17名硕士的晋升而告终。 
波兰智能发展奖是一项全国性的殊荣，旨
在表彰从事科研活动的波兰科学机构，机
构和公司作为欧盟和国家计划的一部分实
施的最具创新性的项目，这些创新性投资
和解决方案通过其创新性投资和解决方案
适用于波兰的可持续发展。

西里西亚大学研究人员赢得
Preludium竞赛
2019-11-25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的四名研究人员赢得了
Preludium竞赛，奖项是针对开始事业但
没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 研究人员将
执行以下项目： “隐私权和在选择个性
化互联网广告过程中被遗忘的权利-一种

法律模式”； “分居父母的替代照料和父
母的责任”； “在暴露于氧化石墨烯和/
或抗坏血酸后，从野生系中评估模型动物
Acheta domesticus的繁殖潜能，卵黄蛋
白原的表达和端粒长度，并选择其寿命”
； “通过环加成反应开发对称的3,9-二取
代substituted基-新纳米结构。” 1094个
项目已提交给第17届国家科学中心竞赛，
其中212个有资格获得资助的申请。

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家赢得国家
科学中心竞赛
2019-11-26
西里西亚大学的五名研究人员赢得了国家
科学中心竞赛并将实施他们的项目。项目
研究经费总值超过41；0万波兰兹罗提。 
获得资助的项目是 “水上小说：难民与海
洋”； “妇女的社会法律正义，分析女性
圈子“； “有限尺寸和表面相互作用之
间的相关性及其对二维空间受限材料的分
子动力学的影响。 空间限制的大小适用
吗？” “ TreesBEEs-树木是生态系统转化
的生物地貌因素-在树根，根际细菌和菌根
真菌的影响下，生物风化，初始土壤发育
和斜坡形成”； “冰川新元古代倒计时到
生物学的大爆炸”。

波兰，奥地利，捷克共和国和
斯洛文尼亚研究团队新竞赛
2019-11-27
所有科学学科基础研究领域的研究项目将
于2020年2月参加国际CEUS-UNISONO
竞赛，竞赛计划由波兰，奥地利，捷克共
和国和斯洛文尼亚的研究团队进行双向或
三方合作实施。 从2021年开始，项目计
划应安排为24、36或48个月（不包括与
捷克共和国的合作）。 竞赛将作为CEUS
计划的一部分进行，波兰由国家科学中心
（NCN）与来自以下国家的外国合作伙
伴机构合作组织：奥地利科学基金-Fonds 
zurFörderungder 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捷克共和国GAČR-捷克科学
基金会-Grantováagentura、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研究机构。 更多信息： http://
ncn.gov.pl/sites/default/files/pliki/
CEUS-pre-announc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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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科技大学四个项目获得
资助
2019-11-29
波兹南科技大学的四个年轻研究人员的项
目获得了Prelude竞赛资助。此次国家科
学中心竞赛的对象是尚未获得博士学位的
科学家 获得资助的项目是： 来自交通工程
部门的mgr Katarzyna Olga Pietrzak的“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在波兰土地上开发
起重机设备” 项目； 来自技术物理学院
的Marta Izabela Przychodnia的“基于
稀土和铂的二维磁性表面合金。用原子分
辨力研究电子和磁性项目； 化学技术部的
Damian Krystian Kaczmarek “双铵，双
膦和第三代铵-磷离子液体”项目和Dawid 
Kasprzak 的“基于生物聚合物的电化学电
容器组件”项目。

能源项目启动
2019-12-04
有 2 0 0 多 人 对 为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NCBR）的新计划提出构想-巨大挑战：
能源，参加了启动这项事业的会议。 项目
以美国DARPA大挑战技术竞赛为模型，
旨在开发解决方案，以最有效的方式利用
风。 竞赛奖金高达100万兹罗提。 参与者
的任务是开发解决方案，以使最有效的方
式利用低速风：用于生产，存储和返回能
源。 将要设计的设备旨在用于家庭。 更多
信息： wielkiewyzwanie.ncbr.gov.pl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科学家赢得
Opus 17竞赛
2019-12-09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三位科学家获得了
国家科学中心Opus 17竞赛。科学家们
将获得480万兹罗提资助资金。 Zoia 
Mazerska教授将与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
学合作共同实施““新型抗肿瘤不对称双
ac啶与DNA和ABC蛋白的特异性相互作
用及其调节酶活性和核受体转录的能力是
其作用分子机制的一部分”项目； Michał 
Piotr教授将实施“面向未来无线电系统的
新型移相器滤波器和无源多功能系统”项
目； Małgorzata Zięba教授将实施“与

当代组织中的知识有关的威胁”项目。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研究人员赢
得Prelude 17竞赛
2019-12-10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两名研究人员赢得了
国家科学中心组织的Prelude 17竞赛。 尚
未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研究人员将参加比
赛。 来自技术物理和数学学院的Karolina 
AnnaGórnicka硕士获得了19万兹罗提将
用于实施“基于碱土金属的拉夫斯化合物
的超导性”项目。 来自建筑部的Joanna 
Badach获得了将近13万 兹罗提用于实
施“城市通风管理和空气质量监测的空间
方面：综合评估方法”项目。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产生益生
菌菌株技术
2019-12-10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已与Sanprobi有限
责任公司签署销售合同，以商业用途使用
大学科学家和波兹南天然纤维和草药植物
研究所开发的五种技术 销售合同涉及作
为波兹南大学应用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开发
的技术。所开发的制剂包括10株益生菌
菌株，并结合成几种保护牲畜免受致病性
大肠杆菌和产气荚膜梭状芽胞杆菌感染的
组合物。 Sanprobi是一家拥有唯一波兰
资金的公司，公司成立于2008年并迅速
成为波兰公认的人类益生菌补充专家。公
司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涉及波兰和国外研
究中心的研究人员。 Sanprobi的想法是
创建支持微生物群的新解决方案。 更多
信息： https://puls.edu.pl/ogloszenia/
dmik/komercjalizacja-patent-w-na-
priobiotyki-i-eubiotyki-uniwersytet-
przyrodniczy-w

波兹南科技大学五位科学家赢
得Miniatura 3竞赛
2019-12-11
波兹南科技大学研究人员赢得了第三届国
家科学中心Thumbnail竞赛并且获得了五
笔研究资金。 获奖者是： 来自环境工程
研究所的Beata Mądrecka博士的“确

定净水过程中使用的生物活性炭过滤器中
抗药性细菌的生长可能性”项目； 来自
自动控制，机器人和计算机工程研究所的
Paweł Mendant博士的“应用图论方法
对不平衡数据进行分类“项目； 来自电气
和工业电子学研究所的Łukasz Knypiński 
博士的“直接启动的同步电动机的全面优
化”项目； 来自数学研究所的Ziemowit 
Domański博士的“根据变形量化在非交
换空间中的量子力学”项目； 来自材料
研究所和量子工程研究所的Przemysław 
Głowacki博士的“对用于原子计量学和
工程学的锰原子中超细结构的初步研究”
项目。

Hydromech 股权有限公司获
得使用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科学
家发明权利
2019-12-12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和Hydromech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公司
获得了由机械工程学院的力学和机电一
体化系开发的有关卫星发动机精确机构
的发明使用权。 Hydromech 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主席Karina Gronkowska说
道：“我们很高兴在我们的发展计划中，
我们可以支持该国领先的研究型大学，即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研发潜力。我们已获
得许可权的解决方案就是这种创新的完美
典范。 ” 更多信息： https://pg.edu.
pl/aktualnosci/-/asset_publisher/
hWGncmoQv7K0/content/umowa-
licencyjna-na-wynalaz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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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近三分之二的成年人会扔
面包
2019-12-12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研究结果显示波兰只有
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养成习惯，在购买前检
查橱柜和冰箱的内容，并准备必要的产品
清单。 作为“家庭粮食浪费”的项目的一
部分，对家庭中有代表性的食物垃圾进行
了定量研究。 “开发一种监测浪费食品
的系统和一项有效的计划，以合理化损失
并减少食物浪费。”项目由国家研究与发
展中心根据GOSPOSTRATEG计划资助。 
只有三分之一的波兰人会在食品存储过程
中正确管理食品，以限制食品投掷，即采
用“先进先出”原则。 根据这项研究还
确定了在波兰家庭中最常丢弃的产品。尽
管频率不同，但成年人中有62.9％的波兰
人，57.4％的新鲜水果和蔬菜（不包括马
铃薯和其他块根作物）的收受率为56.5％
。

第三届Dioscuri比赛
2019-12-12
波兰国家科学中心举办了Dioscuri竞赛。 
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可以申请在波兰建
立三个科学卓越中心。 Dioscuri比赛是在
德国Max Planck学会的倡议下发起的，
第三次与波兰国家科学中心合作组织。 竞
赛旨在使在波兰的研究团队的建立能够成
功地在国际舞台上竞争。 这项竞赛向所有
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开放。 提案征集活动
持续到2020年3月23日。 在比赛中选定的
领导者将建立并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小组
将在该领域取得显著成果。 300000欧元将
分五年分配给研究小组 更多信息： http://
ncn.gov.pl/dioscuri/dioscuri3/call-
announcement

RNA生物学实验室
2019-12-16
2020年1月9日华沙国际分子细胞生物学研
究所将正式成立RNA生物学实验室。 新的
研究小组将由 Andrzej Dziembowski教授
领导。RNA生物学实验室将致力于研究所
谓的基因表达调控 笔录后水平。 Andrzej 

Dziembowski教授是世界一流的分子生物
学家，生物化学家和遗传学家。 波兰科
学院成员。 他是享有盛誉的ERC起始拨款
（2012）和波兰科学基金会奖（2018）
获奖人员。 项目是在欧洲资助的ERA主席
Horizon 2020“健康与疾病中的分子信号
传导途径-跨学科卓越中心”（MOSaIC）
下实施的。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博士成为
研究执行机构专家
2019-12-17
来 自 波 兹 南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的 J a n e t t a 
N iemann博士被任命为研究执行机构
（REA）的专家，该机构在欧盟委员会授
权的范围内行事。 Janetta Niemann博
士在波兹南大学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遗传
与植物育种系工作。她将就与“地平线
2020”计划有关的问题提供建议，并参与
评估根据“地平线2020”-2018-2020工作
计划提交给可持续粮食安全执行机构的项
目。 地平线2020是一项研究和创新框架计
划，计划于2013年12月被欧洲议会和欧盟
理事会通过。这是迄今为止欧盟最大的研
究和创新项目。计划的预算为800亿欧元，
其中28亿欧元将用于研究和创新。

波兹南经济大学研究员获得波
兰智能发展奖
2019-12-17
来自波兹南经济大学的Ewa Sikorska教授
因实施由国家科学中心资助的“光谱指纹
作为检测果汁质量的工具’”项目而获得
了2019 波兰智能发展奖的未来科学家类别
奖项。 来自波兹南经济大学质量科学研究
所技术和仪器分析系的一组科学家在Ewa 
Sikorska教授的指导下研究了果汁，苹果
汁和浆果汁以及混合汁。在研究中科学家
使用了光谱学方法。 波兰智能发展奖的获
奖者是在工作中表现出面向未来方法的实
体和个人，其活动构成了该国可持续经济
发展的基础。奖项的内容合作伙伴是西里
西亚科技大学的西里西亚商业道德与可持
续发展中心，以及智能发展中心组织者。

华沙大学提出5个优先研究领
域
2019-12-18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以及科学和高等教育副部长Anna 
Budzanowska会见了华沙大学当局。 华
沙大学赢得了“卓越计划-研究型大学”竞
赛。 在会议期间，提出了5个优先研究领
域的发展计划，这些计划将在竞争中予以
实施： -地球研究，一种综合的多学科方
法，用于识别对环境，生物多样性，气候
和健康的威胁，并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案， 
-处于微观和宏观世界的核心，寻找未来的
突破性创新：确保可持续发展的材料，能
源和技术， -PB挑战，用于分析大数据集
的高级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工具-从证券交易
所的随机过程到医学诊断， -扩大人文学科
的边界，跨学科学科的人文学科研究，开
发创新的工具和模型，扩大对思想，语言
和文化的理解， -寻找针对全球挑战的区域
解决方案，多学科团队研究流动性，多维
不平等和数字化转型的后果。

国际城市规划竞赛
2019-12-23
波兰国家科学中心（NCN）与JPI欧洲城
市网络合作宣布一项国际研究项目竞赛，
这是ERA-NET共同基金城市无障碍连通性
（EN UAC）计划的一部分，涉及与现代
城市和城市化地区发展相关的主题领域。 
由来自至少3个国家/地区的至少3个研究
团队组成的国际联合体可以申请资助。波
兰团队的负责人必须至少具有博士学位。 
参加比赛的国家是：奥地利，比利时，塞
浦路斯，丹麦，法国，荷兰，拉脱维亚，
德国，挪威，波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
亚，瑞典，土耳其，英国，意大利。 波兰
国家科学中心为竞争中的波兰研究团队执
行任务而分配的资金总额为50万欧元。 更
多信息： https://jpi-urbaneurope.eu/
calls/enu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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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科学基金会奖学金
2019-12-24
波兰科学基金会（FNP）举办了第七届学
术奖学金竞赛。奖学金可以分配给前往著
名的外国科学中心的旅行，以进行研究工
作。 今年比赛的获奖者是： 来波兹南密茨
凯维奇大学化学系的Bronisław Marciniak
获得了每月5500美元的奖学金，他将前
往美国圣母大学进行为期4个月的访问； 
来 自 克 拉 科 夫 的 雅 盖 隆 大 学 历 史 系 的
Wojciech Bałus获得了每月,000欧元的奖
学金，他将前往德国慕尼黑艺术博物馆进
行为期3个月的访问； 来自波兹南科技大
学电子与电信学院的Marek Domański将
获得每月5500美元的奖学金并将前往日本
名古屋大学进行为期3个月的访问。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员工获得波
兰智能发展奖
2019-12-24
来自西里西亚机械工程学院工程与生物医
学材料系主任Tomasz Tański教授、西里西
亚工业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与聚合物技术
系的Przemysław Data教授获得了波兰智
能发展奖的未来科学家类别奖项。 奖项是
在乌涅尤夫举行的第四届智能发展论坛上
颁发的，这是一个致力于改变国家的新技
术，创新，发明和创新投资的经济活动。
在论坛期间有讨论小组和讲座以及关于以
下内容的演讲最新技术，自动化和人工智
能。 智能发展中心是智能发展论坛的主要
组织者和发起者。活动名誉赞助包括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卫生部，能源部，数字化
部，国家研究开发中心和专利局。

波兰和德国科学家研究成果在
《自然通讯》杂志发表
2019-12-27
由托伦哥白尼大学物理研究所的Karolina 
Słowik博士协调的波兰-德国量子物理学
家和化学家团队研究出延长纳米原子环
境中原子系统寿命的新可能性。研究结
果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 研究项
目是原子系统与光在金属纳米结构附近
的相互作用。这种纳米结构比人的头发

的横截面小一千倍，它们的作用就像是
微小的天线，其尺寸可根据光学长度（
微米级）进行调整。 研究是与托伦大学
和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
合作进行的。研究获得了波兰科学基金
会、国家科学中心和德国科学基金会的资
助。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6504

托伦哥白尼大学创造现代外语
教学方式
2019-12-30
托伦哥白尼大学人文学院与3WAY动态语
言中心将共同创造现代的外语教学方式。
双方签署了一项在研究成果商业化和开展
研发项目方面开展联合活动的协议。 合
作的目标是基于神经科学和实验语言学的
成就与托伦大学人文学院的分支机构合
作，开发现代语言学习方法。 合作双方
已经采取了第一步，准备用于学习英语的
个性化移动教科书并且完全相信现代技术
的发展为教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方法。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承诺交流知识，并共
同从资助研究和开发工作的机构申请资
金。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6514

Photo by Chokniti Khongchum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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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得哥什举行的波兰电影摄
影会议
2018-02-20
比得哥什经济大学创意产业系和“文化与
教育”活动的科学赞助人邀请您参加跨学
科会议“创意思维”。 波兰电影的新道
路“，将于2018年3月6日至7日在比得哥
什举行。
在会议期间，与会者将能够听取十多场关
于波兰电影摄影的讲座。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的 Arkadiusz Lewicki
教授（博士学位）将出席“八十年代在波
兰最新电影中的形象（2007-2017）”。 
来自华沙大学的Krzysztof Kopczyński将提
出“反讽与和谐”的主题。 在波兰创作的
21世纪文件中寻找作者的身份，来自比得
哥什经济大学的Magdalena Bergman博
士将分析”社会学视角下当代波兰电影中
的社会排斥现象“，罗兹大学的Artur Petz
将介绍波兰编剧，导演和作家帕特里克的
现象 Vega将展示“如何提高观众并取得
商业成功。
会 议 将 于 2 0 1 8 年 3 月 6 日 开 始 在 比 得
哥 什 的 经 济 学 院 举 行 ， 具 体 地 址 为 
Naruszewicza 11号楼K楼一楼K001室。

弗罗茨瓦夫的科学家正在研究
互联网上波兰办事处的语言
2018-02-23
互联网上正式文本的可访问性。 弗罗
茨 瓦 夫 大 学 的 两 名 科 学 家 依 靠 这 个 问
题：Grzegorz Zarzeczny和Tomasz 
Piekot。 经过横向分析后，创建了一份报
告。
办事处很少将他们发布的文章改编成特定
的媒体，而这些机构编写的文本通常很
难学习和理解 - 这些结论来自Grzegorz 
Zarzeczny博士和弗罗茨瓦夫大学波兰语
言学研究所简单波兰语实验室的Tomasz 
Piekot博士编写的报告。
在他们的研究中，弗罗茨瓦夫的语言学家
已经考虑到文本的三个性质，这些文本证
明了它们的负担能力：平均句子长度，文
本中长词的百分比和可见光的FOG指数，
即 教育指标（它模拟了许多班级在学校需

要完成文本的阅读是没有损坏）。
就难度词汇的百分比而言，报告前十名相
当平均。 我们会在其中找到总统和总理
的两边，各省的两边以及各省的官员办公
室。
更多
http://ppp.uni.wroc.pl/ranking.html

波兰文学研究人员探索分析文
学文本的数字方法
2018-02-27
从1939年至2002年近些年来形成的书目文
献的完整数字化数据库。 “波兰文学文献 
- 关于当代波兰文化知识的实验室”项目从
国家人文发展计划的资金中实现了波兰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数字人文中心。
数字人文学科拓展了研究的视角 - 数字人
文中心的Maciej Maryl博士说。 波兰裔美
国人富布赖特委员会在斯坦福文学实验室
为他的项目“从上面看到的文学突破。波
兰文学定量历史（1989-2000）”提供资
金。
波兰研究人员：Maciej Eder博士和Jan 
Rybicki博士对形式测量学的发展做出了
重大贡献，这是数字语言学领域发展最快
的领域。 它涉及对文本的定量研究，以捕
捉其作者风格的独特特征。 利用大数据技
术，对5,000本畅销书进行了分析，确定了
读者在这类工作中最重视的价值。（Kp）
更多
h t t p s : / / i n f o r m a c j e . p a n . p l /
index.php/ informacje/12-nauk i -
humanistyczne-i-...

Krzysztof Nowicki教授：关于
米诺斯文明与普遍认为的不同
2018-02-27
米诺斯文明的崩溃并不是圣托里尼岛大规
模火山爆发的结果。 来自波兰科学院考
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的Krzysztof Nowicki相
信， 它是由希腊人入侵克里特岛的可怕行
为引发的。
这位学者经过30年的研究，修改了米诺斯
文明史上关键时刻的观点。 他强调说，它
不存在对统治者的崇拜。 他们与受试者的

距离远远小于古代近东国家。
对于像埃及这样的死难统治者而言，并没
有表现出任何痴迷，Nowicki教授说，--在
克里特岛，他们是守护者和牧师，而不是
战士。
米诺文化是最强大和最原始的古代文明之
一; 从下半年开发 公元前4000年 直到公元
前1200年 它以艺术和建筑为特色，以及
金属加工，石材和陶瓷烧制的先进技术。
（KP）
更多
h t t p s : / / i n f o r m a c j e . p a n . p l /
index.php/ informacje/12-nauk i -
humanistyczne-i-...

国家人文发展计划下的竞赛已
经解决
2018-03-01
作为国家人文发展计划：国家遗产和大
学的一部分，两项比赛得到解决2.2。 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长在国家遗产资助竞赛中
合格了28个最佳项目，总金额接近3250
万兹罗提。 在竞赛中的 11个项目的资金
将近250万兹罗提。 资助项目包括：“
历史人文学家lwowska(1661-1946)的
母校Alma Mater Leopoliensis。“ 弗
罗茨瓦夫大学语言学系的Anna Janina 
Dąbrowska博士，“华沙犹太人百科全
书”，犹太历史研究所的安德烈Żbikowski 
Emanuela Ringelblum博士和来自华
沙 红 衣 主 教 斯 蒂 芬 · 威 辛 斯 基 大 学 的
Henryka Seweryniak 博士撰写的“12世
纪普沃夫罗马教皇的内容的翻译，评论和
分析”。 更多信息: http://www.nauka.
gov.pl/komunikaty/wyniki-konkursow-
nprh-dziedzictwo-narodowe-i-2017-i-
uniwersalia-2-2.html

Photo by Pietro Jeng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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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雅盖隆大学的Iwanski博士
赢得了Wolters Kluwer和“司
法审查”比赛
2018-03-05
来自雅盖隆大学刑法系的Mikołaj Iwański
博士是“腐败犯罪的刑事责任”一书的作
者，他赢得了第九届Wolters Kluwer竞赛
和“司法审查”的最适合司法实践的法律
书籍。 该比赛参赛作品共有27本书，裁判
团由最高法院法官Jzek Gudowski担任主
席，Przegląd Przegląd Sądowy编辑委
员会成员也授予了两个区别。 Aleksander 
Kl ichy因为“民事诉讼专家意见证明”
一书获得了奖项，医学专家和Mikoła j 
Małecki”犯罪准备“项目做了教条分
析。 根据比赛规定，“2016年最有用的法
律诉讼法律书”的作者获得了10,000兹罗
提的奖金。

第十一届Głogów科学与艺术日
2018-03-05
2018年3月8日至9日，格沃古夫州立高等
职业学校组织第十一届Głogów科学与艺
术日。 技术科学爱好者将进行化学和物理
实验，观察3D固体的形成并建立自己的
锡军。 人文主义者将有机会见到电影，广
告，哲学和历史。 每个愿意参加护理技
能研讨会的人员都将熟悉护士专业的特殊
性，并以专业的眼光检查他们在急救领域
的知识和技能。 Głogów大学经济学院的
讲师将介绍税收制度，并与参与者一起考
虑比特币是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 活
动将在位于Głogów的州立高等职业学校
举行。 地址：Piotra Skargi街道 5号。

华沙大学1960年代文学和文化
研讨会
2018-03-05
波兰华沙大学波兰研究所19世纪后半期的
文学和文化部邀请你参加会议“复古， 20
世纪60年代政治和隐私之间的文学和文
化。“ 2018年3月5日至7日，来自波兰
各地的科学家将在数十场演讲中提出会议
提出的问题。 哈布教授。 来自波兰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的GrażynaBorkowska将

阅读“阅读地图：立陶宛。 Orzeszkowa
和她的（第一）周期Znad Niemna“
博士。 来自Jagiellonski大学的Iwona 
Węgrzyn教授将反思“1863年加利西
亚课程”的主题。 Tomasz Sobieraj将
发表演讲“私人与公众之间”。 20世
纪 6 0 年 代 波 兰 文 学 批 评 小 说 的 典 范 “
。 会议将在华沙的Tyszkiewiczów-
Potocki Palac宴会厅举行。地址： 
Krakowskie Przedmieście 32。 更多
信息： http://www.polon.uw.edu.
pl/documents/9763960/10751511/
Dyslokacje_harmonogram.pdf

“Polonia Restituta” 项目的
开幕典礼
2018-03-13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
副总理宣布将在 波兰第100周年独立日之
际启动“Polonia Restituta“项目，组成
该项目的十次科学会议旨在加深对波兰历
史和现在独立背景的思考。 “我们得出
的结论是，在庆祝恢复独立100周年时，
最重要的是展望未来，思考波兰应该是
什么样子。 在我的同事小组中，出现了
一个建议，从天主教社会科学的角度来
看待波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 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在开幕典礼时宣布。 这
次活动的荣誉赞助人是波兰共和国总统
Andrzej Duda。 关于文章中提到项目的
更多信息: http://polishscience.pl/zh-ha
ns/%e4%b8%80%e7%b3%bb%e5%88%
97%e7%a7%91%e5%ad%a6%e4%bc%
9a%e8%ae%aepolonia-restituta-%e5
%8d%81%e8%af%ab%e7%8b%ac%e7
%ab%8b%e7%9a%84%e6%b3%a2%e-
5%85%b0100%e5%91%a8%e5%b9%b4/

下西里西亚大学Pineau教授讲
座
2018-03-14
弗罗茨瓦夫下西里西亚大学教学科学学院
邀请您参加Gaston Pineau教授的一次公
开讲座，题为“将传记方法作为一种研究
和实践方法应用的当前趋势和新视角”。 
Pineau教授还将领导方法论研讨会 “如

何进行传记研究？ 在法语国家应用的研究
经验和方法解决方案“。 这些活动将作为
题为“在传记的空间”的国际科学大会的
一部分举行。 经验，过程和变化的识别，
对“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的上映100周
年之际 - 兹纳涅茨基和威廉托马斯 William 
Thomas和Florian Znaniecki的工作仍然是
科学家的灵感来源，因为分析和解释真实
文件的先驱方式强调了人类生活的传记层
面的重要性。 皮诺教授讲座将于2018年5
月9日在弗罗茨瓦夫下西里西亚大学教育科
学学院举行。地址： Strzegomska 55，上
午9: 30，111室。

对中世纪东正教斯拉夫文学的
研究始于罗兹大学
2018-03-14
来自罗兹大学几个单位的语言学家，文学
学者和历史学家与外国科学家合作，将研
究“中世纪正统斯拉夫人的电子文献”
。 这项研究将得到国家科学中心“和谐”
计划的资助。 除其他外，该项目的目的
是根据东正教斯拉夫人的中世纪文学的复
杂性，呈现欧洲文化和历史遗产的重要部
分。 这涉及到收集，描述，分析和释放中
世纪反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反拉丁语
和反鞑靼语文本。 这些资料对于了解东方
基督教的历史非常重要，同时也是非常多
元化的。 其中，我们发现辩论条约，礼仪
文本，争论性话题和演讲，以及关于如何
惩罚来自东正教的背教者的咒语或提示 - 
我们在罗兹大学促进中心的交流中读到。

Photo by Pietro Jeng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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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zejczak将军在什切青大
学的讲座
2018-03-19
作为“什切青人文主义”系列讲座的一
部 分 ， 什 切 青 大 学 人 文 系 邀 请 您 参 加
Rajmund Andrzejczak少将的演讲“领导
力 - 激情与远见，在全面的安全环境中拥
有现代领导力。“ Andrzejczak将军是第
十二届什切青机械化师的指挥官。 1991
年，他毕业于波兹南的装甲军高等军官学
校，十年后捷克共和国军事学院毕业。 他
是许多外国使命的参与者。 其中包括伊
拉克之星和阿富汗之星。 讲座将于3月22
日星期四举行 12.00在人文学院。 这将是
Legia Akademicka计划的总结 - 国防部
2017年发起的军事学生培训试点计划。

来自托伦的科学家研究了
彼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在伦敦的绘画
2018-03-20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物理研究所的Piotr 
Targowski教授和纪念与保护研究所的
Magdalena Iwanicka博士对伦敦白厅宴
会厅的Peter Paul Rubens不朽画作进行
了研究“ - 托伦大学的校内公告报道说。 
托伦科学家应历史皇家宫殿邀请，于2018
年3月12日至16日在伦敦逗留。 他们利用
OCT光学层析成像分析了重复恢复图像的
结构和状况。 它是在Horizon 2020计划中
实施的国际研究项目IPERION CH（欧洲
研究基础设施ON文化遗产综合平台）的
MOLAB提议（移动实验室）内开展的一项
多学科活动的一部分。

论人文主义之夜的自由，文化
与认同
2018-03-21
弗罗茨瓦夫大学第五届人文科学之夜期间
讨论了自由，文化和身份之间的关系。 专
家们讨论的主题为音乐身份和文化进程的
影响，如国歌和50年代的爵士乐。 人文主
义之夜是由弗罗茨瓦夫大学历史与教育科
学系组织的一项周期性活动。 今年活动的

主题是社区自由和个人自由，与社会历史
决定因素和文化规范，模式和符号有关的
局限性和依赖性。 研究人员谈到了西里西
亚在9和10世纪中欧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
以及“上帝的真言”是哈布斯堡统治下西
里西亚权利和自由的主流。 发言者的注意
力也被1918 - 1939年波兰民主问题以及我
们应该对1989年的变化归咎于谁的问题所
吸引。

超过百件作品将参加 Krystyna 
Bochenek新闻记者比赛
2018-03-27
超 过 百 件 作 品 参 加 了 全 国 K r y s t y n a 
Bochenek新闻记者比赛。 评审团将对
2017年创作的作品进行评估。参赛作品中
电视资料26部，新闻媒体作品38部，广
播电台作品31部，互联网作品13部。 比
赛的目的是推动该地区并纪念Krystyna 
Bochenek - 一位以众多社会活动和举措闻
名的西里西亚记者。 比赛是面对大众开放
的，作品需与西里西亚省问题相关，作品
可以是文字形式且可以是普遍的，多方面
的；主题不必为单一主题。 今年，比赛出
现了一个新的类别；全波兰高等院校的学
生均可参赛。与上西里西亚省，盆地，波
德比斯或琴斯托霍瓦土地有关的作品将会
入选且做评估。奖金总额为5万兹罗提，其
中5,000兹罗提由西里西亚大学校长赞助；
科学家，记者，艺术家和地方政府将参加
比赛。

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在雅盖隆大学的演讲
2018-03-27
跨学科研究中心、雅盖隆大学及克拉科夫
市邀请您参加2018年4月5日世界著名历史
学Norman Davies教授关于“历史案例”
讲座。 “历史逻辑存在吗？；不可预测事
件的作用是什么？；究竟是胜利者来书写
历史；还是仅仅只是偶然？； 你将如何处
理历史研究中的案例问题？；历史学家有
试图理性地寻找主要由案例决定的事件的
理由吗？” Norman Davies教授将会在
讲座上回答这些在波兰乃至整个世界历史
中重要的问题。 讲座将于2018年4月5日

18.00在雅盖隆大学的法律与行政学院教学
大楼的礼堂举行；地址： Krupnicza 33a

来自什切青大学的Ewa 
Łętowska教授对波兰自由法
律状况的看法
2018-03-29
Ewa Łętowska教授应什切青大学法律和
行政学院学生政府的邀请，将于4月5日就 
“波兰自由法律状况的曙光” 进行演讲。 
该活动是大学系列“正义之光”的一部
分。 Ewa Łętowska教授擅长民事，行政
和宪法。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是波兰第
一位监察专员，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和宪法
法庭法官，同时也是波兰科学院院士。 她
获得了格但斯克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以及华
沙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讲座将于4月5日
星期四上午11:00在什切青大学数学与物理
学院的演讲厅举行。地址： Wielkopolska 
15。

著作“S作为西里西亚 - 超级英
雄在西里西亚”
2018-04-03
著作“S作为西里西亚 - 西里西亚超级英
雄之后”的作者Mark Głowacki博士在
学校出版商协会的竞赛中获得奖项；该书
由西里西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包
含作为艺术项目“西里西亚 - 西里西亚超
级英雄”的一部分而创作的图画，插图和
文本。 该项目包括一系列有关西里西亚人
物的漫画插图。 呈现的角色是根据西里西
亚真实居民的传记创作的，他们的成就与
漫画超级英雄的理想接近。 Glowacki博
士带来的这些数字，指的是示意图像，黑
白漫画的实施，使它们表现为一个插图，
细节丰富。 该项目作为支持西里西亚大
学艺术系学术人员的补贴实施。 有关该
出版物的详细信息，请访问网站：www.
wydawnictwo.us.ed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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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邀请各位参加碳
电影节
2018-04-05
第15届由Krzysztof Kieślowski西里西亚大
学广播电视学院学生组织举办的碳电影节
将在4月12至13日举行，届时来自世界各
地的电影短片和动画将参加电影节。 电影
节主题是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电影大学学生
的电影创意，以及交流创意体验。今年的
电影节将在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广播电
视部新总部举行。地址：św. Pawła。 电
影节成就的不仅是学生观察同事的技巧和
工艺的机会，而且也是讨论适合竞争的产
品的机会。 在电影节期间，将会咨询摄影
作品和场景。 有关参加电影节的电影名单
请访问：www.wegielfestiwal.us.edu.
pl。  

弗罗茨瓦夫大学儿童与青年文
学研究中心成立
2018-04-12
弗罗茨瓦夫大学启动了儿童和青年文学研
究中心，在开幕典礼上组织了一次关于“
弗罗茨瓦夫大学儿童和青年文学研究 - 现
代观点”的 研讨会。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
儿童和青年文学和书籍研究自1960年代开
始进行，第一位处理这个问题的科学家是
Jerzy Cieślikowski教授。成立 该中心的想
法出2015年由大学和欧洲学术知识中心弗
罗茨瓦夫举办的“文学边缘和数字媒体”
会议期间。 2016年，弗罗茨瓦夫大学组织
了国际大会 “儿童与书”；弗罗茨瓦夫版
的题目是“儿童文学与游戏”，并提到了 
Jerzy Cieślikowski教授，来自世界各地的
150位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该中心
于2017年12月初在大学结构中正式成立，
并于4月10日星期二开始运作。

格但斯克大学关于虚假情报时
代阅读新闻的辩论
2018-04-13
理论家和信息从业者：科学家、专家、记
者和学生参加了格但斯克大学关于虚假情
报时代阅读新闻的辩论；会议由洞察政策
分析中心、Facebook和格但斯克大学社

会科学学院组织。 辩论的参与者主要是新
闻学的学生，他们在熟悉了故意创造新闻
误导接收者的信息之后，学会了如何设法
限制假新闻造成的损害。 辩论是作为全国
项目的一部分举行的；会议和研讨会的目
的是让学生们、未来的意见领袖们熟悉虚
假信息，虚假信息和具有批判性分析资料
来源的能力。

Przemysław Czapliński教授
关于 “没有自由平等” 的讲
座
2018-04-13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和密茨凯维奇大
学基金会及“ZAMEK” 文化中心邀请来
自波兰和古典文献学院的Przemysław 
Czapliński教授于4月17日参加“城堡大学
会议“并且讲授“自由而不平等；面对社
会冲突的文学”专题。 在2015年权力变化
之后，在社会出现了以下说法：“自由进
行得很好，只有某种东西不能平等。” 它
的作者将现代社会的两个基本价值分开，
表明它们可以分开存在。关于如何发生这
种孤立的故事，这种文化的角色扮演了什
么角色，以及重新加入自由和平等的想
法。Czapliński教授将会在讲座上为大家
一一讲解。 Przemysław Czapliński是二
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文学的历史学家、散
文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 也是波兹南大
学文学人类学系联合创始人。 他的研究主
题是文学和近现代的问题。

克拉科夫Tischner哲学家日
（Dni Tischnerowskie）
2018-04-17
第 1 8 届 T i s c h n e r 哲 学 家 日 （ D n i 
Tischnerowskie）将于4月18日在克拉
科夫开始。该活动的组织者为： Józef 
Tischner思想研究所、Znak社会出版协
会、雅盖隆大学、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大学
和克拉科夫国立高等戏剧学院。特邀嘉宾
是来自牛津的Timothy Garton Ash教授。 
在那天，将会颁发Znak奖项和以Józef 
Tischner教父命名的Hestii奖项。奖项分
为三类：陪审团由神父Adam Boniecki

主持，其创始人是ERGO Hestia集团和
Znak社会出版研究所。 在宗教或哲学写
作的范畴中，哲学家Ireneusz Ziemiński因
为 “根据价值思考”的延续获得奖项；在
关于社会问题的新闻或散文写作类别中，
记者Ewa Siedlecka教导波兰人接受“
不幸的自由礼物”获得奖项，在牧区和社
会活动的类别，神父Mirosław Tosza----
Jaworzno伯利恒社区创始人，因为 “波
兰教会和世界对话的形状”获得奖项。 更
多信息： http://dni.tischner.pl/

格但斯克/格丁尼亚/索波特 -第
九届“之间”文学与戏剧节
2018-05-10
5 月 1 4 日 至 2 0 日 将 于 格 但 斯 克 ， 格 丁
尼 亚 和 索 波 特 举 行 第 九 届 文 学 与 戏 剧
节；该活动的主题是MAPS。 该活动
由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的 教 职 员 工 、 博 士 生
和语言学院的学生组织。 大学发言人
Beata Czechowska-Derkacz博士
说：“文学与戏剧节是文学，戏剧，音
乐和其他艺术形式的会议场所；活动主
要计划在索波特的BOTO剧院、海滩剧
院、Sierakowski庄园、和Wybrzeże剧
院的舞台进行”。 活动于5月14日星期一
上午10点在格但斯克大学现代语言系开
幕；在文化节期间， 以下作家及诗人将会
出席：Monika Sznajderman、Andrzej 
Stasiuki、Mieczysław Abramowiczy和
Michael Edwards。文化节期间还会有音
乐会、展览、表演和戏剧研讨会、电影演
示、科学会议和讨论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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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yka”周报为罗兹大学
研究人员颁发的2018历史奖
2018-05-11
据由罗兹大学促进中心报道，罗兹大学犹
太研究中心的Ewa Wiatr博士的“罗兹犹
太人区Rywka Lipszyc日记”项目获得了 
“Polityka”周报的2018年历史奖。 罗兹
大学犹太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研究中
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波兰犹太人的历史。 
Ewa Wiatr博士说：“我与Rywka Lipszyc
的每日冒险始于2009年；当时，一份匿名
手稿送到了犹太研究中心。 Rywka这个名
字和她的家人的身份在该杂志的编辑过程
中变得明显。 我们可以谈论巨大的快乐、
我们甚至设法到达居住在以色列的Rywka
堂兄弟，他们是日常生活的英雄。 对我来
说，每天处理罗兹犹太人的历史，这是一
个非凡价值的来源。”

第六届波兹南珍奇动物日
2018-05-11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兽医和动物科学系的
学生和博士生于5月19日和20日邀请您参
加第六届波兹南珍奇动物日活动，届时将
举办第八届珍稀动物展。 波兹南珍奇动物
日是波兹南大学最大的非商业活动。据组
织者透露，展会将展出众近150种动物。 
除了珍稀的啮齿动物，游客还可以欣赏到
各种丰富多彩的爬行动物，两栖动物或节
肢动物。 在保持展览传统的同时，组织者
希望拓展他们在生物学，育种和生态学领
域的知识。 他们还希望鼓励年轻自然主义
者从不同角度探索动物迷人的世界。

西里西亚省保持着语言、文化
的多样性
2018-05-11
奥波莱大学已启动“语言，文学和传统中
的西里西亚文化多样性”项目；由德国研
究大学Studierendenwerk特里尔（SWT）
将实现波兰与德国的项目。 项目的目标
是捕捉西里西亚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区域现
象；来自德国和波兰的学生将参与项目
中，他们希望学习和记录波兰、德国，西
里西亚和犹太文化的历史。 奥波莱大学的

官网解释该项目时说：“文化的多样性能
够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并且是一种信念
和习惯；西里西亚的特点是它由很多和民
族、文化、传统和语言组成，但是同时它
仍然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该项目由德国
波兰研究所Jugendwerk、德国波茨坦和
波兰德国青年合作办公室共同出资。

西里西亚大学 “世界报告文
学”大会
2018-05-14
波兰国际研究所所长和卡托维兹西里西亚
大学波兰语言文化学院于5月23日和24日
举办 “世界波兰文学”系列国际科学会
议；今年的会议主题是“世界报告文学”
。 讨论的主题将是各种媒体类型的报道和
相关趋势，“既存在于世界上，也存在于
全球，是文化间干预的主题，同时也在文
明现象的影响下演变”。 会议与会者将处
理外国接受波兰报告文学的问题 ； 包括对
波兰和世界的理解不一致。 他们还会考虑
向全球技术，地缘政治和社会文化进程报
告关系 - 数字革命，媒体的小报化，全球
化和多元文化。

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的全国性
会议
2018-05-14
瓦尔米亚大学和奥尔什丁大学波兰研究及
逻辑学研究所于5月14日至15日组织了“
语言，文字和交流新现象”系列全国性会
议。 奥尔什丁大学宣布到：“今年的会议
的口号是 “语言，文字和沟通情感”；在
会议期间，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媒体语
言研究人员将处理语言（文本）与情绪之
间以及情绪与通信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组
织者还说，会议参与者将重点讨论的话题
之一 是： 交流：语言中表达情感的新形
式，语义和实用表达中的情绪，政策语言
的情绪化，新闻信息中的表达表达和网络
传播中的情绪 。  

热舒夫大学的跨文化交流
2018-05-16
热舒夫大学的新学年招生已经正式开始； 
今年，热舒夫大学的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
方向 - 社会学和历史系跨文化交流。 热舒
夫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说，这个
新的研究领域是专门为那些希望不仅在喀
尔巴阡山发展自己的技能，而且还希望在
国际舞台上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学生们
提供的。 社会学和历史学院院长Paweł 
Grata教授：“认为新学习领域的优势在
于可以在许多职位上从事与公司内部和外
部沟通以及资源和人力资本管理有关的职
业生涯。” 新学年历史院招生名额为25
人。 更多信息： https://irk.ur.edu.pl/
WR/

波兰 - 日本信息技术研究院的
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2018-05-21
波兰 - 日本华沙信息技术学院将与SWPS
人文社会科学大学合作，在心理学和计算
机科学领域开展跨大学跨学科博士学习。 
信息技术学院在学校的网上公布到：“我
们提供的博士研究，将心理学与计算机技
术相结合，是对心理学和信息科学动态变
化的情况以及两个领域科学家面临的挑战
的回应。” 他们强调到：“计算机科学作
为一门科学正在越来越多地处理心理学领
域的研究问题。 作为一个例子，它提供了
情绪的自动检测或计算机生成表达正确情
绪的面孔。 反过来，心理学也必须面对，
例如，建立虚拟关系的问题以及新技术对
社会交往的影响。” 更多信息： http://
w w w . p j a . e d u . p l / i n f o r m a t y k a /
doktoranckie/studia-doktoranckie-
informatyka-psycholo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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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出版社在比赛中
获奖
2018-05-25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出 版 社 在 社 会 科 学 和 人
文科学领域因Marek Głowacki博士
的“S 是西里西亚的超级英雄”书籍获得 
“Academia 2018”的奖项。 “S 是西
里西亚的超级英雄”是在艺术项目提出的
插图和文字集该出版物包含使用传统和数
字技术在漫画公约中创建的超过30幅图
画。 绘画人物的灵感来自西里西亚真正
居民的传记，他们的成就接近了漫画超级
英雄的理想 奖项是在作为第九届华沙书
展的一部分举办的学术和科学书展期间颁
发，Marek Głowacki博士是西里西亚大
学艺术学院绘画研究所的副教授。

罗兹大学公开演讲“人与新技
术，人文视角“
2018-05-28
作为5月30日“实践”周期的一部分，罗
兹大学社会创新中心邀请各位参加公开会
议，届时Marta Songin-Mokrzan博士将
带来主题为“人和新技术，人文视角“的
公开讲座。 Marta Songin-Mokrzan是人
文的民族学领域博士，是罗兹大学历史民
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实践学院哲学系的人
类学实验室的助理教授，她所研究的领域
涉及物质人类学，技术人类学，生产过程
民族志，机器哲学和本体论。 讲座将讨论
人类身份问题，以反对非人为因素：动物
和技术产品，如机器人；还将讨论人文学
科在新技术领域的实际应用问题。  

新学年博士研究方向：数字人
文
2018-05-30
新学年博士学位招生已经开始。 数字人
文学科是由波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波兰
日本信息技术研究院共同组织的跨学科研
究。 参加博士招生的人员必须具有任何人
文或信息技术领域的大学学位，并且在语
言和写作方面应具备良好的英语水平（最
低B2级由相应文件证明）。 截至2018年8
月底，将对候选人提供的文件进行分析。9

月上旬，对博士研究方向感兴趣的候选人
应向征聘委员会提交数字人文学领域研究
项目的想法。 更多信息： http://ibl.waw.
pl/pl/edukacja/-interdyscyplinarne-
studia-doktoranckie-humanistyk

来自比得哥什大学博士生获得
了波兰教育学会奖
2018-06-21
Katarzyna Grzesiak获得了2017年波兰
教育学会第四届博士论文竞赛的获得优秀
奖。 论文以教学人种学的形式出现，其主
题是芬兰瓦萨ÅboAkademi教育领域博士
研究生的科学成功案例。 论文具有理论和
经验性，共分三部分，八章。 波兰教育学
会自2014年以来一直颁发最佳博士论文。 
竞赛的目的是促进以最高质量为特征的教
学科学项目。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在
国外获奖
2018-06-21
来 自 弗 罗 茨 瓦 夫 理 工 大 学 的
PaulinaGocoł和Wojciech Motyka的两
件作品被法国波兰建筑师协会（SARP）授
予了同等奖项；Zoia Fedorów在伦敦语
言博物馆设计的国际竞赛中获得第三名。 
法国建筑师协会颁发最有趣的工程项目
奖。 来自18所高校的18件作品参加了今年
的比赛。 评审团选择了Paulina Gocoł题
为“Introversus：实验剧院和长廊，弗罗
茨瓦夫 - Na Grobli” 的项目和Wojciech 
Motyka的“冬宫：创意作品之家”的项
目。 另一位理工学院学生Zoia Fedor的作
品在Archasm举办的伦敦语言博物馆国际
竞赛中获得第三名。 她成功在来自世界各
地的专业建筑师和学生创作的近300幅作品
中脱颖而出。

最佳教育文章竞赛
2018-06-26
截 至 6 月 3 0 日 大 家 均 可 以 申 请 参 加 以
Roman Czernecki教授命名的最佳教育文
章竞赛，竞赛通过欣赏和传播在该领域开
展科学和新闻活动的人员的工作，并且对

波兰教育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参加竞赛
所提交的文章必须以波兰文或英文出版，
并且申请人必须为文章作者或者共同作者
之一，且在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
日期间发布的文章才可以提交竞赛。 2018
年第一届比赛的奖项将分为两类 - 科学论
文（奖金为2万兹罗提）和新闻报道文章（
教育活动奖金的金额高达10,000兹罗提）
。 更多信息： https://efc.edu.pl/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的Łucja 
Bieleninik博士获得了波兰科学
院院长奖
2018-07-11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研
究所临床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系的Łucja 
B ie lenin ik博士获得了波兰科学院院长
奖。 该奖项授予年轻的科学家（年龄不
超过35岁），以表彰他们在心理学理论，
心理学研究，社会科学方法论和跨学科研
究领域的杰出科学成就（其中一门学科应
该是心理学）。 今年它是第14次颁奖。 
Bieleninik博士是格但斯克大学心理学研
究所的第二个获得此著名奖项的人员。 
2015年，该奖项授予格但斯克大学也来
自临床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系的Michał 
Harciarek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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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大学下属公司--信息提炼
中心
2018-07-16
信息提炼中心（CRI）是华沙大学的下属
公司，它的创始人是新闻，信息和图书馆
学院的科学家。 公司处理大数据分析，
网络空间提供的大量信息。 这是第八家
在大学开展业务的公司，也是第一家代表
人文学科的公司。 7年来，信息新闻与文
献学院媒体信息技术系的研究人员一直在
进行与大数据分析相关的研究。 他们使
用数千台机器人从指定的互联网资源中收
集信息。 数据将被收集在专题数据库中，
在那里，它们被提炼和分析。他们设法预
测了2011年和2015年总统和议会选举的
结果，并分析了经济，技术和科学趋势。 
CRI的创始人是Włodzimierz Gogołek
教授、 Wiesław Cetera博士、Piotr 
Celiński博士和Dariusz Jaruga博士。 更
多信息：http://uwrc.pl/nowy-spin-off-
centrum-rainacji-informacji/

密茨凯维奇大学波兰语言学研
究所的科学家
2018-07-17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波兰语言学研究
所的Wiesław Wydra教授发现了一本于
1542年在克拉科夫Maciej Szarfenberg
出版的未知名印刷物：“Polikarp大师与
死亡的对话” 这本印刷物是在欧洲大学图
书馆中发现且完整保存的读物之一，与之
前已知版本的普沃茨克手稿对话不同，这
是一个真正的语言学启示。 1542年的“对
话......”评论版将于秋季由波兹南语言研究
出版。 Wydra教授是杂志和集体书籍以及
几本书中的一百多篇文章的作者。 他的科
学兴趣主题是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文学和
书籍史，中世纪晚期的歌曲研究以及那个
时期未知或未发行的波兰作品的版本。 他
也是incunabula和旧版画的专家。

“科学期刊支持”计划正在进
行
2018-07-19
为人文社会科学杂志创建的“科学期刊支
持”计划是科学和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阶
段；它将为为波兰科学期刊提供财政支
持，开发和覆盖覆盖范围最广的国际文献
计量数据库。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强
调这样做的重点是波兰科学杂志和波兰科
学的成就应该尽可能地影响世界科学的形
态。 Gowin解释说： “人文学始终植根
于本土文化，植根于民族语言。 这个假设
是基于我们提出的与人文科学相关的评估
原则。” 他们目前正在征求“支持的科学
期刊”计划的草案。 更多信息： https://
legislacja.rcl.gov.pl/projekt/12313602/
katalog/12520500#12520500

Maria Katarzyna Lasatowicz
博士成为波德协会主席
2018-07-24
来自奥波莱大学德国语言学研究所主任
Maria Katarzyna Lasatowicz教授被
选为波德协会主席。 Maria Katarzyna 
Lasatowicz教授称： “我能够有这个荣幸
被选为协会主席，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
信任的证明；另一方面，它开辟了许多不
同的可能性，其中包括我们的德国研究。 
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协会是一个将来自波
兰各地的德国科学界聚集在一起的组织，
这为科学合作，经验交流，建立大学之间
的联系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 波德协会成
立于1990年，主要任务是支持研究工作，
传播德国研究领域的科学成就，组织波兰
德国研究所和外国机构之间的合作。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员获得了
西里西亚省荣誉徽章
2018-07-25
西里西亚大学语言学院比较文学系主任
Zbigniew Kadłubek教授获得了西里西亚
省优异奖的金徽章。 Zbigniew Kadłubek
教授是古典文献学家，散文家和比较文学
家。 他还是西里西亚古老和当代文化的素
描和书籍的作者，同时也是散文“圣美狄

亚”和地理小说“法多”的作者。 他2008
年的小说“罗马来信”（西里西亚民族文
学中的书信小说）即将在舞台上呈现给大
家。 西里西亚省的荣誉徽章主要颁发给为
该省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的个人或机构，地方政府单位，企业家和
组织。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的为双
重学位研究
2018-07-30
在比得哥什卡齐米日大学的新学年推出了
新的学科领域：双重学位研究。 国家研究
与发展中心已经为新学科拨款250万兹罗提
的研究资金。 第一个项目涉及再社会化教
育学的方向，学生们能够利用有偿实习来
扩展他们的专业能力；实习将与大学的教
育交替进行，从第3学期开始，学生将选择
其中一个实习地点并且在导师的照料下进
行实习课程，每周两天。 第二个项目涉及
人文学科，专业研究和游戏设计；项目将
涵盖一个本科学习周期。 学生将在游戏企
业中获得超过12个月的带薪实习机会。 这
是波兰首次提供游戏设计双重研究。

西里西亚大学区域知识研究生
课程
2018-07-30
西里西亚大学语言学系与省政府、上西里
西亚的协会共同组织了为期两个学期的跨
学科研究生课程。 研究课程面向对西里西
亚文化特别感兴趣的人群，毕业生将获得
在学校和文化机构开展区域教育课程的能
力。 他们还将具备在学术课程和研讨会课
程中使用有效和有吸引力的方法和教育形
式的能力。 计划包括在西里西亚的重要地
方进行练习，访问城市，并了解那些了解
该地区知识的人。 因此，毕业生将准备扮
演区域教育领导者的角色，创建与西里西
亚知识相关的原创课程，区域课程和其他
形式的教育。

Photo by Pietro Jeng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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Żukowski教授成为国际政治协
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2018-08-09
来自奥尔什丁的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政
治科学研究所所长Arkadiusz Żukowski教
授成为了国际政治学会（IPSA）执行委员
会的成员。 IPSA成立于1949年，是唯一
聚集政治科学家的世界级科学学会。 这
一选择是对波兰政治科学的成功和欣赏，
以及它对国际舞台上该学科发展的贡献。 
选举于2018年7月25日在澳大利亚布里斯
班举行的第二十五届世界IPSA大会期间举
行。Żukowski教授还被选为学术自由和参
与的成员。 他被邀请参加科学期刊“国
际政治科学文摘”和“世界政治学”编委
会。

契森地区国际拼写比赛 ：“波
兰语考试”
2018-08-14
西里西亚大学第21次组织国际拼写比赛“
波兰语考试”，比赛的目的为挑选外国人
中的波兰语最好的参赛者。 比赛将于8月
15日星期三10:30在契森西里西亚大学会议
中心举行，比赛获奖者将免费参加第二十
九届波兰语言，文学与文化暑期学校。比
赛评委还将为初步学习波兰语的参赛者颁
发带有波兰国徽标志的 “5+” 奖励。 “
波兰语考试”是夏季语言，文学和波兰文
化学校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比赛的内容为
听写和笔试，评委组由波兰语言学家和拼
写和语言正确性领域的专家组成。

格但斯克大学考古学家的发现
2018-08-14
来格但斯克大学的考古学家在Szaniec东
部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军营遗址、教堂遗
址及近2千件展品。 在为期两周的考古发
掘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了格但斯克徽章
的陶瓷碎片以及金属制成的许多物品：子
弹，金属饰品，刀具，切肉刀，硬币和午
餐。 考古工程将持续进行三年并且作为
Archaeobalt项目的一部分实施，由欧洲
联盟共同资助分。 项目负责方是格但斯克
大学；合作伙伴包括：格但斯克博物馆，

博恩霍尔姆博物馆，奥胡斯大学（丹麦）
和隆德大学（瑞典）。 Wisłoujście堡垒
是维斯瓦河右岸的防御建筑群。 它建立在
中世纪沿海卫队控制河口到波罗的海的地
方。

雅盖隆大学心理学研究所赞助
心理指南特刊
2018-08-16
在神经科学时代出版了一本关于心理学的
季刊“我、我们、他们，政治心理指南”
的特刊。该出版物由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
心理学研究所的合作和赞助。出版刊物包
含十多篇与该研究所相关的科学家访谈。 
心理学研究所副主任Przemysław Bąbel教
授说：“大学的使命之一是超越大学的围
墙，以便于理解现代科学，方法和成就的
方式分享知识；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由于
与“我、我们、他们”的合作，雅盖隆大
学心理学研究所收获了更多的读者。”

Barbara Kożusznik教授成为
国际应用心理学协会第1分部
主席
2018-08-20
西里西亚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系工作与工
作心理学系主任Barbara Kożusznik教授成
为第1分部国际应用心理学协会（IAAP）
主席。 IAAP是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
国际心理学家组织；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的心理学家联系的这一部分的主要目标是
影响国际组织的政策 - 联合国，世界卫生
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 Kuszusznik教授专
注于组织和管理心理学。 她是16篇专著和
100多篇科学文章的作者和共同作者，专门
探讨管理，改善员工团队工作以及发展和
提高运营效率等问题。

“后真实世界的历史” 科学研
讨会
2018-08-30
Civitas学院将于9月14日星期五邀请大家
参加“后真实世界的历史”科学研讨会。 
届时澳大利亚国来自立大学的Benjamin 

Jones博士将带来公开讲座。 在科学研
讨会期间，与会者将寻求问题的答案：
什么是事后真相以及它如何影响历史研
究。 据Civitas学院报道，对于经过培训
来处理证据，数据和事实的历史学家来
说，“后真实环境”是一个特殊的问题。 
历史学家是否在保护公共记忆与“替代事
实”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学者是否
有义务在大学和社交媒体上打击虚假信
息？ 更多信息： https://www.civitas.
edu.pl/wp-content/uploads/2018/08/
Programme.docx  

什切青争最佳人文博士论文竞
赛
2018-09-04
在10月1日之前，您可以申请参加2018什
切青人文学科的最佳博士和硕士论文竞
赛。 竞赛旨在提高学生和青年科学家对
什切青相关问题的兴趣，并为年轻有创造
力的人们加入创新和创新发展政策制定
过程创造条件。 其目标之一还包括促进
城市发展和促进领域的创新设计和组织解
决方案，以及提高居民对经济，文化，
科学和社会复兴活动的兴趣。 比赛结果
将由什切青市市长任命的奖励委员会决
定，获奖作品的作者将获得现金奖和文
凭。 更多信息： http://www.szczecin.
eu/sites/default/files/Info_NN_regul_
humanist.5.04.18.pdf

Photo by Pietro Jeng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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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的新方
向：艺术调解
2018-09-05
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在新学年推出了一个
新学习方向：艺术调解。课程将结合实践
和艺术理论，课程是在对最新艺术现象，
网络影响，最新技术和不断变化的市场现
实的反应创建的。 学生们将获得专业艺术
工作室的工作技能，并且将深化对艺术理
论和历史，艺术批评，策展，当代文化以
及与艺术市场运作相关的媒体和趋势的了
解。 课程将由杰出的艺术家，评论家，策
展人和文化动画师进行授课。 艺术调解的
毕业生是理解艺术和市场策略的问题，能
够写出关于艺术的批评文本，组织展览和
画廊的地方，设计长期的动画和工作室，
编写项目并实施。

弗罗茨瓦夫关于第一次世界大
战会议
2018-11-12
弗罗茨瓦夫大学历史学院和弗罗茨瓦夫
国家纪念研究所的邀请各位参加于11月
22日至23日举行的国际科学会议“帝国
的分解”，会议将讲述 1918年至1923
年“中欧和东欧战后秩序”。 会议将致
力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动荡时期：摇摇
欲坠的帝国，新国家的出现和边境的争
斗。 会议对所有感兴趣人士开放，会议的
语言为：波兰语、乌克兰语和英语 。 讨
论出发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
年和波兰重新获得独立，组织者首先要
关注波兰国家东部边界的发展以及在俄
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遗址上形成的国家
形成国家的过程。 更多信息： https://
upadekimperiow19181923.wordpress.
com/  

波兰新石器时代科学会议
2018-11-21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考
古研究所与华沙国家考古博物馆和波兰科
学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将于2018年11
月22日组织“波兰新石器时代的起源”科
学会议。 来自卢布林大学教区的Beata 

Wielowinska-Pawlak说道：“会议将在
Jan Kowalczyk博士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举
行。他是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新石器时
代问题专家，卢布林地区史前研究员，以
及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考
古主席。” 会议论文将由著名的波兰石器
时代研究人员提供： 来自华沙红衣主教的
Stefan K. Kozłowski教授； 来自热舒夫大
学的Sławomir Kadrow教授‘ 来自波兹南
密茨凯维奇大学的Marzena Szmyt教授和
Aleksander Kośko教授； 来自托伦哥白尼
大学的Stanisław Kukawka教授

Zygmunt Saloni教授在比亚韦
斯托克大学的“大师讲座”
2018-11-22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发言人Katarzyna 
Dziedzik通知到：“Zygmunt Saloni教授
将成为比亚韦斯托克大学语言学院系列“
大师讲座”的嘉宾。讲座时间为2018年11
月22日下午3点。大师讲座将讲述一个世纪
的独立和“稳定“。” Zygmunt Saloni
教授是杰出的语言学家，波兰语言学会的
荣誉会员和波兰语言爱好者协会的荣誉会
员。 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波兰语语法和词
典编纂方面，他是许多基本和重复作品的
作者或共同作者：“波兰语动词的句法特
征”，“波兰语共轭的介绍”，“波兰语
动词：变体，词典”，学术教科书“当代
波兰语的语法”和波兰语的语法词典。

Maria Lewicka教授讲座：记
忆恢复；记忆的作用
2018-11-23
什切青大学与什切青市政府共同邀请大家
参加Maria Lewicka教授的“记忆恢复；
记忆的作用“公开讲座。讲座将在一系列
知识中进行，将科学界最有趣的问题呈现
给大众。 在讲座中将提出以下主题： 在
中欧和东欧城市的当代居民的记忆中，是
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过去的意识是
否存在不同； 民族中心主义在对自己城镇
过去的看法中有多强烈，以及哪些心理因
素有助于并阻碍外国身份在其本国和/或地
方身份中的融合。 讲座将特别强调两种民
族身份的作用：民粹主义/爱国主义和对自

己国家的颂扬（民族主义）。讲座将于11
月26日在数学和体育学院的大厅举行。 更
多信息： http://usz.edu.pl/eksplozja-
wiedzy-odzyskiwanie-pamieci-rola-
pamieci-w-tozsamosci-miejsca/

热舒夫“科学大问题”落成典
礼
2018-11-26
2018年12月5日热舒夫爱乐乐团将举行
第三届“科学大问题”落成典礼。 Jerzy 
Bralczyk教授和记者兼专栏作家Michał 
Ogórek将出席由热舒夫信息技术和管理大
学和“公共周刊”基金会组织的活动。 在
由热舒夫大学报道的题为“对话的艺术”
的会议上，Jerzy Bralczyk教授和Michał 
Ogórek将讨论如何掌握谈话的艺术、如何
使谈话成为一种乐趣、有效表达思想的能
力之外，还有多重要的是倾听的能力等话
题。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
斯卡大学研究人员获得“年度
历史书”竞赛
2018-11-26
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新闻办
公室Katarzyna Skałecka通知道：“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
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是今年“年度历
史书”竞赛的获奖者。” 在“致力于20
世纪波兰和波兰人历史的最佳来源出版
物”类别中，Mariusz Korzeniowski教
授、Krzysztof Latawca教授和Dariusz 
Tarasiuk教授出版的题为“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在文件方面的俄罗斯波兰难民”书
籍获得了奖项。 第11届比赛的最后一场将
举行颁奖典礼。活动组织者方是波兰电视
台、波兰广播电台，国家纪念研究所和国
家文化中心。 更多信息： http://www.
ksiazkahistorycznaroku.pl/40043085/
ksiazka-historyczna-roku-wybrana-po-
raz-jede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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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反国家
思想和政治活动科学会议
2018-11-28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政治学院各位参
加“反对国家：反国家思想和政治活动”
科学会议。 会议将于12月6日在卡齐米日
大学主图书馆举行；会议主题为国反思
国家机构的演变和形成过程中的角色是
否正在实现反国家色彩的思想，概念，
态度和政治行为。 会议组织者宣布将在
会议期间讨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可以
被认为是社会有益的国家模式，跨国公司
的力量，世界个人主义态度的崛起，民
族主义的复兴和日益增长的民粹主义。 
更多信息： https://www.ukw.edu.pl/
strona/aktualnosci/aktualnosci/37318/
ogolnopolska_konferencja_naukowa_
przeciw_panstwu_antypanstwowe_
idee

Andrzej Friszke教授是
Tadeusz Kotarbiński奖获得者
2018-11-28
罗兹大学推广中心通知道：“Andrzej 
Friszke教授是第四届Tadeusz Kotarbiński
比赛的冠军。Tadeusz Kotarbiński教授
是罗兹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也是一位杰出
的人文科学领域的科学工作者。Andrzej 
Friszke教授获奖的书籍是“第十一案件：
苏联政府监禁自由领导人”及“1981-
1984年间KOR”。Andrzej Friszke教授获
得了5万兹罗提用于进一步实施研究“。 
Andrzej Friszke教授在波兰科学院政治研
究所当代政治史系工作。 Andrzej Friszke
教授表示：“我试图说出过去的真相，关
于波兰人经历的角色的尝试，以及这一切
的后果，即波兰自由的胜利。”

保护遗产和区域特征的传统文
化科学会议
2018-11-29
2018年11月29日在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
科沃多斯卡大学举行了“保护遗产和区
域特征的传统文化”科学会议。 卢布林
大学教区的Beata Wielowinska-Pawlak

通知道：“会议与Jan Adamowski教授
70周年纪念日有关。Jan Adamowski教
授是波士顿文化研究所的创始人，也是波
兰语言学研究所的长期研究工作者。” 
Jerzy Bartmiński教授将参加活，他是Jan 
Adamowski教授的学生和朋友。会议日程
将包括关于传统文化的辩论，专题会议，
讨论和介绍。 活动由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
多斯卡大学文化研究所和波兰语言学研究
所、波兰文化协会、民间艺术家协会和卢
布林主板和波兰民俗学会共同组织。

Rita Felski教授在弗罗茨瓦夫大
学的讲座
2018-11-30
弗罗茨瓦夫大学波兰语言学院的文学系邀
请各位参加来自弗吉尼亚大学Rita Felski
教授的讲座。讲座主题为“迷上艺术与依
恋”，讲座内容基于一本杰出的美国评论
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新未出版的书籍。 讲座
将于12月7日在波兰语言学院的图书馆阅览
室举行。地址为Nankiera 15。主办方提
供同声传译。 Rita Felski出生于伯明翰，
来自一个移民家庭（父亲是波兰人，母亲
是捷克人）。她曾在澳大利亚，美国和最
近在丹麦的大学工作。她处理女权主义批
评，现代主义概念，是后现代主义和前卫
主义，接受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现象。她的
最新著作“批判的极限”（The Limits of 
Critique）所提出的怀疑态度是阅读的基
本前提。

雅盖隆大学研究人员获得艺术
史学家协会奖
2018-12-03
克来自拉科夫雅盖隆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的
Dobrosława Horzela博士获得了由艺术
史学家协会授予的Jerzy Łoziński奖项。 
雅盖隆大学通知道：“我们大学的研究人
员在对于波兰艺术史上的科学工作，尤其
是纪录片和编目工作而共同创作了这本--
Marek Walczak的艺术历史介绍：中世
纪彩色玻璃在克拉科夫的教区教堂“。 这
个项目专门研究克拉科夫圣玛丽教堂的彩
色玻璃窗，这是中欧最重要的城市教堂之
一。彩色玻璃窗是在卡西米尔大帝统治结

束时创建的，在雅盖隆人统治的最初阶段
是波兰最大的彩色玻璃画复合体。到今天
只有约15％被保留下来。

Piotr Sztompka教授在雅盖隆
大学的公开讲座
2018-12-10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当代
文化研究系邀请各位于12月11参加Piotr 
Sztompka教授的公开讲座，讲座主题
是“再论文化概念：以一种全新的原创方
式的文化经典概念”。 Piotr Sztompka教
授雅盖隆大学的退休教授，也是克拉科夫
Józef Tischner欧洲高等学校的教授。他是
波兰科学院和欧洲学院（伦敦）以及美国
艺术与科学学院（马萨诸塞州剑桥）的成
员。在2002  -  2006年期间他是国际社会
学协会（ISA）的主席。他同时也是新欧洲
奖（1995年），波兰科学基金会奖（2006
年）和波兰共和国总理两次奖项的获奖
者。 Piotr Sztompka教授是四所大学的荣
誉博士：莫斯科，斯德哥尔摩，克拉科夫
和华沙，共著有30本书和300多篇科学文
章，以15种语言出版。

Civitas学院辩论：“民主倒退
了吗？”
2018-12-11
2018年12月13日下午5点在波兰实施戒严
周年纪念日之际将举行主题为“民主会倒
退吗？”的辩论会。辩论会基于Steven 
Levitksy和Daniel Ziblatt的著作“民主国
家的死亡方式”而举行，这一著作最近
也以波兰语出版，名为“Tak umierają 
demokracje”。 根据Civitas学院提供
的信息，辩论的参与者将尝试比较限制民
主国家的机制以及具有不同历史和政治文
化的国家的例子。 美国政治学家Bohdan 
S z k l a r s k i 教 授 、 南 美 国 家 政 策 专 家
PiotrŁaciński博士，政治学家、Dominik 
Hej博士：政治学家，匈牙利政治专家将出
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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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拉丁美洲会议
2018-12-12
罗兹大学拉丁美洲和比较研究系和波兰拉
丁美洲研究协会将于12月15日至16日组织
第二届Ignacy Domeyko拉丁美洲大会。 
波兰拉丁美洲研究协会庆祝成立40周年活
动与波兰独立100周年庆祝活动共同举行，
在活动期间将有机会了解波兰在拉丁美洲
的存在，总结波兰在拉丁美洲领域的科学
成就，并继续就其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进
行对话。 会议将首先与代表拉丁美洲波兰
裔美国科学界的名誉嘉宾会面，然后是连
续的专题小组：波兰裔美国人，文化，政
治，考古和人类学。 更多信息： http://
kslip.uni.lodz.pl/aktualnosci-4/246-ii-
kongres-latynoamerykanistyczny.html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会议
2018-12-12
在波兰恢复独立100周年之际，将在卢布
林天主教大学举行波尼亚雷斯蒂图塔”系
列的会议，会议主要致力于文化方面。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在会议期间说道：“教皇约翰保罗
二世说过文化使人类拥有了真正的人生，
我们需要谨记这一点。生活就是文化，生
活离不开文化。生活是文化的创造者，在
其中表达并在其中得到证实。” 在会议
期间讨论了民族文化在多年分割，占领
和苏联统治期间培育和维持波兰人的重
要性。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独立波兰大
学”展览，展出邮票“独立的祖国”以及
专门展示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博物馆收藏的
巴洛克雕塑的展览。 更多信息： https://
polonia-restituta.pl/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
斯卡大学政治学系25周年纪念
2018-12-14
2018年12月14日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
科沃多斯卡大学政治学系正式成立25周
年。大学将举办25周年纪念活动。 根据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新
闻办公室提供的信息，在活动期间颁发
了个人奖章，获奖者为： 卢布林市市长

KrzysztofŻuk、卢布林文化会议中心主任
Piotr Franaszek、波兰广播卢布林主编
Zbigniew Sobczuk 、艺术策展人兼卢布
林美术学会主席Zbigniew Sobczuk 和卢
布林市劳动局局长Katarzyna Kępa。 奖
项还将颁发给了以下机构：NN剧院，文化
中心，Homo Faber，Misericordia，东
欧中心和编辑部：选举报、卢布林快递中
心、中心电台、东方期刊和卢布林TVP。

Wojciech Sowa博士成为国际
HERA计划科学委员会主席
2018-12-18
国家科学中心人文，社会和艺术系的学
科协调员Wojciech Sowa博士成为国际
HERA计划科学委员会主席（欧洲研究领域
的人文科学）。 理事会主席负责协调ERA-
NET HERA的战略活动，代表网络在与当代
人文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并与科学界进行
对话。 HERA是一个支持人文科学研究的
网络- 通知自2011年以来属于该网络的国
家科学中心。该联盟正在实施一项计划，
其任务是启动欧洲各研究中心科学家的合
作，并提请注意当代欧洲的社会，文化和
政治挑战。

波兰 - 日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
战会议
2018-12-18
来自世界文科艺术中心的Ariko Kato教授
组织了“波兰-日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记忆：大屠杀与广岛原子弹爆炸”会
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两个国家受灾难
的影响比较：广岛原子弹爆炸及犹太人大
屠杀事件。 来自波兰科学院的Barbara 
Engelking教授与Jacek Leociak教授将
讲述波兰人在大屠杀期间对犹太人的态
度；Joanna Tokarska-Bakir教授将讲述关
于Kielce大屠杀的新研究；Piotr Forecki
教授将讲述战后历史政策的蜿蜒。 会议是
交流经验的一个富有成效的平台，之后可
能在波兰组织类似会议。

托伦科学家获得古代历史学家
协会奖项
2018-12-20
来自托伦大学的Karol Kłodziński博士因
为“Oficium a rationibus”（罗马政府
在主体时期的历史研究）一书而成为古代
历史学家协会的获奖者。 该书籍物由托伦
哥白尼大学科学出版社出版，作为著名系
列“Monographs FNP”的一部分。它致
力于“理性”，管理早期罗马帝国财政的
主要中央机构，以及担任该职位的官员。 
奖项旨在表彰波兰研究人员在扩大和普及
古代知识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在年度竞赛
程序中，在奖励奖励之前的日历年发行的
具有高研究水平的科学或科普书籍的作者
可以参加。

华沙大学考古学家项目获得近
200万兹罗提资金
2018-12-21
华沙大学地中海考古中心获得了由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计划拨发的近200万兹罗提资
金。资金将分配给“ArcheoCDN科学卓
越考古中心“项目。 华沙考古学家将继续
创建2年的科学考古中心，这将允许使用最
现代化的工作方法，同时利用在北非和中
东几十年的研究积累的资源。 项目将创建
一个现代化的储存库，可以广泛访问数十
年来收集的考古文献。这不仅可以呈现视
觉集合，还可以让它们重新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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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一位
科学家获得了Hofmokl奖项
2018-12-24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Jacek Pyżalski教
授获得了Hofmokl奖项，该奖项是在学术
和学术计算机网络- 国家研究所（NASK）
成立25周年之际颁发的。 Jacek Pyżalski
教授在波兹南大学教育研究学院工作。他
是众多出版物的作者，科学网络的成员和
许多研究项目的协调员，沟通和困难行为
领域的教练。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电子侵
略，新媒体，学校交流，健康促进和年轻
人的网络欺凌。 Tomasz Hofmokl教授是
NASK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主任，这是一个由
数字化部监督的研究机构，25年来一直致
力于波兰信息网络和社会的发展。

富布赖特斯拉夫奖奖学金
2018-12-31
截止至2019年1月18日之前大家均可以申
请富布赖特斯拉夫奖，获得奖学金人员可
以在2019-2020学年访问美国。 奖学金面
向波兰大学和科学单位的雇员，他们专门
研究波兰和中欧和东欧的文化和历史。 奖
学金获得者可以在与波兰- 美国富布赖特
委员会合作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进行研究
访问，在美国逗留时间为3个月，包括历
史，社会或政治方面的文学研究，电影研
究或文化研究课程。在芝加哥伊利诺伊
大学可以进行为期4个月的研究，研究涵
盖中欧和东欧背景下的文化研究，性别研
究或电影研究和媒体研究课程。 更多信
息： https://fulbright.edu.pl/slavic/

欧洲文化遗产教育项目奖
2019-01-02
由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教授Arkadiusz 
Marciniak领导的Erasmus Plus ANHER
项目是综合考古和自然遗产教育和培训的
创新形式。他获得了欧洲委员会教育，青
年，体育和文化总局的奖项。 波兹南密茨
凯维奇大学的项目是总局颁发的唯一波兰
活动。奖项授予为文化遗产领域的专业人
员群体开发创新形式的教育。 由于对所开
发的良好做法的教育价值的认可和认可，

该项目已成为欧洲委员会为欧洲文化遗产
年和Erasmus Plus项目提供信息和促进战
略的一部分。

别尔斯克 - 比亚瓦国际会议
2019-01-03
别尔斯克-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科学大学现
代语言学院邀请各位参加第三届国际会
议“形状期货”。会议的主题将是与文
化，艺术，电影和文学以及政治和社会科
学的未来的各种方面，概念和愿景相关的
问题。 会议计划于3月1日和2日举行，会
议主题为：未来愿景及其动态;未来主义
和对未来的研究; 未来的功能和塑造未来
的过程（塑造趋势，模拟，建模，预测和
未来规划）。 组织者宣布讨论政治的时
间和时间政治，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
关系，以及一系列主题“未来和叙事”（
未来的叙述和隐喻，科幻小说和投机小说
作为未来研究的催化剂，未来的历史）
。 更多信息： https://shapesoffutures.
wordpress.com/

大波兰省葛尔若举行“边疆文
化遗产”会议
2019-01-03
人文学院波兰语系、学院乌克兰研究学术
中心大波兰省葛尔若国立大学旅游系与 乌
克兰喀尔巴阡山国立大学旅游系共同邀请
各位参加国际科学会议“边境的文化遗
产”。 会议计划于5月14日和15日在葛尔
若大学举行，会议旨在介绍边界地区广泛
了解的文化遗产对文化和科学发展，民族
和民族认同，宗教和相互关系的影响。 会
议面向文化研究人员，语言学家，历史学
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文学学者，欧
洲地区雇员，教师，传教士，神学家，心
理学家和所有对上述人士感兴趣的人士。

波兹南科学家获得波兰科学院
奖项
2019-01-03
来 自 波 兹 南 密 茨 凯 维 奇 大 学 的 M i c h a ł 
Klichowski博士因为“在CyberParks学
习；理论与实证研究“一书获得了波兰科

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科学奖。 本
书中的考虑因素围绕着网络公园学习理念
的构成概念。然而，理论分析导致了一个
令人惊讶的发现：神经科学的最新概念之
一。双任务成本的概念，表明这种类型的
学习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
学生来说也是危险的。为了澄清这个问
题，我进行了两个实验，在认知神经科学
的范例中进行，其假设和结果在本书的第
二个实证部分中呈现。 波兰科学院科学奖
项授予在之前四年内发表的杰出和创造性
作品的科学家以及教育家。

Gowin副总理：去除波兰科学
不必要的部分
2019-01-04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在接受“共和
国”日报的采访时说道：“去除波兰科
学不必要的部分是指人文学科应该主要以
国家语言实践。在这一点上，我可以透
露，科学专著的第一份出版物清单将主要
由波兰出版商组成。”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强调道，这份新工作是出于提高
波兰科学水平，扩大其对世界科学的影响
和消除伪科学出版物的愿望。 副总理说
道：“首先，人文环境多年来一直要求正
确地将专著作为人文思想的基本渠道。其
次，欣赏专著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确保
其适当的水平。” 更多信息： https://
www.rp.pl/Opinie/181239902-Uwolnic-
polska-nauke-od-makulatu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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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大学人文学科奖学金
2019-01-10
在多伦多大学了开展波兰语言文学课程并
宣布了短期科学实习申请。 根据国家学术
交流中心提供的信息，在交流期间学者们
将有机会利用多伦多大学的图书馆资源，
以及参与大学的知识生活。 奖学金面向在
波兰大学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的人文主义
者。在2月28日之前均可提交申请。访问
将会在2019年9月中旬到2020年5月中旬
进行。奖学金包括生活费、学费、健康保
险；奖学金金额取决于逗留时间。 更多
信息： https://nawa.gov.pl/images/
users/629/JoannaDeMone-IVGS-
Ogloszenie.pdf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研究人
员将研究印度电影业
2019-01-10
来自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大学研究员
是与印度合作实施人文和社会科学国际研
究项目EqUIP欧盟- 印度社会科学和人文
学科平台竞赛的获奖者之一。 Krzysztof 
Stachowiak教授和Marcin Adamczak
博士将研究电影中的空间与空间的关系，
以及电影业在创建印度与欧洲之间的文化
和经济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分析其中的一
些问题印度电影的拍摄地点，以及印度电
影业对这些地方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研
究联盟包括：瑞士巴塞尔大学、芬兰诺维
亚应用科学大学、斯洛文尼亚科学与艺术
研究中心、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 
更多信息： http://igsegp.amu.edu.pl/
ilmind/

卡托维兹电影科学会议
2019-01-11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与SWPS大学共同邀
请各位于4月4日至5日参加第三届全国“电
影心理学”大会，今年会议的主题是“电
影的社会角色”。 会议期间将讨论海报会
议、举行专家讲座、研讨会、讨论小组、
教师认证讲习班。会议是交流经验和良好
做法的机会。 会议面向广泛的受众：来
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博士生和各个研

究领域的学生，教师，学校教育家和心理
学家，使用电影进行教育，预防和治疗的
人，电影制作人以及电影爱好者。

格但斯克大学Anna 
Mazurkiewicz教授获得海曼奖
2019-01-16
来 自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历 史 系 的 A n n a 
Mazurkiewicz教授获得海曼奖。奖项在波
兰- 美国历史学会第75届年会期间颁发。 
这是波兰美国历史协会授予的最负盛名的
奖项，海曼奖自1966年以来一直授予对波
兰- 美国研究领域研究发展的杰出贡献的科
学家。 Anna Mazurkiewicz教授对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中欧政治移民的历史进行了研
究。她是1948年至1954年美国冷战政策中
的中欧和东欧政治难民专著的作者，以及
一些专门讨论波兰在美国的政治移民问题
的文章。Anna Mazurkiewicz教授在格但
斯克大学教授美国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的历史和移民史。

格但斯克大学研究人员获得波
兰共和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奖提
名
2019-01-18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社
会学和新闻学研究所的Alina Kietrys获得了
波兰共和国新闻工作者协会Bolesław Prus
奖终身成就奖的提名。 Bolesław Prus奖
多年来对于杰出记者颁发奖项，是波兰共
和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成员的最高荣誉。 来
自整个新闻界的记者，所有新闻协会和组
织的成员都有机会获得奖项。奖项分为两
个阶段：新闻业终身成就奖（“金色普鲁
士”）和35岁以下年轻记者奖（“绿色普
鲁士”）奖。

人文科学领域博士论文竞赛
2019-01-29
截止至2月22日均可以申请参加人文学科
领域最有趣的以Alina Brodzka-Wald教
授命名的博士论文竞赛。竞赛由波兰慈
善事业发展学院组织。 Alina Brodzka-
W a l d 教 授 是 最 知 名 的 波 兰 历 史 学 家 和

文学理论家之一。为了纪念她所做出的
贡献，特地以她的名成立了基金会。基
金 追 求 科 学 ， 教 育 ， 文 化 ， 医 疗 保 健
和 社 会 援 助 等 领 域 的 目 标 。 在 过 去 六
年中基金一直在组织论文竞赛。 竞赛
评 委 会 由 著 名 的 人 文 社 区 代 表 组 成 ： 
Maryla Hopinger-Amsterdamska教
授、Grażyna Borkowska教授、Jan 
Kordys教授、Marek Zaleski教授和
来自波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Tomasz 
Żukowski博士。 更多信息： http://www.
funduszewieczyste.pl/pl/modele-
funduszy-wieczystych/item/7-fundusz-
im-prof-aliny-brodzkiej-wald

Juliusz Chrościcki教授将在在
弗罗茨瓦夫大学博物馆开设讲
座
2019-01-30
弗罗茨瓦夫大学博物馆邀请各位于2月1
日参加Juliusz Chrościcki教授的公开讲
座“Jan Vermeer van Delft的来信”
。Juliusz Chrościcki教授是波兰历史上最
伟大的现代艺术史家之一，也是权力图像
学领域的专家。 讲座将专门介绍历史上最
著名的画家之一Jan Vermeer van Delft
的作品。这位荷兰艺术家被认为是流派场
景的大师，特别是女性日常活动的场景。 
Juliusz Chrościcki教授自从他的职业生涯
开始以来一直在华沙大学工作，他曾担任
副院长和历史系主任。同时也是巴黎索邦
大学波兰中心的主任。他是“Barok历史- 
文学- 艺术”的共同创作者和主编。他是许
多关于现代欧洲艺术和文化历史的科学出
版物的作者。

Photo by nicollazzi xiong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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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武普斯克会议：“流行音
乐，在大众文化中传达神圣思
想”
2019-02-07
斯武普斯博美犬学院波兰语言学研究所、
斯武普斯克的波罗的海当代艺术画廊以及
波兰语言学会的博士生和学生社区邀请各
位参加全国科学会议“流行音乐，在大众
文化中传达神圣思想”。 跨学科研讨会
将于2019年5月22日至23日在乌斯特卡举
行。 组织方宣布会议主题是研究与波兰传
统相关的文学研究范围内的问题，同时也
对分析外国文学现象持开放态度。 在会议
上来自波兰各个学术中心的研究人员来解
释人类活动各个领域之间存在的问题。

波兰 - 乌克兰科学会议
2019-02-13
波兰语言学院乌克兰研究中心 与乌克兰国
立大学的旅游学院将于5月14日和15日组
织国际科学大会“边疆的文化遗产”。 会
议旨在对文化和科学发展的影响，民族和
民族认同感，宗教和建立相互关系方面提
出广泛了解的边境地区文化遗产。 会议面
向文化研究人员，语言学家，历史学家，
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文学学者，欧洲地
区雇员，教师，传教士，神学家，心理学
家以及对该主题感兴趣的所有人士。

第5届Kotarbiński竞赛
2019-02-13
以 罗 兹 大 学 第 一 位 校 长 T a d e u s z 
Kotarbiński教授命名的第五届比赛已经正
式开始。人文学科的作品可以由全国各地
的科学机构提交。获奖者将获得50000兹
罗提用于进一步研究。 竞赛将评估和奖
励广泛理解的人文学科领域的最佳科学作
品。 罗兹大学通知到：“我们希望通过
这种方式强调人文反思在我们所接受的技
术中的重要性。我们想要表明波兰科学创
作出最高科学水平的作品。” 参加竞赛
作品应于2019年4月5日前提交至以下地
址：Narutowicza街道 68号，邮编：90-
136，罗兹。

弗罗茨瓦夫大学荷兰绘画大师展览
2019-02-18
弗罗茨瓦夫大学荷兰文化中心邀请各位参
观荷兰绘画大师的展览“梦想与现实”。
展览期间将可以欣赏到博世、维梅尔和梵
高多位艺术大师作品的复刻版。 本次展
览的灵感来源于两位女性艺术家的灵感： 
Agnieszka Traczyńska-艺术家、画家、
弗罗茨瓦夫学校高中美术老师。她复刻乐
Hieronymus Bosch的绘画。 Magdalena 
Śniedziewska-研究员、波兰语老师、十
七世纪荷兰绘画一书的作者。 展览将于三
月7日下午17点开始，届时Magdalena 
Śniedziewska将带来主题为“如果我们能
欣赏荷兰的画作，那我们的生活将会更加
精彩”的讲座。

在图霍拉森林的考古发现
2019-02-19
来 自 哥 白 尼 大 学 考 古 学 托 伦 研 究 所
（NCU）的Mateusz Sosnowski 博士和来
自华沙波兰科学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的
Jerzy Czerniec博士在图霍拉森林中进行
了非同寻常的考古发现。由于使用了地球
表面数字图像的空间分析的创新方法，他
们够观察到了保存在森林表面的大约2千
人的人类定居遗迹。 Jerzy Czerniec博士
说道：“通过使用数字地形模型分析方法
的革新，我们能够发现人类曾经在这里生
活过的迹象。” 考古博士们仍在等待进一
步的分析结果。研究结果一旦得到确认，
那么在图霍拉森林里发现的已经很有可能
是地球表面上唯一完全保存和可见的欧洲
史前人类聚居地。 更多信息： https://
www.umk.pl/wiadomosci/?id=25948

西里西亚大学哲学研讨会“想
象空间与空间打造”
2019-02-19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将在“在人文主义
古代哲学的空间”的框架内组织 “想象空
间与空间打造”系列讲座。系列讲座将于
2月19日开始持续至6月4日。 演讲者包括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雅盖隆大学、西里西
亚科技大学和西里西亚医科大学的研究人

员、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
研究、律师、建筑师、神学家和律师。 讲
座面向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生和所有
感兴趣的人士。会议主题为对空间的理解
各方面的顾虑特别是在关系到虚拟世界，
方法转变为理解的话方式：关闭、远程、
国内外知名、未知在不同环境下的安全。

波兰科学家获得HERA联盟竞赛
2019-02-19
来自波兰的四个研究小组获得了由欧洲
研究区人文学科HERA联盟组织的竞赛。
欧洲文化与融合竞赛中共有203项国际
研究提交了竞赛申请。 获奖的波兰项目
是： BESTRO过度刻板印象：文化交流和
罗马对欧洲的贡献。项目负责人是来自
雅盖隆大学的Anna Piotrowska博士； 
HCPubS医疗保健作为公共空间：欧洲医
疗保健领域的整合和社会多样性。项目负
责是来自华沙大学的Paweł Łuków教授； 
FestiVersities欧洲音乐节，公共空间和文
化多样性。项目负责人是来自雅盖隆大学
的Karolina Golemo博士； 联系，文化和
公共空间谈判。项目负责人是来自华沙大
学的Grażyna Szymanska-Matusiewicz
博士。

哈佛大学勒布古典图书馆基金会
2019-02-20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语言学系的Przemysław 
Marciniak教授因其对卢基安对话的翻译
而获得了由哈佛大学勒布古典图书馆基金
会颁发的奖学金。卢基安对话涉及对第
二世纪讽刺作家的精选作品以及保留的
拜占庭学者的文本翻译和评论。 奖学金
由洛布古典丛书基金会颁发，旨在支持
在经典研究领域的研究活动，出版物和项
目。奖学金金额为1000至35000美元。奖
学金根据勒布古典图书馆创始人詹姆斯勒
布的意愿来源于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希
腊文和拉丁文版本的收益。 Przemysław 
Marciniak教授是西里西亚拜占庭大学
文学研究和接待中心的负责人，也是拜
占 庭 接 待 网 络 的 协 调 员 。 这 是 一 个 由
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ftung授予
的奖项资助的科学网络。 Photo by nicollazzi xiong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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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城市学院开展一系
列讲座和讨论会
2019-02-25
弗罗茨瓦夫文化区与弗罗茨瓦夫大学的科
学家合作举办了城市学院第三学期的一系
列会议。Leszek Koczanowicz教授于20
日带来了主题为“城市民主如何运作？”
的讲座。 这个城市是一个极其复杂和活生
生的有机体。市政学院的组织者希望了解
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和居民生活条件的关键
过程并讨论以下主题： 逃离郊区和新资产
阶级； 城市民主； 文学在创造城市身份方
面的重要性。 会议试图了解弗罗茨瓦夫近
几十年来所经历的变化。会议将两部分组
成：文化研究和社会学家进行的讲座，以
及与参与讨论的主题的从业者的讨论。

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图
书馆共济会珍宝
2019-02-25
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图书馆拥有欧
洲最大的共济会系列珍藏（共济会中文又
称美生会，是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
织，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庞大的秘密组织）
。大学档案馆有超过80000个文档，其中
可以找到发布于1723年的安德森宪法，
这被认为是共济会法的经典书。 1949年
的收藏品来自波兹南西里西亚名人堂，早
些时候他们是根据希姆莱的命令收集。由
于有义务列出特定旅馆的成员，德国人能
够很顺利得找到这些东西。SS制服特殊研
究团队研究了这些藏品，并对其进行了编
目并得出了结论。后来当Allied火灾爆发
时，收藏品被确定位于其他地方。 书籍和
文件存储在大学图书馆的特藏部门。目前
正在为收集品的数字化及其出版物筹集资
金。 更多信息： http://uniwersyteckie.
pl/kultura/masonski-skarb-ze-zbiorow-
biblioteki-uam  

西里西亚大学北美拜占庭研究
协会科学家小组会议
2019-02-25
由 来 自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的 P r z e m y s ł a w 
Marciniak教授和Katarzyna Warcaba

博士组织的西里西亚小组“拜占庭动物研
究：文本，背景，方法论”获得了“北美
拜占庭研究协会”的文化资助。 来自捷
克、德国和法国的研究小组也将参加科学
会议，致力于拜占庭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相
互作用问题以及在拜占庭文学中呈现动物
的方式。Przemysław Marciniak教授将带
来主题为将被称为“拜占庭昆虫的（微）
历史”的讲座。 来自世界各地的拜占庭研
究学者将参加今年于10月17日至20日在
美国麦迪逊（威斯康星州）举行的“北美
拜占庭研究协会”。 更多信息： https://
maryjahariscenter.org.

格但斯克大学Jerzy Limon教授
获得了Pragnell莎士比亚奖
2019-02-25
格但斯克莎士比亚剧院的发起人和导演
Jerzy Limon教授获得了Pragnell莎士比
亚奖。这是对威廉·莎士比亚作品普及
和发展知识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对理解
其作品的重大贡献而享有盛誉的荣誉。 
Pragnell莎士比亚奖是由埃文河畔斯特
拉特福的著名珠宝商Geoge Pragnella
资助的国际奖项。奖项旨在表彰过去一
年在戏剧，评论，研究或教育领域推广
莎士比亚作品的艺术家。 Jerzy Limon
教授是英文教授、历史学家、英国文学
翻译家、戏剧家和作家。他被公认为莎
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杰出专家，也
是波兰科学院和国际莎士比亚学会的成
员。 更多信息： https://ug.edu.pl/
media/aktualnosci/86083/prof_jerzy_
limon_dyrektor_gdanskiego_teatru_
szekspirowskiego_laureatem_pragnell_
shakespeare_award

雅盖隆大学墨西哥中心
2019-02-28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与最大的拉丁美洲大学
墨西哥国立大学开展合作并在雅盖隆大学
开设了墨西哥中心。 墨西哥中心的主要目
标是传播墨西哥科学和文化、进行学生交
流、专攻实验、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墨西哥研
究人员的会议。 在墨西哥中心落成典礼之
前Ryszard Schnepf博士为美国研究所和波

兰侨民学院的学生准备了主题为“美国—美
洲：实验时间”的讲座。 雅盖隆大学校长
Wojciech Nowak教授和墨西哥驻波兰共
和国大使Alejandro Negrín Muñoza出席
了雅盖隆大学墨西哥中心开幕仪式。

波兹南伊利亚特日
2019-03-04
拉钦斯基图书馆、密茨凯维奇大学古典文
献学研究所与波兹南波兰语言学会分会共
同邀请各位于三月21至22日参加伊利亚
特日，活动将作为伊利亚特国际艺术节的
一部分在波兹南举行。 3月21日将举行研
究会议：主题、人物、语言。来自牛津大
学的Bruno Currie博士将带来主题为“伊
利亚特神谱”的公开讲座。晚上将举行一
场音乐会，音乐会曲目包括格奥尔格·弗
里德里希·亨德尔歌剧和克劳迪奥·蒙特
威尔第的歌剧。 3月22日10点将在密茨凯
维奇大学进行国际阅读选定的伊利亚特剧
集，下午5点将由古典语言学研究所的讲师
和学生在拉钦斯基图书馆朗读摘自第六册
（告别Hektor和Andromache）和第十二
册（Hektor之死）片段。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研究员
成为EASA成员
2019-03-13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中心公共政策主
任大学哲学研究所的Marek Kwiek 教授
成为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EASA的成员。 
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EASA是欧洲最负盛
名的科学和艺术组织之一。它包括超过
来自欧洲各地的2000名最杰出的科学家
和艺术家，其中有32位是诺贝尔奖获得
者。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分为八类：人
文，医学，艺术，自然，社会，技术，
科学和管理的宗教。Marek Kwiek 教
授成为“社会科学，法律和经济学”的
一员。 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中有三十
四名波兰成员，其中包括Jerzy Buzek 
教授、Andrzej Zoll 教授、Andrzej B. 
Legocki 教授、Jacek Namieśnik教授和
Jerzy Woźnicki教授。2015年波兰科学院
院长MichałKleiber教授成为欧洲科学与艺
术学院的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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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学习波兰语新课程
2019-03-19
国 家 学 术 交 流 机 构 开 始 为 外 国 人 提 供
POLONISTA计划，为2019波兰语专业和
使用波兰语学习的大学生提供课程。 根据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提供的信息，计划旨在
世界范围内推广波兰语并支持外国人学习
波兰语课程。作为波兰研究和在外国学术
中心开展的课程的一部分，外国学生将可
以在波兰选定的公立大学学习一个学期或
两个学期的课程。 该计划面向外国波兰研
究，波兰研究或波兰项目的学生，作为斯
拉夫研究的一部分（波兰语言，波兰文化
和波兰知识领域）实施。波兰境外组织的
波兰语言文学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获奖者和
决赛选手也可以申请参加该计划。 更多信
息： https://nawa.gov.pl/jezyk-polski/
program-dla-studentow-polonistyki-i-
studiow-polskich-2019/ogloszenie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博士生
获得哲学论文竞赛
2019-03-22
Dawid Rogacz是波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
学哲学研究所的博士生，他的一篇哲学论
文在国际竞赛中获奖，他将有机会参加在
英国举办的科学会议。 Dawid Rogacz的
论文“张学诚的历史哲学”获得了由亚洲
和比较哲学学会（SACP）的年轻科学家最
佳论文竞赛的一等奖。亚洲和比较哲学学
会（SACP）于1968年创办。 奖项之一是
资助参加国际SACP会议，会议将于2019
年6月在英国巴斯举行。Dawid Rogacz博
士将有机会在一个特别小组中进行演讲。

Marek Bernacki教授的新著作
2019-03-25
别尔斯克-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科学大学通知
道：“Marek Bernacki教授的新著作“米
洛什的追踪，诗人的角度诠释生物图形“
一书将由著名的波兰出版社Universitas出
版“。 Jarosława Ławski教授说：“21世
纪初最重要的生殖音乐作品之一。“米洛
什的追踪”是另一部致力于解读Czesław 
Miłosz和传记的作品。“ Universitas出版

社是波兰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科学出版物
之一。擅长出版人文科学领域的科学和科
普书籍，特别是文学史，理论史和语言科
学。 波兰现代主义代表者是Włodzimierz 
Bolecki教授和Ryszard Nycz 教授，他们
致力于研究现代波兰文学，艺术，文化和
人文思想。

西里西亚大学“文学评论”会
议
2019-03-26
西里西亚大学语言学院博士生科学小组邀
请各位于4月8日至9日参加“文学评论- 批
评，理论，历史”会议。会议致力于改变
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空间中现象的评估。 文
学的接受是永久性的变化。文本经常被重
新解释和重新阅读，在尘土飞扬的档案中
搜寻并显示光线或恰好相反。 会议的主题
包括：文学评价、批评新旧作品、过高估
计和低估批评热烈的文学和方法、佳能和
外围- 关于作品的流行以及新观点研究状
况和其他研究策略。 更多信息： https://
w w w . u s . e d u . p l / k o n f e r e n c j a - p t -
ewaluacje-literatury-krytyka-teoria-
historia

西里西亚大学研讨会
2019-03-27
西 里 西 亚 文 学 与 文 化 和 语 言 研 究 小 组
BESTO理论教研室的实验动物研究所邀请
大家于6月26日参加素食主义者研究讨论
会。 研讨会关素食主义如何激发动作和表
情讨论的研究者，包括文学，艺术和文化
遗产。 活动主办方鼓励的语言反映，文献
使用谈论纯素食主义和素食主义者表达身
份的手段。研究的重点，以找到一个素食
主义者的项目可能会遇到的作家，制片人
和艺术家提供了灵感，如何个人经验转化
为艺术表现的通用语言。

克拉科夫教育大学媒体语言会
议
2019-03-28
克拉科夫教育大学于2019 3月28日至29日
举办了主题为“语言和媒体，当代媒体对

语言和传播的看法和威胁”的第三届全国
跨科会议。 此次会议将与在语言学、文化
学、媒体研究、新闻工作者、政治学家、
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进行实质性讨论并建
立一个平台。会议将围绕在媒体和所有表
现形式的分析语言和沟通研究的视野开阔;
理论方法学考虑和具体案例的材料分析。 
会议期间将讨论以下板块：媒体话语的当
代地区，语言和沟通在现代媒体的媒体政
治和媒体的政治和英语互联网的障碍和风
险。

什切青Joanna Kulmowa奖项
2019-03-28
什 切 青 大 学 通 知 道 ： “ 从 明 年 开 始 在
什 切 青 将 颁 发 J o a n n a K u l m o w a 奖
项。JoannaKulmowa是诗人、舞台作品
作者和儿童和青少年书籍的作者。奖项将
授予具有高度艺术和教育价值的儿童文学
作者。” 奖项由什切青大学、什切青市
和什切青艺术局联合倡议。奖项旨在促进
作者在特定年份参考Joanna Kulmowa
的高度艺术成就。 Joanna Kulmowa获
得了国民终身教育奖章、波兰IBBY全国教
育勋章奖章、波兰总统“艺术青年”特别
奖、Joanna Kulmowa 的“为开放儿童的
梦想世界的敏感性”一书获得了飞马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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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大学第六届人文主
义之夜
2019-04-01
弗罗茨瓦夫大学于4月6日邀请考古学家、
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史家、文化研
究学者、音乐学、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参加
第六届人文主义之夜。本次活动的主题
是：“当下是我们想要的世界吗？文化崩
塌的时代？“ 民主的传统形式的危机，增
加了社会的差异，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全
球贸易战、有关迁移运动、种族冲突、在
食品加工厂和水不足、环境灾难的幽灵、
安全问题、作为人类生活的质量和代替自
由仇恨言论和遇到的普遍的暴力等等。
这些都只是一些威胁和当今世界面临的挑
战。 活动组织方为弗罗茨瓦夫大学历史和
教育科学系，组织者表示希望回顾科学真
理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将发挥重要的社会
作用者。 更多信息： https://uni.wroc.
pl/czy-to-jest-swiat-w-ktorym-chcemy-
z%CC%87yc-bunt-w-kulturze/

红衣主教大学第七届旧书日活
动
2019-04-01
2019年4月8日至12日华沙红衣主教大学
人文科学部以及红衣主教大学图书馆邀请
大家参加第七届旧书日活动，今年活动主
题为“老派与学术之书。” 活动将在位于
Dewajtis 街道5号的礼堂举行。 活动开幕
式上来自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Joanny 
Dimke-Kamoli博士将带来主题为“Actio
作为意大利教科书的教学主题16世纪下半
叶-  17世纪上半叶），如何将书中的准确
意思阐述给听众“的讲座； 来自波兰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的Andrzeja Dąbrówki
教授将带来主题为“波兰最古老的学校
教科书”讲座； 来自华沙大学的Marty 
Wojtkowskiej-Maksymik博士将带来主题
为“元素一书（Maciej Wirzbięta 1575）
中从引物到良好礼仪的举止“的讲座。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波兰语发展
讲座
2019-04-08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说道：“Stanisław Dubisz教授是
于2019年月10日举行的“讲座冠军”的特
别来宾，讲座将在语言在比亚韦斯托克大
学学院。届时Stanisław Dubisz教授将谈
论波兰语言发展，尤其是1939年之后。“ 
Stanisław Dubisz教授是一位杰出的语言
学家，是古波兰语和现代波兰语研究员，
也是“语言手册”和“波兰语普遍词典”
的主编，波兰语历史语法”一书的共同作
者。他著述了数百篇文章和许多属于最严
格的波兰正典的广泛作品，例如：“新旧
之间。 目前Stanisław Dubisz教授是华沙
大学应用波兰研究所的员工。

西里西亚大学“人类和动物的
关系，神话和刻板印象”会议
2019-04-08
西里西亚大学语言学系和斯拉夫语言学文
化研究邀请大家于4月26日至27日参加第
四届国际跨学科会议：“人类和动物的关
系，神话和刻板印象”。 会议将探讨人类
在各种方面的动物本能：文化，伦理，哲
学，历史，宗教，社会，民族志- 特别强
调伴随着我们对有关动物的神话，成见和
偏见。 会议的主题包括：关于动物的传统
观念;当代传播中的动物;动物作为科学思
考与实践对过去和今天的动物的主题/对
象。 达尔文的世孙Ruth Padel将作为会
议嘉宾出席会议，Ruth Padel是一名诗人
同时也是奖项的获奖者，他的科学兴趣是
自然科学和生态学。 更多信息： https://
www.us.edu.pl/iv-miedzynarodowa-
interdyscypl inarna-konferencja-
naukowa-z-cyklu-czlowiek-innyobcy-
byt

Jarosław Włodarczyk教授“
莎士比亚世界：在天文学和数
字人文学科之间”讲座
2019-04-09
波 兹 南 密 茨 凯 维 奇 大 学 波 兰 语 言 学 研
究所于4月10日邀请大家参加Jarosław 
Włodarczyk教授“莎士比亚世界：在
天 文 学 和 数 字 人 文 学 科 之 间 ” 讲 座 。 
Jarosław Włodarczyk教授是天文学的
历史学家、华沙波兰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
所长。他的研究兴趣是与天文学史，科学
史与文化史之间的联系以及自然科学与人
文科学之间的关系有关的问题。 他的出版
物全面阐述了天文学与波兰文学和一般文
学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西方科学与文
化中的月亮”; “流浪的蓝色，或宇宙，
不仅仅是诗人”; “伯利恒之星之谜”; 
“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宇宙的代码”;和“
占星术，历史，神话，秘密“。 更多信
息： https://amu.edu.pl/wiadomosci/
wydarzenia/kosmos-szekspira-miedzy-
historia-astronomii-a-humanistyka-
cyfrowa-wyklad-prof.- jaros lawa-
wlodarczyka

Anna Foltyniak-Pękala博
士获得Maria和Kazimierz 
Brandys竞赛
2019-04-10
来自别尔斯克- 比亚瓦科技与人文科技大
学的Anna Foltyniak-Pękala博士在克拉
斯诺格鲁达国际对话中心获得了Maria和
Kazimierz Brandys竞赛的奖学金。 Maria
和Kazimierz Brandys竞赛是对其顾客和
他们所代表的整个一代人的命运的记忆，
卡齐米日布兰迪斯作品的普及和新读物。
竞赛支持处理文化和国家边界问题的作
家，科学家和翻译，以中欧和东欧的语
言创作文学，或翻译文学。 来自波兰和
国外的11名的参赛者参加了竞赛。几年
前，Foltyniak-Pękala博士进行了其论文
辩论，论文致力于研究Kazimierz Brandys
的作品。Kazimierz Brandys是20世纪最有
趣的波兰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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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研究员获得Villa 
Paul Adams奖
2019-04-11
来 自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历 史 系 的 A n n a 
Mazurk iewicz教授获得了今年美国历
史 学 家 组 织 （ O A H ） 授 予 的 著 名 V i l l a 
Paul Adams奖，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
专门研究美国历史的专业协会。 Anna 
Mazurkiewicz教授的“中欧和东欧的政
治难民”一书获得了奖项，委员会称赞该
著作“对冷战初期美国代表中欧和东欧难
民参与的起源和动态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
查”。 Villa Paul Adams奖每两年授予一
本外国语出版的美国历史最佳书籍作者。
奖项以Willi Paul Adams命名，他是美国历
史学家组织德国分部积极成员也是美国历
史国际化的支持者。 更多信息： https://
ug.edu.pl/media/aktualnosci/87406/
dr_hab_anna_mazurkiewicz_prof_
nadzw_laureatka_willi_paul_adams_
award

罗兹大学“文化中的宗教与魔
法”会议
2019-04-12
罗兹大学启蒙科学圈组织了全国性科学
会议“文化中的宗教与魔法”，会议将
于2019年4月13日在罗兹大学语言学院举
行。 组织者邀请所有对古代和现代文化中
的宗教，魔法，仪式和仪式问题感兴趣的
人文和社会科学代表。 会议期间将讨论以
下问题：宗教在过去和现代社区中的作用; 
文学，电影和美术的宗教仪式，仪式和魔
法; 宗教与权力; 文化中牧师的照片; 牧师在
过去和现代社区中的社会和政治角色; 文化
和流行文化中的神像; 古代神话在当代文化
中的运作。

“移民、普世主义、融合”国
际会议
2019-04-15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神学院，罗马尼亚
与捷克康斯坦察奥维迪乌斯大学神学院、
希腊天主教神学院Presov和帕拉茨基大学
西里尔迪乌斯神学院共同邀请各位参加第

八届国际会议“移民、普世主义、融合”
。 会议将于4月25日在卡托维兹和4月26日
在Brenna举行。来自奥地利，德国，斯洛
伐克，捷克共和国，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
国家研究中心和科学家代表讲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将主要讨论以下问题：移民、普
世主义、融合; 路德教会为移民提供服务; 
德尔福作为开放给新人源; 迁移和跨文化的
教育和宗教间对话和文化融合的移民作为
一个双向的过程中的前景。

科沙林科技大学第二届广告中
的美会议
2019-04-17
科沙林科技大学学生科学协会“研究广
告”和科沙林理工大学人文系社会传播与
新闻系共同邀请您参加“第二届广告中的
美”科学会议 这次会议专门讨论美容广告
的现象。会议将是反映通过广播宣传信息
美丽，完美描绘基于溶液中使用的有害影
响的机会。这个问题是在这方面的大量操
纵已多次带领对发行特定的广告禁令的范
围内重要的。 对于文件的制作，主办方邀
请不同的科学领域，包括人类学家，文化
理论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媒体专家，
社会学家，教育家，生物学家，艺术史学
家和理论家和广告传播的从业者的代表。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中心双
语事项@
2019-04-18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开设了双语中心事
项@，这是爱丁堡的英国大学中心下属的
23个国际分支机构双语事项之一。 波兹
南双语事项@是研究和信息中心，在波兹
南大学英语系成立，处理多语言和语言学
习。波兹南双语事项@将为教师，教育工
作者，家长和研究人员研究这些问题进行
讨论的空间。 中心包括双语和语言学习，
支持相关的介绍语言学习的项目等方面的
跑步训练课程和研讨会，提高对有关双语
问题的教师，家长和儿童的关注，回答关
于提高双语儿童，提供获取信息和资源问
题。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人文学
院
2019-04-23
西里西亚大学，杰尔奥德知识和对话基金
会，区域文化研究所，区域教师培训中心
和西里西亚省长办公室将开展“卡托维兹
西里西亚大学人文学院”项目。 根据该项
目为波兰课教师，文化机构的员工和15岁
至19岁的学生创建专门单位：波兰外国语
大学、文化研究大学、对话大学、移动青
年大学和青年科学家大学。 该项目将启
用独特的教育课程，举办讲座，实验课，
考察访问，以及教育活动，小组讨论和专
家咨询提高权力高等教育的自定义收件
人，以满足经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的需
求。 更多信息： https://www.us.edu.pl/
projekt-pn-uniwersytet-humanistow-w-
uniwersytecie-slaskim-w-katowicach-
doinansowany-w-ramach-po-wer

卢布林国际考古会议
2019-04-23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考
古研究所和卢布林博物馆将于2019年4月
25日至26日组织第三十五届国际会议，
会议主题为“波兰中东部、白俄罗斯西
部和乌克兰的考古研究”。 卢布林玛丽
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新闻办公室的
Katarzyna Skałecka强调道：“该会议是
考古学家和来自波兰，白俄罗斯，摩尔多
瓦，俄罗斯和乌克兰其他科学领域的许多
专家交流思想和经验的广泛论坛。它展示
了考古，实地和办公室研究的最新成果，
今年的会议包括发三个讲座，在两个部分
（史前和早期历史）中发表三十多篇论
文，并将展示约二十张海报。来自波兰和
国外的数十个科学机构- 大学，研究机构和
博物馆将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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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纽斯“从卢布林联盟到欧
盟” 科学会议
2019-04-24
2019年4月25日至27日在维尔纽斯波兰文
化馆将举行第六届国际跨学科会议。会议
主题为“从卢布林联盟到欧盟（历史，社
会政治，法律和文化方面）” 会议由立陶
宛波兰人科学家协会（SNPL）组织。会议
合作伙伴是： 普乌图斯克人文学院、维尔
纽斯经济与信息技术学院、比亚韦斯托克
大学、欧洲波兰科学技术学会联合会、维
尔纽斯波兰文化馆。 会议旨在分析450年
前卢布林联盟和其影响在波兰立陶宛联邦
的发展，也对欧洲当代地缘关系。来自波
兰，立陶宛，德国，英国，捷克共和国，
意大利，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与会者将超
过120人。  

雅盖隆大学大学第十一届美国
文化日
2019-04-25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美国研究科学圈、国
际移民科学圈和波兰侨民科学圈共同邀请
各位于2019年5月8至10日参加第十一届美
国文化日。 今年主办方希望把重点放在美
国历史方面。会议了解困扰美国的问题，
会议参与者将解决令人不安，尴尬和展现
超级大国更全面的问题。 会议期间将讨论
以下问题： 美国的影响军事干预、美国政
治文化的批评、美国文化批评界、娱乐界
的批评、与社会保健和教育的种族和民族
问题的问题。

波兰科学院“ERC指导倡议”
2019-04-25
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院和波兰科学研究院
将于2019年6月14日之15日在维也纳共同
组织“ERC指导倡议”研讨会，波兰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支持了活动。 研讨会面向代
表人文和社会领域的研究人员、计划申请
欧洲研究理事会（ERC）起始和合并者的
资助，即在2年至7年或7年至12年获得博
士学位后的人士。 研讨会将致力于完善
研究人员打算在ERC项目申请中提出的研
究项目的概念。 ERC资助的候选人将有机

会介绍研究理念并与受邀专家进行磋商，
研讨会将以英语进行。 可在5月19日之前
通过下列网址注册参加研讨会： https://
forms.gle/GXvtSoY7rojHfhC4A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
斯卡大学研究员获得“2019 国
际Helion”奖
2019-04-26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新闻
办公室的Katarzyna Skałecka通知道：“
来自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
学视觉文化系的Magdalena Grabias博
士其对科学和文化发展的贡献而被授予
了“2019 国际Helion”奖。“ 国际文化联
盟协会是一个于2010年在罗马尼亚蒂米什
瓦拉成立的组织，联盟汇集了科幻小说和幻
想主题的作家和研究人员，并延续了Helion
俱乐部30年的活动。 Helion文化协会是年
度科学会议的组织者在“可能的前沿：投机
小说中的边界和开放”宗旨下运作。

波兰考古学家在大法赫拉克岛
上发现了一座清真寺
2019-04-30
由华沙大学地中海考古中心Agnieszka 
Pieńkowska博士领导的科威特- 波兰考
古学家团队在大法赫拉克岛上发现了一座
几百年前的纪念性清真寺遗址。根据考古
学家的计算，建筑时期应为伊斯兰时期晚
期（十六至十九世纪）。 在今年4月底结
束的挖掘工作期间，科威特- 波兰考古团
在波斯湾的大法赫拉克岛的东北部发现了
一座纪念性建筑的遗迹，这曾是一座清真
寺。 建筑的轮廓类似于一个边长约20米的
正方。该建筑包括一个大庭院（近200平方
米）通往主要房间，面积为17至7米。房间
里发现了支撑屋顶的四根大柱子的遗迹。

西里西亚大学关于Edmund 
Niziurski创造力的科学研讨会
2019-05-02
西里西亚大学波兰文学研究所文学理论
系、西里西亚大学语言学院和波兰科学院

历史文学委员会卡托维兹分校邀请各位于5
月15日参加参加科学研讨会“Niziurskiego
剩下什么？”。 Edmund Niziurski的散
文留下了青年文学的永久印记。这位受欢
迎的作家导致即使是苏联统治时期也有许
多惊人的冒险经历。Niziurski从20世纪50
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
的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在当下可能不太适
合，因此在研讨会的标题使用了问号。 研
讨会在国际青年图书委员会波兰部分的赞
助下面向学者，博士生和学生。

Karol Jakubowicz奖获得者
2019-05-02
来自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
学新闻系Małgorzata Adamik-Szysiak
博士的“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波兰政治主题
的策略”一书； 来自华沙大学媒体法系
的Maria Łoszewska-Ołowska博士的“
禁止在数据新闻中公布以及涉嫌或被控犯
罪的公众人物形象”的想法。 媒体与民
主Karol Jakubowicz奖项自2017年起在
Małgorzata Semil-Jakubowicz成立的
倡议下获得颁发并隶属于波兰社会传播学
会。 奖项旨在纪念在其他媒体专家卓越的
研究员和实践。Krajiwej广播委员会，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管理委员会，媒体和欧洲
理事会的新型通信服务的主席。

罗兹第六届语言和语言学哲学
国际会议
2019-05-06
罗兹大学英语语言学系和英语研究总会将
于2019年5月10日至12日组织第六届语言
与语言学哲学国际会议（PhiLang2019
）。 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会议致力于
语言和语言学的哲学，面向语言学家，哲
学家，逻辑学家，认知科学家，对论证和
传播感兴趣的研究人员以及思想和文学哲
学。 今年的主要话题涉及语义学和语用学
的哲学基础，语言和小说中的名称，否定
和否定过程，利沃夫- 华沙学派对当代语言
哲学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哲学的进步和发展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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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波德拉谢科学与艺术节
2019-05-08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说道：“第十七届波德拉谢科学
与艺术节将于2019年5月20日将在比亚韦
斯托克开始。除了波德拉谢的资本，艺术
节还将在沃姆扎、苏瓦乌基、Kleosin、
以及维尔纽斯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学分院举
行。” 科学与艺术节的口号是“现实算
法”。来自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组委会主席
Izabela Święcicka教授说道：“该算法是
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华尔街管理，
推动医疗器械，联想的朋友在互联网上，
可以创建信息，还传播虚假信息。算法也
有助于创建虚拟世界。” 科学与艺术节是
研讨会，演讲，讲座，会议和讨论，以及
演出，比赛，展览和音乐会。将有户外活
动，户外活动，游戏和教育经验，研究和
医疗普查。

奥波莱大学开展科普批评话语
分析项目
2019-05-09
奥 波 莱 大 学 英 语 研 究 所 的 K a t a r z y n a 
Molek-Kozakowska博士将开展科普
批评话语分析项目 Katarzyna Molek-
Kozakowska博士的出版物“让生物科学
在大众消费中可见：通过关键多模式分析
在Newscientist.com中接近图像- 文本关
系”在美国定性调查页面中。 Katarzyna 
Molek-Kozakowska博士的研究在语言
学、文体、语用学、修辞学、媒体研究和
传播的十字路口进行有助于提高新闻媒体
在知识型社会影响的认识。 研究可以支持
记者，公关专业人士，主持人和信息管理
人员的职业道德标准、科学知识的普及培
训。 更多信息： http://www.uni.opole.
pl/page/2880/prestizowe-publikacje-
jezykoznawczyni-z-instytutu-filologii-
angielskiej-uo

弗罗茨瓦夫大学国际会议
2019-05-10
弗罗茨瓦夫大学新闻与社会传播研究所邀
请各位于5月13日和14日参加媒体研究和

观点系列国际媒体会议。今年会议的主题
为“数字环境中的媒体”。 参与活动将汇
集最重要的学术中心的媒体专家在波兰和
国外大学- 美国，英国，意大利，挪威，芬
兰和德国。 会议期间将套路：数字媒体与
传统关系； 当代媒体的杂交过程; 与访问
数字媒体有关的通信方式的变化; 数字媒体
条件下的新闻和记者; 造成数字媒体和媒体
生态系统的变化并在态度和社会行为的改
变性质的社会变革。

卢布林“从卢布林联盟到欧
盟”会议
2019-05-13
2019年5月13日至15日在卢布林将举行“
从卢布林联盟到欧盟”会议。来自波兰和
外国的知识分子、科学家、政治家和公关
人员将参加一系列国际会议，辩论和会
议。 会议将以“外交政策，波兰 - 立陶
宛联邦是一种负担或义务？”主题进行。
来自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
学政府战略分析中心主任的Waldemar 
Paruch教授、雅盖隆俱乐部分析中心首席
专家Marcin Kędzierski博士和内政部前负
责人Bartłomiej Sienkiewicz将出息会议。 
5月14日将举行“卢布林联盟到欧盟庆祝”
会议，邀请了来自波兰、立陶宛、白俄罗
斯、乌克兰和英国的历史学家参加。本次
活动将以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
卡大学政治学院“社区与自治”会议结
束。

第十六届阿拉伯日
2019-05-14
罗兹大学中东和北非部门将于2019年5月
15日至16日组织科学会议“第十六届阿拉
伯会议，中东现代的挑战和威胁”。 会议
为跨学科会议，面向所有学术中心的人文
科学和社会科学代表，这些中心负责研究
中东地区的政策，文化和经济。 会议旨在
回答人口，经济，政治和文化进程在多大
程度上影响中东发展前景的问题。

奥波莱大学青年哲学项目
2019-05-14
奥波莱大学哲学研究所的员工在五月为初
中和高中的学生实施的项目正式结束。大
约有500名学生参加了这些活动。 作为与
学生一起开展项目的一部分，开设了30
个小时的选修课程，培养与批判性，独立
思考，正确论证，逻辑和启发式相关的一
般发展能力。课程主要由奥波莱大学哲学
研究所的研究和教学人员进行，他们有与
小学生一起工作的经验。 在课堂上激发
学生了的认知好奇心，提高分析和综合技
能，培养正确推理和正确论证的技能，考
虑到不同的观点培养提问的能力并尝试回
答。 更多信息： http://www.uni.opole.
pl/page/2883/konczy-sie-projekt-
logiczny-uczen

西里西亚大学第三十一届“第
二语言”会议
2019-05-15
西里西亚大学英语语言学院邀请各位参加
第三十一届“第二语。言”会议。会议
将于5月16日至18日在斯兹亚鲁克举行，
主题为“代码转换”。 代码转换意味着
语言代码的改变和翻译，意味着在有意或
无意的语言交互的不同语境中交替使用语
言，追求各种通信目的。 它们涉及自然
和阶级互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教师
可互换地使用给定的语言（第一或外国）
来实现特定目标。 计划包括博士生研讨会
就读于应用语言学领域以及与著名科学期
刊的编辑参加会议和培训。奥地利，西班
牙，爱尔兰，匈牙利和英国的大学教授宣
布参加会议。 更多信息： https://www.
us.edu.pl/xxxi-edycja-konferencji-pt-
przyswajanie-jezyka-drugiegoobc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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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博士在SCRIPT 
PRO 2019比赛中获得特别奖
2019-05-17
格但斯克大学语言学院博士生 Elżbieta 
Benkowska 在著名剧本比赛SCRIPT PRO 
2019中因故事片“Orunia 4ever”的剧
本而获得特别奖。奖金为一万兹罗提。 
SCRIPT PRO是波兰作家在职业生涯开始时
最重要的角色竞赛。提交创作者最多可以
根据他的文本制作两部长篇故事片。比赛
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波兰著名的电影制作
人，编剧和顾问的监督下，在Wajda学校
制定最终文本并进一步开展工作。 对于作
家而言竞赛是制作电影的机会，也是制片
人保证最终场景值得关注的。竞赛中获奖
的其他作品为“舞者的女儿”， “上帝”
，“最后的家庭”，“惊恐发作”和“我
是上帝”。

弗罗茨瓦夫大学接触和对比德
语用语和语用学
2019-05-17
弗罗茨瓦夫大学德国语言学研究所邀请各
位参加于5月23日至25日举行的第二次国际
科学会议“科学主题致力于语言学和德语
短语paremiologia的接触与对比。” 共有
87人确认出席会议，其中包括来自17个欧
洲国家：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
尼亚，克罗地亚，西班牙，匈牙利，奥地
利，乌克兰，希腊，科索沃，瑞士，俄罗
斯，法国，挪威，波兰。他们是公认的科
学家代表着世界公认的德国中心。 会议由
应用语言学系组织，共同组织者是莱比锡
大学斯拉夫研究所。会议还获得了波兰科
学院语言学委员会词汇科的赞助。 更多信
息： https://uni.wroc.pl/o-niemieckiej-
frazeologii-i-paremiologii-w-ifg/

Jerzy Sperka教授成为国家人
文发展计划竞赛专家团队主席
2019-05-20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任命西里西亚大学历
史研究所所长Jerzy Sperka教授为作为国
家人文发展计划（NPRH）的一部分组织的
大学2.1和大学2.2应用评估专家组主席。 

国家人文发展计划（NPRH）补助方案是针
对人道主义者，为了便于波兰人文的融合
人文欧洲和全球并让年轻研究人员的开发
研究事业在与国外科研中心合作。 该方案
还散发在艺术世界的波兰的成就，并为实
现和重点，长期的研究项目，出版和文档
需要稳定和高度专业化的研究团队的创建
和维护的融资稳定的条件。

弗罗茨瓦夫科学家将研究上卢
萨蒂亚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2019-05-20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人类学家
将获得30万欧元用于教育和研究项目“上
卢萨蒂亚1000年”项目。这笔资金来自欧
盟区域发展基金的INTERREG波兰 - 萨克
森州2014-2020合作项目。 该科学和教育
项目由UPWR人类学系的研究人员进行。 
项目旨在展示上卢萨蒂亚的文化和自然遗
产以及过去千年来该地区发生的变化。 该
项目是对上卢萨蒂亚的消失的自然和文化
遗产研究的延续，通过此项目我们可以还
原那些曾经消失了的环境与文化。 更多
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pl/
aktualnosci/49378/antropolodzy_z_
upwr_beda_badac_gorne_luzyce.
html  

华沙大学波兰 - 西班牙会议
2019-05-21
2019年5月21日至22日华沙大学“Artes 
Liberales”学院、西班牙驻波兰大使馆和
塞万提斯学院组织了第二届波兰 - 西班牙会
议。 在国际科学会议期间将讨论诸如建立凡
尔赛秩序时的西班牙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波兰 - 西班牙艺术平行或马德里波兰人
生活等主题。 出席会议嘉宾为： 来自马德
里圣巴勃罗大学CEU 的Alfonso Bullón de 
Mendoza教授； 作家和艺术评论家Juan 
Manuel Bonet Planes； Jan Stanisław 
Ciechanowski博士； 来自华沙大学“Artes 
Liberales”学院的Jan Kieniewicz教授。 
华沙大学“Artes Liberales”学院院长
Robert Sucharski教授和西班牙驻波兰大使
Francisco Javier Sanabria Valderrama将
为会议开幕式致辞。

大波兰省先进技术中心语言神
经科学实验室
2019-05-22
大波兰省先进技术中心开放语言神经科学
实验室将在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英语系
开放，科学家将使用脑电图研究当人类在
说话，阅读和学习新单词时大脑中发生的
事情。 研究的主题包括双语，创造力以及
唤起语言及其学习的情感。目前在实验室
进行了两个研究项目，包括负责创建，维
护，监督，纠正和实施行动计划以及处理
母语和外语单词含义的大脑执行功能。 研
究结果将用于外语学习方法的发展，同时
也在各种疾病的治疗，例如失语症（在没
有问题的人中丧失言语能力，例如由于疾
病或脑损伤）。

哥白尼大学的学生获得文化遗
产基金会奖学金
2019-05-22
来 自 托 伦 哥 白 尼 大 学 美 术 学 院 的 学 生
Zuzanna Jarmulska是今年文化遗产基
金会奖学金获得者。她是研究艺术品的保
护和修复（专门保护和修复石雕和建筑
细节）的学生。 奖学金授予执行毕业论
文，该论文的主题是一个由雪花石膏制
成的十七世纪十字架，来自位于Ryńsk教
堂的一个有价值的墓志铭。关于这一主题
的工作要求学生了解纪念碑的保存艺术以
及创作艺术品和风格分析的历史背景知
识。 文化遗产基金会于2012年在Michał 
Laszczkowski博士和Paweł Wilski博士的
倡议下成立，其目的是保护和促进波兰国
家遗产作为欧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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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几个世纪以来对
神话的看法
2019-05-28
西里西亚大学古典语言学系青年经典圈邀
请各位于5月31日参加“神话与人之间几
个世纪以来对神话的感知“全国科学会
议。 活动的主题将集中在广泛了解的希
腊，罗马和斯堪的纳维亚神话及其后来的
接待。 会议的嘉宾将是波兰研究中心的代
表，包括来自华沙，罗兹，克拉科夫，热
舒夫和卢布林的代表。 来自在索斯诺维茨
双语高中的学生也被邀请参加。 组织者宣
布讨论以下主题： 当代神话的问题; 斯堪
的纳维亚世界末日的愿景; 在意大利文学中
接受关于Ikar的神话; 水仙和埃及宗教作为
人类生活意义的各种反思。

波兹南夏季拉丁文和希腊文学
校
2019-05-29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将从7月29日至
8月11日开放波兹南拉丁文和希腊文的
暑期学校。 拉丁语课程将分成5或6个
级别进行： Tirones I  ：没有拉丁语课
程基础; Tirones II—IV：已学习拉丁语
基础课程； 希腊语课程将分为三个级
别进行： Tirones：没有希腊语课程基
础; Tirones medii ：学过希腊语但不能流
利交流且阅读。

波兰首次自由选举30周年科学
会议
2019-05-30
2019年6月3日华沙大学历史学院将组织
一次专门回顾1989年6月4日在波兰举行
首次部分自由议会选举的原因和情况的科
学会议。 选举于1989年6月4日和18日举
行。 他们的组织规则在所谓的谈判期间得
到了一致同意。 因此，来自当时执政的共
产党和卫星政党之外的候选人可以申请众
议院和所有参议院席位中35％的席位。 这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第一次自由议会
选举。 活动的参与者将包括： 来自华沙
大学历史学院主任Łukasz Niesiołowski-
Spano博士； 华沙大学东欧研究的

Paweł Kowal教授； 来自Civitas 学院的
Jan Skórzyński 教授； 来自波兰科学院
政治研究所的Andrzej Friszke教授； 来自
Pułtusk人文学院的Tomasz Nałęcz教授。

西里西亚大学“波兰语教学及
其教义”会议
2019-05-30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语言学学院邀请各
位于9和10月10日参加跨学科的科学会议
上“波兰语教学及其教义”。 会议期间将
讨论一下问题： 什么是在利用其他科学的
成就教学波兰语的尚未开发的机会； 作为
一种有条不紊意识，高效和负责任地使用
在波兰语文课各学科的教学波兰文学的专
业知识可以提供其他学科的教学和如果你
能想到科学的教学辅助文学等学科。 会
议包括放映当代波兰短片和与艺术家的会
面，以及致力于跨学科教学的研讨会：“
波兰在屏幕上。 当代文化和文学教育短
片“，”教学服务的游戏“和”穆兹的
门是开放的“，即与艺术作品的跨学科旅
程。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考古学
院将在雅典开放
2019-06-04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考古学院将在雅典
开放，研究所的任务是代表想要在希腊进
行研究波兰科学家 。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
学校长Janusz Czebreszuk教授说道：“
文化与希腊共和国体育部的中央考古委员
会正式承认波兰考古研究所的存在，这样
一个机构的任命是考古学家尤为重要，因
为根据希腊法律或其他独立的考古实地考
察才会有导致外国人在雅典开始自己的考
古研究所。“ 研究所的总部设在雅典市
中心。房地产购买程序正在进行中，包
括：图书馆，行政。 研究所的成立获得
了波兰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波兰外交部和
波兰驻雅典大使馆的大力支持。 更多信
息： https://amu.edu.pl/wiadomosci/
aktualnosci/uam-otworzy-w-atenach-
polski-instytut-archeologiczny

弗罗茨瓦夫大学研究员获得
NIKE文学奖提名
2019-06-05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新闻与社会传播学院
文学与新闻形式系的Urszula Glensk教授
因“Hirszfeldowie”一书被提名为NIKE
文学奖。 本书讲述了Ludwik Hirszfeld的
故事，他是一位杰出的医生，世界著名的
免疫学家，诺贝尔奖候选人。他的妻子
Hanna也是弗罗茨瓦夫儿科学校的杰出医
生。 Hirszfeld与他的妻子在1946年7月来
到弗罗茨瓦夫。他是医学院和导演微生物
学和免疫学系的首任院长。他最大的成就
包括1910年发现的（与E. von Dunger合
作），由他指定为A，B和0。他相信在引
进世界各院校在1927年承认，这个特殊的
命名血型。这一发明沿用至今。  

西里西亚大学第五届“翻译空
间”会议
2019-06-06
西里西亚东斯拉夫大学语言研究所与斯拉
夫国际委员会翻译委员会邀请各位参加于
10月24日和25日举行的第五届“翻译空
间”会议。 会议将有机会与代表国内外
众多中心会面。会议标题中包含的该主题
的广泛方法将允许在跨学科方法中考虑
不同的方法学方法来呈现研究结果。 反
思的主题既是一般性问题，也是基于文学
和专业文本翻译分析的详细现象。该计划
的第五版将包括一个专门讨论翻译中使用
新技术问题的新章节。 会议的工作语言
为波兰语和俄语。论文标题应在6月20日
之前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以下电子邮件地
址：przestrzenieprzekladu@us.ed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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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林第四届英语考试
2019-06-06
第四届英语挑战考试将持续至2019年6月
10号。 比赛由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
多斯卡大学促进中心和外语教学与认证中
心组织的卢布林省最大的此类倡议。 卢布
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新闻办公
室的Katarzyna Skałecka说道：“竞赛将
于6月14日举行，面向全国各地16岁以上
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不是英语，美国和应
用语言学以及相关领域的学生，还面向毕
业生和雇员。” B2 / C1级别的单个选择的
60个测试问题正在等待参与者。 测试所需
的时间是45分钟。 参加测试是免费的，座
位数量限制为400人。 更多信息： https://
www.umcs.pl/pl/enqForm,iv-edycja-
wielkiego-testu-jezyka-angielskiego-
challenge-accepted-14-06-2019-r-
formularz-zgloszeniowy,505.html

卢布林文化研究日
2019-06-07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文
化研究所将于2019年6月11日组织文化研
究日。文化研究日的主要目标是“多方
位地展示现代文化研究在发展现代和开放
社会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卢布林玛丽
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新闻办公室的
Beata Wielowinska-Pawlak说道：“文
化研究日将有六个主题小组，包括讲座，
辩论和计算机动画研讨会。” 组织者还与
文化的创作者和动画师以及卢布林玛丽亚
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的文化研究毕业
生进行了会面。 活动将以学生准备的艺术
活动为特色。 文化研究日主题也包括卢布
林露天博物馆和犹太卢布林路线。

卡托维兹关于通信过程中的干
扰会议
2019-06-07
西里西亚大学大学生科技青年言语治疗
师，AGERE AUDE语言学和波兰语言学院
的学院知识基础和社会对话和科学信息中
心与高校图书馆邀请各位于6月8日参加“
对话会议没有障碍，在EBP的背景下有效

沟通 循证实践”会议。 活动期间科学信
息中心与高校图书馆将讨论关于通信，现
代技术在通信中的作用和人际沟通和生活
质量的质量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中障碍的诊
断和治疗问题。 会议旨在传播科学传播领
域的进展和研究成果。理论家和实践者在
言语治疗，语言学，科学传播和障碍以及
社会科学和健康科学的代表领域将出席会
议。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名人管理
2019-06-07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说道：“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文化
研究与艺术学院将于2019年6月12日开设
一系列文化讲座，来自华沙社会科学与人
文科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Wiesław 
Godzic教授将带来讲座。” Wiesław 
Godzic教授是一位医学家和文化科学家。
他的演讲题目是“名人与我们，名人管
理”。讲座包含以下内容 “谁是当今媒
体领域的主要演员：谁在舞台上的光线？
对他们来说，电视不是为了观看，而是为
了表演。“ Wiesław Godzic教授将在活
动期间介绍关于名人的最新报告的结果
（2019年，NPRH，Godzic和其他人，波
兰名人，跨学科研究）。他还将询问有关
波兰这一现象的未来的问题。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考古学
家在全球范围内的独特发现
2019-06-07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考古研究所在波兹
南的Kolegiacki广场进行了一场独特的研
究。在圣玛丽亚玛格达莱娜教堂东部保存
的唯一“珍珠帽”的研究过程已经完成 保
护独特的欧洲发现与华沙的皇家城堡共同
进行，2019年8月4日珍珠帽将在“16和
17世纪波兰的珠宝“展览上展出。 珍珠
帽来自一位贵妇的墓地，根据徽章可以追
溯到16世纪。到目前为止这种徽章至出
现在能绘画上。 波兹南考古学家的发现
影响了如何制作以及佩戴的知识。 更多
信息： https://www.facebook.com/
ProjektKolegiataPoznan/

人文和社会科学国际平台
2019-06-13
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创建一个平台，
改善研究人员之间的沟通是TRIPLE项目的
目标，项目执行资金560万欧元由地平线
2020计划拨发。项目的执行者之一是波兰
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数字人文中心。 项目
旨在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创建一个多语
言和多文化的平台。由于它能够交换有关
他们的活动和项目，以及搜索资料和发表
不同语言的研究数据信息。 关于TRIPLE项
目将持续三年半，于2019年秋季开始。来
自12个欧洲国家的18个机构将参与项目：
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法国，希
腊，荷兰，德国，挪威，波兰，葡萄牙，
英国和意大利。

华沙大学考古学家完成了阿尔
巴尼亚挖掘
2019-06-13
华沙大学东南欧古代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
在阿尔巴尼亚完成了另一个挖掘季节。 考
古学家继续他们作为Shodra-Bushati的
工作，去年他们发现了一座未知的古城遗
址。 今年华沙研究人员发现了连续的3.5米
宽的防御墙，这些防御墙由大块石块和第
二个通往该定居点的入口大门组成。 他们
还预先检查了城市上方的山顶，在那里他
们发现了一个由石块砌成的石头平台。 考
古学家还发现了许多希腊化陶器碎片，包
括奢侈品，这些碎片应该能够确定防御工
事的创造和毁灭日期。 更多信息： http://
www.novae.uw.edu.pl/



111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文学艺术
和语言圣经”会议
2019-06-14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波兰语言学研究所当代
文学主席将于2019年6月15日组织全国性
的科学会议“文学，艺术和语言圣经”
。 根据组织者提供的信息，圣经作为一
种文化作品总是强烈地影响着艺术家和作
家。 正在出现的新作品构成了对新约和旧
约的新解释。 会议将重点关注以下领域：
当代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圣经、在旧时代
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存在圣经、在剧院中
出现圣经和圣经图案、流行文化中存在圣
经、圣经和表演以及圣经的语言。

克拉科夫“墨西哥宝藏”科学
会议
2019-06-17
墨西哥驻波兰大使馆、雅盖隆大学图书
馆、雅盖隆大学墨西哥中心以及墨西哥
国 立 自 治 大 学 柏 林 分 支 机 构 将 共 同 于
2019年6月19日举办“墨西哥宝藏”科
学会议。 活动将伴随着亚历山大·洪
堡（Aleksander Humboldt）档案的
手 稿 和 来 自 柏 林 前 普 鲁 士 国 家 图 书 馆
的“Manuscripta americana”收藏品
中的物品，该藏品保存在雅盖隆图书馆。 
在著名科学家和研究员亚历山大·洪堡诞
辰250周年之际，“墨西哥宝藏”会议将有
助于关于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以及墨西
哥的历史和征服的对话。

第十五届克拉科夫届哲学峰会
2019-06-21
克 拉 科 夫 雅 盖 隆 大 学 哲 学 研 究 所 将 于
2019年6月28日至30日举行第15届哲学峰
会。 会议每年由哲学研究中心和其中一所
大学共同组织。 今年雅盖隆大学是峰会的
共同组织者和主持人。 哲学峰会针对学
生，博士生和哲学及相关领域研究人员。 
介绍在哲学中进行的最新研究的状态。 会
议还旨在促进不同经验水平的参与者和来
自不同研究中心的参与者的整合。 学生
和博士生的讲座伴随着重要研究人员的出
现。

“Golden Kuker Soia”动画
节最佳音乐动画
2019-06-26
来 自 卡 托 维 茨 美 术 学 院 的 M a r c i n 
Nowrotek博士是“Golden Kuker 
Sofia”动画节最佳音乐动画“星云”的
作者。 “星云”是一个试验，试图找到
lumiere概念作为现实的记录以及利用电
影媒介作为创造幻想世界的工具的Mlielie
哲学的共同点。 “星云”从这两种态度
中汲取灵感并成为一种组合，其中注册的
具象图画与抽象构图交织在一起。 “星
云”使用了体积拍摄技术，记录了Maciej 
Obara的作品，另一方面通过使用录制作
品的配乐试图获得音乐的视觉体验。 更多
信息： https://vimeo.com/nowrotek/
nebula

卢布林的历史学家创造关于波
兰1914-1922独立的应用程序
2019-07-01
卢布林玛丽·居里夫人大学历史研究所
创建了关于波兰1914-1922独立的应用程
序。该应用程序是一个交互式历史地图
集，主要针对年轻一代和历史爱好者。由
卢布林玛丽·居里夫人大学历史研究所在
Jan Pomorski教授科学监督下编写。  卢布
林玛丽·居里夫人大学发言人Katarzyna 
Skałecka说道：“我们非常重视应用程序
的教育价值以及视觉历史的方法论，因此
创造了独特的知识和娱乐来源。” 在应用
程序中将能够看到华沙之战的动画画面，
听到Józef  Piłsudski的声音并了解波兰重
建的两个愿景。伴随着第二波兰共和国的
形成，用户将跨越五条独立路线。每条路
径都是一个历史课程，其中包含专用的3D
地图以及多媒体，照片和源文档形式的丰
富历史知识。 更多信息： www.umcs.pl/
pl/szlakami-niepodleglej.html

波兹南世界历史学家大会
2019-07-01
波兹南将于2020年举办第二十三届国际历
史科学大会。组织大会的合作协议由： 波
兹南市长 Jacek Jaśkowiak、密茨凯维

奇校长Andrzej Lesicki教授和波兹南当
地旅游组织主席Jan Mazurczak共同签
署。 大会的组织者是国际历史科学委员
会，1926年在日内瓦成立的世界历史学
家协会。活动每五年在世界不同地区举
行。 在大会期间将有超过100个各种专题
小组，专家会议和关于古代至今重要问题
的讨论。在波兹南研究论坛期间，大学，
研究机构和基金会将能够提出研究项目。
大会还将伴随国际历史书展进行。 更多信
息： https://amu.edu.pl/dla-mediow/
komunikaty-prasowe/swiatowy-
kongres-historykow-w-poznaniu

来自华沙大学的Bartosz 
Wcisło博士获得E.W.Betha奖
2019-07-04
来 自 华 沙 大 学 哲 学 研 究 所 的
Bartosz Wcisło博士的“了解构图真相的
力量”论文获得了获得E.W Betha奖。 
BartoszWcisło博士的论文在华沙大学哲学
研究所的Cezary Cieśliński教授的指导下
完成。 颁奖仪式将于2019年8月15日在里
加举行的欧洲逻辑，语言和信息暑期学校
举行。 E.W Betha奖自1988年由逻辑、语
言和信息协会颁发，是世界上对逻辑领域
博士论文的最大奖励。 Bartosz Wcisły博
士的论文是华沙大学第三篇获得奖项的博
士论文。比华沙大学拥有更多的获奖者是
阿姆斯特丹大学（4名获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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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aeoBalt探索波罗的海地
区遗产项目已启动
2019-07-08
格但斯克大学、格但斯克博物馆、奥胡斯
大学、博恩霍尔姆博物馆和隆德大学开展
了ArchaeoBalt项目。大家将共同发掘
隐藏在丹麦，波兰和瑞典表面下的波罗的
海地区的遗产。 作为项目的一部分将建
立一个考古中心网络以传播有关考古学
和航空旅游发展的知识。还将创建“波罗
的海南部虚拟博物馆”网站，其中包含有
关波罗的海地区遗产的最重要信息。 通
过ArchaeoBalt项目可以发现隐藏在丹
麦，波兰和瑞典表面下的波罗的海地区
的遗产。活动计划开展相关文化节、游
戏、讲座和开放考古研究等文化和教育活
动。 项目由欧洲区域发展基金作为2014 
- 2020年Interreg南波罗的海计划的一部
分资助。 更多信息： https://ug.edu.
pl/media/aktualnosci/89678/ruszyl_
projekt_archaeobalt_-_odkrywanie_
d z i e d z i c t w a _ r e g i o n u _ m o r z a _
baltyckiego

2019年秋天华沙大学考古学家
将开始在埃塞俄比亚工作
2019-07-18
2019年秋季华沙大学的地中海考古中心的
研究人员将开始挖掘工作在一个全新的领
域 ，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区域，毗邻苏丹和
厄立特里亚。这得益于华沙大学和梅克莱
大学之间的联合计划。 考古项目负责人
是意大利研究员Michel Gaudiello博士，
他在埃塞俄比亚进行考古研究，在选择埃
塞俄比亚第一个波兰挖掘项目的未来研究
地点时，她对考古材料和历史问题的了解
至关重要。 华沙大学中央学院院长Artur 
Obłuski博士说道：“古代和中世纪的北
非虽然分为几个政治生物，但却是一个文
化社区。 在不同的语言中，社区通过竞争
或合作不断地相互联系。在历史的某些时
刻，这个地区是欧洲，非洲和西亚的文明
中心。”

Civitas学院讲师出席2019 
Pol’and’Rock 节
2019-07-23
华沙 Civitas学院讲师将出席在美术学院举
办的2019Pol’and’Rock节讲座并参加
艺术学院的节日讨论。 Roland Zarzycki
博士在“逃避民主”讲座中将尝试回答以
下问题：有哪些机制决定我们对影响和
变化的可能性失去信心这一事实？ 未来
等待着我们生活的民主国家和谁来决定这
个未来？ AdamZemłka博士将发表主题
为“大脑的情感生活”的演讲，Paweł 
Maranowski博士将发表主题为“民意调
查是否仍然存在？”的演讲。

奥波莱“文化之镜中的时尚， 
语言 - 文学 - 文化“
2019-07-25
奥波莱大学语言学院邀请给参加于10月8
日和9日举行的“文化之镜中的时尚，语
言 - 文学 - 文化“会议。 会议面向科学人
员，博士生，高等教育毕业生和学生。 活
动的组织者提出了对时尚的双重理解 - 包
括时尚的重要性和服装的变化，以及身份
和主题的视角。 组织方宣布了一个多方
位的方法来吸引来自人文学科各个领域的
研究人员 - 文学学者，语言学家和文化研
究。 会议还将专注于文学，电影，戏剧，
视觉艺术，大众文化，媒体以及美学，时
装研究和表演领域的时尚话语。 更多信
息： www.modawzwierciadlekultury.pl

克拉科夫考古学家的非凡发现
2019-07-25
参与波兰 - 斯洛伐克项目的克拉科夫考
古学家发现了几千年前人类在塔特拉的
Huczawa洞穴内停留的痕迹 。 波兰 - 斯
洛 伐 克 研 究 于 今 年 7 月 初 在 K o b y l e g o 
Wierch山坡的Huczawa洞穴开始。 考
古工作在来自雅盖隆大学考古研究所的
Paweł Valde-Nowak教授和来自尼特
拉斯洛伐克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Marian 
Sojak博士的指导下进行。这些作品是作为
Obłazowa洞穴旧石器时代仪式项目的一
部分进行的，项目由国家科学中心资助。 

以前的工作研究工作表明数十个猎人长矛
的刀片保存了下来，包括典型的马格达莱
纳文化阵地从其后期发展阶段的标本，时
间推断为公元前13000至12000年。

“新媒体的变化，未来从今天
开始”会议
2019-07-30
西里西亚大学文化科学与跨学科研究所邀
请各位参加“新媒体的变化，未来从今天
开始”全国科学会议。 会议主题取自未
来学的观点，并反思当前的趋势，趋势和
沟通行为构成新的和未知的基础，宣布媒
体确定的媒体文化的进一步变化。 会议在
卡托维兹的科学信息中心和学术图书馆举
行并在会议期间讨论以下主题：新媒体的
未来，我们将使用什么设备，移动媒体的
未来或他们可能采取的形式。 邀请参加
此次活动的对象是理论家，当代文化研究
人员，媒体专家，传播学家和媒体人类学
家，以及新媒体行业的从业者。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
学记录在美国的波兰移民者遗
产
2019-07-31
2019年7月由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
大学艺术史研究所作为“美国波兰教区和
教堂”项目的一部分记录了文献。 华沙
科学家的工作包括“波兰大教堂”的来
源和摄影清单，由文化和国家遗产部授
予，并得到POLONIKA研究所的支持。
项目负责人是来自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的
Jacek Gołębiowski教授，项目由来自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艺术史研
究所的Katarzyna Chrudzimska-Uhera
教授、Anna Czyż教授和Bartłomiej 
G u t o w s k i 博 士 以 及 艺 术 史 研 究 所 的
Norbert Piwowarczyk实施。 这项工作旨
在记录波兰经济和政治移民的消失遗产，
其中最大的遗产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往了
美国。

Photo by Alexis Azabache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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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外国教师课程
2019-08-01
截止至8月22日西里西亚大学波兰语言文
化学院将为外国教师开设一门课程。来自
乌克兰，俄罗斯，日本，斯洛文尼亚，中
国和阿塞拜疆大学和各种文化机构的教师
将会参加课程。 课程包括：语言，文学和
文化，现实主义。课程旨在让外籍教师熟
悉作为外语教师工作的最新方法和技巧，
为选定的问题提出有条不紊的解决方案，
并提出近年来出现的教科书，工作簿，词
典，任务集合。 外籍教师们还将参加实
践，与参加暑期学校语言，文学和波兰文
化的学生一起上课。课程代表国家学术交
流机构组织。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文学，
纪录片和人文教育
2019-08-06
波兰语言文学教学部和卡托维兹西里西亚
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邀各位参加“让事实变
得可以理解？文学，文献，人文教育和现
实文化表征的集合“科学会议。 会议是
一个可以反思美丽的文学作为一种叙述，
提出各种现实描述范式，一种文件，是一
种响应所有变化的地震仪，以及人文教育
的形式和作用，包括学校实践的这些文
本。 讨论主题包括：文学文本，非小说
类，个人纪录片文学，试图理解事实，非
小说/个人纪录片机会，在学校教育中存在
重要的当代问题。例如气候危机，与移民
有关的问题。 更多信息： https://www.
us.edu.pl/konferencja-pt-czynic-fakty-
pojmowalnymi

第五届全国博士生科学会议
2019-08-06
斯瓦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学院历史与政治科
学研究所的博士生邀请各位参加第五届“
波兰和几个世纪的邻居”科学会议。会议
将于9月28日举行。 会议主题是波兰和邻
国的进程，以及波兰与其邻国之间的相互
关系。今年的会议是斯拉普斯克波美拉尼
亚学院成立5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 组织者
宣布讨论以下问题：波兰和邻近地区的多

方面人类活动;历史上波兰居民及其邻居的
日常生活;几个世纪以来波兰和邻近地区发
生的小规模战争，战争，波兰和邻近土地
上的武装冲突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
问题。

埃及考古奖学金
2019-08-09
在埃及或邻近地区考古领域进行科学研究
的学生和毕业生可以申请奖学金。华沙大
学地中海考古中心提供的奖学金由国家学
术交流中心资助 获得奖学金之旅为科学
发展和参与埃及波兰考古任务的工作创造
了机会。波兰大学的学生和毕业生可以
申请，无论是哪国公民。 奖学金为每月
1600兹罗提。华沙大学地中海考古中心提
供免费住宿，可使用阅览室，办公设备，
基础设施和车站手册。奖学金获得者还可
以帮助促进与波兰和外国考古任务或科学
机构的联系。 更多信息： https://pcma.
uw.edu.pl/2019/08/05/nabor-na-
stypendia-w-kairze-2019-2020/

波兰教师走向世界
2019-08-09
2019年8月2日至4日在克拉科夫举行了一
次由波兰语作为外语教学的教师会议，会
议由国家学术交流机构根据“讲师”计
划选出。 709名波兰语教师了参加此次活
动，他们将在2019/2020学年在世界各地
的大学教授波兰语。 会议是为这次旅行做
准备的研讨会，也是一次见面和结识每天
在世界各地工作的波兰语教师的机会。

波兰科学院正在研究1918 - 
2018年波兰农村的变化
2019-08-16
波 兰 科 学 院 农 村 和 农 业 发 展 研 究 所
（PAN）的研究人员收集了描述农村家庭
命运的记忆。他们将在2019年10月10日
和11日在华沙举办的“百年波兰村庄发
展”会议上分享结论。在活动期间将能够
看到日记展览。 展览的创建源于“农场百
年”竞赛。竞赛由波兰科学院农村和农业
发展研究所（IRWiR PAN）和波兰农业出

版社共同举办。 55人分享了私人故事和
独特的照片。收集的材料描述了个人经历
和事件，同时波兰村庄的形象在上个世纪
出现。战前贫困，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的流离失所而徘徊，1945年之后难以回
归。这些只是日记中的一些主题。 ‚波兰村
庄发展百年，跨学科代际对话“会议将成
为波兰科学院农村和农业发展研究所实施
的研究项目的高潮，其主题是1918  -  2018
年波兰农村的发展。

波兹南考古学家发现古铜币
2019-08-16
波兹南考古学家在保加利亚北部诺瓦河军
团营地的挖掘中发现了1700年前的近50
枚铜币。据科学家推测这些宝藏是由一名
罗马士兵隐藏的，因为这些发现是在军团
营房中制造的。 宝藏藏在军营的墙上，
放在一个木箱里。由于房间墙壁被破坏之
后硬币溢了出来。很大一部分硬币是在
Emperor Licinius I（308-324）期间铸造
的。早些时候，只发现了这个统治者的六
枚硬币。最新发现的Licinius硬币来自312-
315年。 根据科学家给出的信息，在315年
之后不久第一次军事对抗发生在帝国东部
的Licinius I统治者和统治其西部的君士坦
丁一世之间。在324年阿德里安多战役中失
败后，利西尼乌斯被囚禁在塞萨洛尼基然
后被执行了死刑。

Photo by Alexis Azabache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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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
学考古学家发现了Białowieża
森林中的定居点
2019-08-19
国家科学中心项目的一部分，考古学家
在来自华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
学（UKSW）考古研究所的Przemysław 
U r b a ń c z y k 教 授 的 带 领 下 发 现 了
Białowieża森林中的定居点。 在研究期
间发现了古董材料，主要是粘土容器，燧
石，金属和玻璃物体的碎片。在它的基础
上，可以发现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公元前
几个世纪，以及我们时代的最初几个世
纪，并且与严格的和后来的维尔巴克文化
的陶瓷文化有关。 人类活动可以与考古学
家检查的地点相关联的另一个条件是现代
性（17世纪）。研究人员可以找到这一时
期的硬币。

波兹南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科
学联盟大会
2019-08-19
2019年8月27日至31日将在波兹南举行国
际人类学和民族学科学联盟大会，大约
800名科学家将参加会议。 来自世界75个
国家的科学家将在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
会面，大会主题为“世界团结”。 在全
球变暖和社会不平等迫使整个人口迁移并
导致排斥意识形态的时候，同情，社区和
团结的概念现在特别重要。 许多知名科
学代表宣布参加此次活动，其中包括来自
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领域哈勒马克斯普朗
克研究所所长Chris Hann教授，来自纽
约城市大学前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Alisse 
Waterston。Chris Hann教授将在开幕仪
式发表演讲。 更多信息： https://www.
iuaes2019.org/

科学家正在研究Lednickie湖
底部的皮亚斯特时代痕迹
2019-08-20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水下考古中心、雅盖
隆大学、华沙和格但斯克大学的研究人
员正在Lednickie湖底部进行研究。 水下

考古中心继续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由托伦哥白尼大学水下考古中心进行的
研究。Lednickie湖上的Ostrów岛是早期
皮亚斯特州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勇敢的
Bolesław Chrobry在这里出生，在宫殿
旁边是Mieszko 一世受洗礼的教堂。 今年
研究人员主要关注2年前发现的Ledniczka
岛上的桥梁，该桥在Mieszko时期将骑士
的暸望塔连接到大陆。虽然只留下了木
片，但仍有可能利用数字重建出当年的结
构。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6280

格但斯克大学法国法学院
2019-08-20
格但斯克大学第八届法国法学院招生工
作已经正式开始。课程将由格但斯克大
学，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以及图卢兹大
学Capitole 1大学的讲师进行。 组织者邀
请所有想要了解法国和欧洲法律的人士。
课程面向大学的学生或毕业生（特别是法
律，行政，经济，管理，罗马语言学，历
史，外交，政治学），以及对学习法国和
欧洲法律体系感兴趣的博士生，学员，法
国法律从业者和语言并希望熟悉法国的法
律术语。 课程申请报名将于2020年1月15
日截止，录取顺序取决于报名先后。成功
完成课程的学员将获得大学颁发的“法国
和欧洲法律介绍证书”。

卢布林葡萄牙文学比赛
2019-08-20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
葡萄牙语言中心邀请各位参加第五届葡
萄牙文学比赛。 比赛旨在纪念水手费迪
南德麦哲伦世界海上航行500周年，以
葡萄牙语的方式创作一个关于旅行主题
的文学文本，以纪事或虚构故事的形式
出现。 比赛针对的母语非葡萄牙语人
士，来自所有非葡语的国家都可以参加
比赛。 作品应于2019年11月30日前寄
出。 更多信息： https://phavi.umcs.pl/
at/attachments/2019/0731/143937-
regulamin-pl-v-konkurs-literacki-2019.
pdf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关于现代
主义的展览和讨论
2019-08-21
8月23日起将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展出“
混凝土怪兽”展览，这是一个展示18幅原
创海报的展览，描绘了东欧体育场馆，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体育场深入到他们城
市的景观中。活动包括由一个由艺术家，
科学家，体育记者和音乐家参与的讨论小
组。 直到最近，由混凝土板制成的建筑物
构成了波兰城市和城镇景观的主要元素。
今天它们正逐渐成为过去，但30年前，我
们中的许多人在这个领域长大。当时最重
要的设施之一是体育场馆，每周末都会聚
集众多人支持他们心爱的团队。 展览期间
艺术家，科学家，体育记者和音乐家将在
波兰和弗罗茨瓦夫讨论过去的具体遗迹，
他们与他们有关的感受和记忆，以及世界
现代主义的历史。 更多信息： https://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wychowani-na-betonie-wystawa-i-
dyskusja-o-modernizmie-w-sierpniu-na-
pwr-11307.html  

格但斯克大学国际法学院协会
会议世界法律论坛
2019-08-27
9月18日至22日格但斯克大学法律和行政
学院将主办全球法院院长论坛和国际法学
院协会（IALS）年会。这是在波兰举办的
第一次此类大会。 IALS是著名的科学和高
等教育机构学术协会，提供法律科学领域
的教育。在全球法院院长论坛期间，法律
部门的院长将讨论全球法律教育的战略愿
景和标准，并讨论与大学和司法机构在塑
造法律推理方面的作用有关的问题。 论
坛结束后，嘉宾将参加年度IALS会议，会
议期间将讨论法律教学方法的问题，与特
定法律领域相关的选定问题以及法律与商
业，文化和新技术的互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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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动与创新之间 - 在数字
世界中创造一个交流空间”
2019-08-28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语言学院获得了18
万欧元资金用于实施“在互动和创新之间- 
在数字世界中创造一个交流空间”项目。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以及塞浦路
斯，马耳他和立陶宛的研究人员将致力于
加强人文学生的数字能力，提高理科学生
的沟通能力。项目涉及西里西亚大学，塞
浦路斯欧洲大学，马耳他大学和立陶宛卡
西米尔大学。 作为项目的一部分，将为
学生和学者创建数字教科书，介绍如何在
WEB 2.0世界中有效和安全地进行交流，
以及基于知识绘图和游戏化理念的教育战
略游戏。

来自华沙大学考古学家展览
2019-08-28
截止至2019年11月9日，复活节岛上的
MAPSE Rapa Nui博物馆将举办一场华
沙大学（UW）的考古作品展览，展览主
题为“考古学的第三维度“。参观者可
以看到3D全息投影和3D打印制作的纪念
碑副本，以及参观洞穴壁画中的虚拟漫
步。 展览是多媒体和互动的。展览面向当
地社区和游客。游客有机会参观Ana Kai 
Tangata洞穴- 这是复活节岛上最着名的
洞穴之一，是唯一一个保存洞穴壁画的洞
穴。目前，洞穴不适合游客，因此虚拟漫
步是探索其内部的唯一机会。 展览组织
者是来自前哥伦比亚研究中心的Maciej 
Sobczyk博士。展览是在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的资助下创建的。

绿山城大学公立学院法学院院
长会议
2019-08-30
绿山城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将于9月4日至
6日主办公立大学法学院院长会议。会议
主题是“科学和法律教学，法案2.0第一次
经历和观点。“ 会议主题选择取决于交换
意见和经验以及讨论新解决方案的影响的
迫切需要，因为所谓的规定对于整个学术
界来说，科学宪法是一种新奇事物，包括

代表法律科学和教育年轻律师的律师。 讨
论主要介绍性文件将由根据新法案- 科学
卓越委员会和科学单位评估委员会任命的
机构的知名成员提供。预计将评估高等教
育改革的实际效果及其对国会所代表的每
个科学中心的影响。 更多信息： http://
www.infoserwis.uz.zgora.pl/index.
php?wydzia-prawa-i-administracji-
uz-gospodarzem-zjazdu-dziekanow-
wydziaow-prawa-uczelni-publicznych  

“文化与国家边界，社会 - 经
济 - 文化”会议
2019-09-05
萨诺克国家高等职业学校（PWSZ）将于
2019年9月12日至14日组织第七届“文化
与国家边界  ，社会- 经济- 文化”会议国际
科学大会。 会议旨在在研究人员之间就
历史，社会，文化和艺术问题进行会晤和
对话，特别是在广泛了解的边界现象背景
下。 波兰和国外对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感
兴趣的研究人员将参加此次活动。 在会议
期间，与会者将讨论以下主题： 确定群
体，社区，个人与“他者”和“他们”相
关的身份的方式，冲突或容忍; 边界地区以
及民族，教派，文化，国家的界面上的社
会和文化关系;文化在边界上的传播; 边疆
居民的价值体系（和反价值观）; 民族认同
感和边界少数民族; 边疆民俗文化的变迁; 
当地社区的民间艺术家; 宗教信仰的形式：
传统的延续与世俗化之间; 边境地区的经济
和社会困境; 旅游业作为边境地区经济的一
个分支。

斯武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大学会
议
2019-09-16
斯洛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大学历史与政治科
学研究所的博士生邀请各位参加第五届全
国博士生波兰学术会议。会议将于9月28日
在学院总部举行。 第五届会议的主题仍然
是波兰和邻国进程的主题，以及波兰与邻
国的相互关系。今年的会议将作为学院成
立50周年的一部分组成。 会议期间将讨论
以下问题： 波兰和邻近地区的多方面人类
活动； 历史上波兰居民及其邻居的日常生

活； 历史上发生在波兰和邻近地区战争，
武装冲突； 几个世纪以来在波兰和邻近地
区发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问题。

卢布林波兰历史学家第二十届
大会
2019-09-17
019年9月18日至20日由波兰总统Andrzej 
Duda名誉赞助的波兰历史学家周年大会
将在卢布林举行。 第二十届波兰历史学家
大会的特别项目将在文化会议中心、卢布
林会议中心和卢布林竞技场、卢布林玛丽
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人文学院理事会
大厅、卢布林天主教大学（KUL）举行。
组织者宣布活动将汇集来自波兰和国外的
800多名科学家，教师和学生。 今年的大
会计划包括其中之一九个部分和五个主题
小组的科学家辩论和讨论以及博士生的海
报会议。将有一个专门致力于卢布林联盟
的小组，只有外国小组成员参与，从妇女
的角度讲述波兰历史的辩论、一个关于波
兰人今天所需要的历史的小组。

国际斯拉夫宗教语言委员会会
议
2019-09-18
波兰研究与文化研究所和奥波莱大学斯拉
夫研究所邀请各位参加于9月19日至20日
举行的国际科学会议，会议口号是“宗
教与风格”。作为会议的一部分将计划
召开国际斯拉夫人大会宗教语言委员会会
议。 计划包括来自五个外国中心：中国、
捷克共和国、俄罗斯、塞尔维亚、斯洛伐
克和几个波兰中心克拉科夫、卢布林、奥
波莱、托伦、华沙的30位语言学家，文学
学者，文化学者和神学家的演讲。 会议
的一个重要部分将是国际斯拉夫人大会上
的宗教语言委员会会议，波兰和国外的科
学家也将参加会议。委员会是一个由37名
成员组成的专家机构，负责确定支持宗教
相关文化领域的各种国家语言的联合研究
的框架和具体目标。 更多信息： http://
w w w . u n i . o p o l e . p l / p a g e / 3 0 5 7 /
m i e d z y n a r o d o w a - k o n f e r e n c j a -
naukowa-religia-i-st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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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哲学大学
2019-09-19
弗罗茨瓦夫哲学大学邀请各位参加系列公
开会议，对来自西方思想遗产的重大问题
进行哲学思考。会议包括讲座、辩论和讨
论。 会议组织方是弗罗茨瓦夫大学哲学研
究所、弗罗茨瓦夫第九高中、波兰哲学学
会弗罗茨瓦夫分会。会议日程如下： 10月
7日举行“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 11月4
日举行“大学的想法是否仍然有效？”； 
12月2日举行“动物是人类的奴隶吗？。 
所有会议都将在第九高中会议厅举行。

罗兹大学Kotarbiński比赛
2019-09-23
罗兹大学宣布了入围以罗兹大学第一任
校长Tadeusz Kotarbiński命名的第五届
人文学科领域比赛名单。获奖者将获得
50000兹罗提的奖金。 入围比赛的名单
是： Andrzej Franaszek 的“赫伯特传。
科吉托二世传记”（第一和第二卷）； 
Joanna Lisek的“科伊瑟（Kol isze）-
意第绪诗歌中的女性声音（从16世纪到
1939年）”； Magdalena Matysek-
Imielińska的 “一个行动中的城市。，华
沙住房合作社-现代时代的共同利益”； 
Zuzanna Zbróga的  Piotr Zbróg的“截止
至十八世纪末的建立借款的社会代表制”
； Grzegorz Ziółkowski的“残酷的自焚剧
院。 自杀示威抗议及其在当代文化中的回
响”。 获奖者名单将于2019年11月24日在
罗兹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公布。

波兹南密奇凯维奇大学科学家
获得电影研究领域奖项
2019-09-25
来自波兹南密奇凯维奇大学电影，媒体
和视听艺术学院的Marek Hendrykowski
教授和Justyna Czaja博士获得了电影研
究领域最重要的波兰科学奖。 两位作者
都获得了年度最佳电影书籍奖。Marek 
Hendrykowski教授因《波兰电影学校》
一书而获奖。该奖项是由波兰电影学院的
评审团授予的。Justyna Czaja博士的专
著“神话的荧幕生活”获得了波兰电影和

媒体研究学会的主要奖项。 这两个奖项都
是唯一的波兰奖项，旨在表彰那些通过科
学研究工作支持波兰电影摄影发展的人们
的特殊成就，促进社会利用本地电影的创
造力并普及电影艺术。

托伦哥白尼大学研究人员获得
著名奖项
2019-09-26
托 伦 哥 白 尼 大 学 语 言 学 系 V i o l e t t a 
Wróblewska教授是“世界文学”奖（波
兰最重要的文学奖之一）的获奖者之一。 
文化研究系的一位研究人员获得了由尼古
拉·哥白尼大学在托伦市出版的“波兰人
民童话词典”的科学编辑奖。 Violetta 
Wróblewska教授是托伦大学语言学系文
化研究系主任和民俗与流行文学系主任。
她的科学兴趣围绕着传统和当代民俗，儿
童以及大众文学和文化。她喜欢民间文学
童话和侦探小说。拥有超过100种出版物。
她曾在许多国家和国际科学会议上担任文
员。

“年度历史书”竞赛
2019-10-01
来自华沙大学历史研究所的Włodzimierz 
Borodziej教授和来自波兰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的Maciej Górny博士获的“我们的战
争。 第2卷，国家1917-1923年”一书获得
了“年度历史书”竞赛。 出版物是针对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著，特别注重于这些事
件在波兰的影响。 第二卷讨论了权力崩溃
的背景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 波兰历史
学会设立了“年度历史书”竞赛。 奖项是
授予历史领域最佳科学出版物，没有划分
时代和专业，以历史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
历史环境认为，在科学功绩上应授予特殊
荣誉。

罗兹大学出版书籍获得奖项
2019-10-04
罗兹大学斯拉夫语系出版的书籍是今年由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资助的《国家人文发展
纲领》的获奖者。 获奖书籍是 “英语翻译
和美国专著的出版《列克星敦书籍》，从

字母到第一个语法。 保加利亚文学语言发
展的背景（15世纪末-17世纪初）”。 由
Ivan N. Petrova教授翻译成英文罗兹大学
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获得了两年的奖金。 出
版社专门出版高质量的科学出版物，主要
涵盖人文和社会科学。

格但斯克大学“纪念历史旅
游”会议
2019-10-10
格但斯克大学历史研究所旅游与历史旅游
实验室和历史学学会将于10月17日至18日
举办国际旅游与历史旅游史科学会议“纪
念馆-历史-旅游”。 29名来自历史，艺术
史，文学研究，考古学领域的代表将参加
会议。来宾将代表来自波兰和国外的最重
要的科学中心，包括波兹南，卢布林，华
沙，托伦，维尔纽斯，利沃夫，基辅和哈
尔科夫。 会议主要主题是提出与纪念馆有
关的问题，纪念馆的历史和对旅游业的影
响。组织者宣布，基于迄今为止的科学成
就并感谢许多科学家的贡献，希望扩大研
究领域，将来自各个学科和领域的研究联
系起来，并赋予它们更多的互补性。

斯波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大学科
学家著作获得“年度历史书”
奖提名
2019-10-11
来自波兰斯波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学院历史
与政治科学研究所的Robert Kuśnierz教授
的著作“没有人守候波兰人，1935-1938
年在外交部和2018年第二共和国的军事情
报资料中压制苏联的波兰人”获得了“年
度历史书”奖提名。 全民投票由波兰电视
台，波兰广播电台，国家纪念研究所和国
家文化中心组织。Robert Kuśnierz教授的
著作被 “20世纪波兰和波兰历史上最好
的出版物”类别提名。11月在华沙举行的
盛大庆祝活动中将宣布获奖者。 Robert 
Kuśnierz教授是《斯大林犯罪世界》的作
者，因此获得了Jerzy Giedroycia科学奖
提名。他还是国家人文发展计划中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长竞赛的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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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019-10-11
华沙大学校长Marcin Pałys教授在推特上
写道：“对于华沙大学来说这是一个独特
的机会，作为华沙大学的毕业生Olga女
士，祝贺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Olga 
Tokarczuk是华沙大学的心理学毕业生，
在2018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也是《雅各
书》和《飞行》等小说的作者。 根据瑞典
科学院和诺贝尔基金会的决定，今年颁发
了两次诺贝尔文学奖。Olga Tokarczuk
于 2 0 1 8 年 获 得 此 奖 ， 奥 地 利 作 家 兼 翻
译Peter Handke于2019年获得此奖。 
Olga Tokarczu是一名心理学家，是一名
作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她的成就包括小
说，杂文集，诗歌集和电影剧本。 Olga 
Tokarczuk的作品屡获殊荣，因小说《飞
行》而获得的2018年曼布克国际奖以及因
小说《 飞行》（2008年）和《雅各书》
（2015年）而获得的“ Nike”文学奖。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宣布
将增加人文支出
2019-10-15
我们必须寻求能够给波兰人文科学带来新
动力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卢布林广播电台
的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说的“波兰人文条约”的假设。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表示，这种人文
条约将增加人文支出。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说道：“这是不争的事实，国家科
学中心（NCN）为高层研究提供资金。 2
年前，当我向国家科学中心理事会提议增
加人文领域的赠款资金时，我听说这不是
一个好主意，因为为我们分配高额资金的
高级项目太少了。因此，有必要考虑是什
么使波兰的人文主义者难以进行这样的水
平的研究，以至于国家科学中心可以明显
增加人文主义的资助数量。”

波兰-突尼斯考古研究
2019-10-21
地中海考古中心、华沙大学考古研究所与
突尼斯国立爱国主义研究所合作在突尼斯
实施一项新的考古研究项目。10月初在距

古迦太基130公里的罗马城市Mustis进行了
首次全面挖掘。这是自70年代末以来的首
次突尼斯-波兰考古研究。 考古研究旨在
全面了解这座城市的过去及其乡村背景，
这决定了该地区的经济重要性。项目由来
自华沙大学的Tomasz Waliszewski教授和
爱国者研究所的Jamel el Hajji博士共同
指导。波兰与突尼斯的合作协定于2017年
达成，2018年进行了物探以识别该场地的
地形。 Mustis的第一个完整挖掘季节结束
了六个星期。 考古研究使用最新的研究技
术，基于跨学科方法，对研究进行了多年
的计算。项目非常有前途，不仅覆盖城市
而且覆盖城市周围的数十个定居点。

罗兹大学关于1939年谋杀案演
讲
2019-10-23
犯罪学家和作家迪特·申克Dieter Schenk
将于10月23日发表演讲，讲座的主题是“
格但斯克波兰邮局，德国法院谋杀的历
史”。他也是德国刑警的前局长和国家社
会主义历史研究人员。 活动将在罗兹大学
历史研究所举行。 1939年9月1日抵御格但
斯克的波兰邮局大楼辩护的38名波兰邮政
官员被德国军事法院判处死刑，后者承认
他们是“犯罪游击队”。Dieter Schenk的
著作，在历史学家和律师的世界中得到了
回响，将其著作带到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的一家现代法院，承认这一信念是司法谋
杀。该讲座介绍了法学家对此罪行的刑事
责任的历史和法律方面。 讲座将从德语翻
译成波兰语。 2017年Dieter Schenk获得
罗兹大学的荣誉博士荣誉称号。

热舒夫科技大学历史会议
2019-10-28
10月23日至25日热舒夫科技大学与热舒
夫国家纪念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一起举办
了“1944-1947年波兰共产主义制度的开
始”历史会议。 热舒夫科技大学国际合作
副校长Grzegorz Ostasz教授说到：“我们
尝试向学生展示与我们的身份和最近的历
史有关的历史元素，或举办这样的科学会
议。 这不是我们参与的此类首创计划。” 
出席会议的有：NSZZ“Solidarność”

教 育 和 养 育 区 域 分 会 主 席 B o g u s ł a w 
Buda、热舒夫省教育图书馆馆长Beata 
M i c h a ł u s z k o 、 热 舒 夫 省 军 事 参 谋 长
Mariusz Stopa。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欧洲
文化的起源”会议
2019-10-30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人文系开始举办了
一系列针对中学青年的讲座。每个月“欧
洲文化起源”周期的会议都会涉及一个不
同的主题。 会议周期以“涉及人的医学实
验的伦理方面”的演讲开始。 会议主题
为：“法律是欧洲文化的渊源之一”； “ 
Ekfraza-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生态系
统的多样性和人类生活的质量”； “世界
的媒体形象”； “从开始到巴黎圣日耳曼-
欧洲基督教的象征还活着”。 西里西亚大
学科学家还将向年轻人介绍哲学顾问并共
同讨论 “没有真理是真的吗？真理是西方
文明的基础”等话题。

国家人文发展计划中提交申请
2019-11-04
波兰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将国家人文发展计
划下的竞赛提交申请时间延长至11月30
日。西里西亚大学的报告显示，申请竞赛
的范围包括：国家遗产，环球2.1，环球
2.2和基金会。 国家人文发展计划是一项在
欧洲范围内独特的专门针对人文主义者的
赠款计划，计划旨在促进波兰人文与欧洲
和全球人文学科的融合并使年轻科学家能
够与外国研究中心合作发展科学事业。 方
案还将促进世界上波兰人文科学的成就，
并为需要建立和维持高度专业化和稳定的
研究团队的关键，长期研究，社论和文献
项目的实施和融资提供稳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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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na Tokarska-Bakir教授
赢得了Yad Vashem国际图书
奖2019竞赛
2019-11-07
来自波兰科学院斯拉夫研究所的Joanna 
Tokarska-Bakir 教授的“在诅咒之下， 凯
尔采大屠杀的社会肖像”一书获得了Yad 
Vashem以色列研究所的奖项。 这本关
于基尔采大屠杀的专著在《耶德·瓦西姆
国际图书奖2019》竞赛中获得第一名，
颁奖典礼将于11月28日在耶路撒冷举行。 
十月底Joanna Tokarska-Bakir教授获得
了Długosza2018年出版了最佳人文出版
物。比赛在克拉科夫国际书展期间举行。 
Joanna Tokarska-Bakir教授被Giedroyc
奖、 Moczarski奖、Józef A. Gierowski奖
提名； 荣获波兰犹太历史和文化领域最佳
科学书籍出版奖项。

比得哥什卡齐米日·维尔基大
学科学家参加DIGITENS项目
2019-11-07
来自比得哥什卡齐米兹·维尔克大学的英
语文学系的一组科学家实施了DIGITENS项
目，项目由欧洲委员会根据RISE-Horizo  n 
2020计划资助。 项目补助金将持续到2021
年，并可以在科学联盟的机构进行海外实
习。项目的主要作用是成为启蒙社会化数
字百科全书。 DIGITENS项目关注英国启蒙
运动中的“社交性”类别以及英国模式对
欧美社会模式及其文化和文学表现形式的
影响。 国际科学研究联盟包括布列塔尼大
学，索邦大学，法国图书馆，伦敦国家档
案馆和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代表。

琴斯托霍瓦文学之泪会议
2019-11-13
琴斯托霍瓦Jan Długosz大学文学研究所
邀请各位于11月14日至15日参加全国性
科学会议“文学之泪，波兰，奥地利，德
国和瑞士文学的传递-接受-翻译。” 会议
旨在研究当代德国和波兰文学（20世纪
和21世纪）发现的散文，诗歌，戏剧，散
文，儿童文学，通俗文学的文学描写的传
递，翻译和接受形式中的异同。波兰，德

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文化传播方式。 组
织者希望在社会历史和认知条件的背景下
研究所研究的现象。同时将们从文学科学
与研究的跨学科本质出发，以多角度的
视角看待文学现象。 更多信息： http://
www.ujd.edu.pl/news/view/instytut-
l i teraturoznawstwa-zaprasza-do-
udziau-w-konferencji-zy-w-literaturze

Andrzej Nowak教授获得白鹰
勋章
2019-11-14
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历史研究所的东
欧历史系和波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东
欧历史与19世纪和20世纪帝国研究部管
理着东欧历史系的工作，被授予白鹰勋
章。 波兰总统Andrzej Duda授予Andrzej 
Nowak教授波兰最高奖项，以表彰他在
传播历史知识和传播爱国价值观，在人文
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成就以及在世界范围
内推广波兰科学思想方面的杰出成就。 
Andrzej Nowak教授东欧学院理事会成员
以及波兰-俄罗斯历史委员会； 波兰艺术与
科学院中欧和东欧委员会。自2016年以来
他一直是国家纪念学院的成员。

关于犹太人历史和文化科学出
版物竞赛
2019-11-18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的Joanna Lisek 博士
的“ 从意第绪诗歌中的女性声音（从16世
纪到1939年）”著作赢得了波兰犹太历史
和文化领域最佳科学出版物竞赛。 Eugenii 
Prokop-Janiec教授与Magdalena Ruta
教授称赞道：“这一著作的特点是研究泛
滥，建立广泛而同时又细节丰富的雄心壮
志，包括全景描写，博学，文学工作坊和
妇女文学研究方法的完美结合。” 竞赛
的奖金为20000兹罗提，奖项是在克拉科
夫雅盖隆大学和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
沃多斯卡大学犹太研究相关学术界的倡议
下建立的，并得到了 Marcella和Maria 
Roth基金会的支持。

热舒夫大学人文科学系列讲座
2019-11-19
热舒夫大学邀请各位参加有关历史，考
古，文化，文学和语言，哲学，艺术的
一系列讲座。 历史研究所与考古学，哲
学，波兰研究，新闻与艺术研究所以及热
舒夫大学人文学院一起在2019/2020学年
举办了一系列广泛了解的人文学科的讲
座。 热舒夫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
通知道：“热舒夫大学组织的讲座对我们
地区的中学很感兴趣。 525名与会者确认
了参加第一次会议的消息。” 系列讲座开
幕式将于2019年11月21日举行。Andrzej 
Niemczuk教授将带来主题为“人类自由
感”的讲座、Jan Pisuliński教授 将带来
主题为“自由与人权”的讲座、Bożena 
Taras教授将带来主题为“言论自由是人类
成熟的见证”的讲座。

2019 Polonicum 奖获得者
2019-11-20
2019 Polonicum Awards获奖者是来自白
俄罗斯的Svetlana Musijenko教授和来自
以色列的Gabriel Moked教授。 华沙大
学波兰研究学院的波兰语言与波兰外国人
文化中心（Polonicum）自2006年以来一
直在授予杰出成就，以表彰其在国外推广
波兰文化和波兰语言的杰出成就。 奖项颁
发给传播有关波兰和波兰语言知识的个人
和机构。获奖者将获得铜像和纪念奖状。 
Svetlana Musijenko教授是白俄罗斯第一
个格罗德诺扬基·库帕拉州立大学波兰语
系的创建者。 Gabriel Moked教授调查研
究了波兰和以色列的文化，语言和文学关
系，以及波兰文学对以色列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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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茨凯维奇大学研究员获得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荣誉证书
2019-11-20
来 自 波 兹 南 密 茨 凯 维 奇 大 学 的 E d y t a 
Połczyńska教授获得了由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大使Rolf Wilhelm Nikel颁发的“波兰与
德国合作的特殊功绩”荣誉证书。 Edyta 
Połczyńska教授是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
学现代语言学院副院长，也是一位文学学
者，在大波兰地区开创了关于德国文化的
科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将少量的德国文
学翻译成波兰语。担任德国语言学研究所
所长多年，德国研究所的不懈和坚定的组
织者。 Edyta Połczyńska教授是文学领域
的16篇博士论文和200多篇MA论文的发起
人，也是雷根斯堡，基尔，汉诺威和波茨
坦大学的讲师。多年来，她一直担任德国
奥运会主要委员会主席。

波兰爱尔兰研究学会
2019-11-21
华沙爱尔兰大使馆举行了波兰爱尔兰研究
协会（PAIS）成立大会，在西里西亚大学
的支持下，卡托维兹被指定为研究学会的
组织地。 协会汇集了来自许多大学，文
化，教育和教育机构的爱尔兰研究人员。
很快，注册过程将结束，波兰爱尔兰研
究协会希望在上西里西亚开展活动。 来
自卡托维兹大学人文学院文学科学研究的
Leszek Drong博士当选为协会主席。董
事会还包括来自雅盖隆大学的Katarzyna 
Bazarnik博士、来自罗兹大学的Michał 
Lachman博士、来自波兹南的密茨凯维奇
大学的Joanna Jarząb-Napierała博士和
来自克拉科夫教育大学的Paweł Hamera
博士。

Grzegorz Ziółkowski教授获得
波兰最佳人文书籍奖
2019-11-27
来自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Grzegorz 
Ziółkowski教授的“残酷的自焚剧院，自
杀抗议火及其在当代文化中的回响”著
作获得了今年波兰最佳人文书籍奖。 罗
兹大学第一校长Tadeusz Kotarbiński致

力于人文领域的杰出科学工作，Tadeusz 
Kotarbiński奖项旨在支持和促进波兰科学
家的工作，同时也提醒了人文本身任务的
本质。 罗兹大学现任校长Antoni Różalski
说道：“奖项在罗兹大学成立70周年之
际为纪念大学杰出创始人哲学家和伦理学
Tadeusz Kotarbiński教授而实力。人文科
学工作设立奖项很自然，为了奖励书籍而
不是整个科学工作，以便给年轻科学家一
个机会。”

“艺术，音乐，文学和戏剧界
的人们” 会议
2019-11-28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波
兰语言研究所、学生民族语言学家科学
俱乐部，UMCS学术文化中心“Chatka 
Żaka”和民间动画师协会将共同组织 “
艺术，音乐，文学和戏剧界的人们”会
议。 活动将于2019年11月29日在UMCS
学术文化中心“ ChatkaŻaka”举行，并
将成为第29届国际民俗音乐节“Mikołajki 
Folkowe”的一部分。 会议期间与会者
将讨论以下主题：音乐，艺术，文学和戏
剧中民间艺术的起源与表现；民间艺术风
格；昨天和今天的民间艺术：介于民间传
说，民俗和民间之间；为“人民”服务的
艺术-民间艺术，民间团体，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当代艺术中的民间灵感-民族设计，
民间音乐，民族运动；农民文学和有关农
民的文学和艺术世界的民间图画。

教育科学会议
2019-12-03
12月6日波兰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将举办“
宗教教育及其对20世纪该国和该地区社会
文化生活的影响”会议。 会议旨在增强人
们注意各种宗教的悔教育的历史和对20世
纪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和社会文化生活
的贡献。 会议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
解决这个问题：总体概图，选定的教育机
构和学校的历史，教育环境的特征，管理
人员和教职员工，教学和养育计划，支持
个别教会和协会的宗派教育机构运作的组
织的描述宗教组织。 会议的最终结果将是
集体工作形式的科学出版物。

弗罗茨瓦夫大学文化叙事策略
会议
2019-12-03
弗罗茨瓦夫大学口语与文学文化关系跨学
科研究中心将于12月4日至6日举办国际跨
学科科学会议“在口头和书面传统特殊性
的背景下叙事策略的变化”。 会议将专门
讨论口头文化和写作文化的叙事策略。 来
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研究人员将参加此次活
动。 对于研究人员而言特别有趣的是两种
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例如在古代和
中世纪文学中可以观察到的边缘阶段。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研究人
员将翻译中国哲学论文
2019-12-04
来 自 波 兹 南 密 茨 凯 维 奇 大 学 哲 学 系 的
Dawid Rogacz博士获得了Universal 2.2 
II / 2018竞赛的研究资助，竞赛是国家人
文发展计划的一部分。 Dawid Rogacz博
士将翻译王充（公元27-97年东汉时期思想
家）的“平衡论文”（“ Lunheng 论衡”
）翻译成波兰语。这是一篇系统的哲学论
文，是中国怀疑论和自然主义的丰碑。这
本译文将是自1952年以来出版的PWN图书
馆经典哲学丛书中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历史
上的第一本译本。 Dawid Rogacz博士的
著作也具有重要意义。到目前为止波兰读
者只能读到孔子，老子和庄子的译本，公
元前2世纪以后的中国哲学没有波兰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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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发展计划竞赛
2019-12-04
国家人文发展计划下“国家遗产”和“环
球”竞赛获得者将获得近1600万兹罗提。
获奖者从近200份申请中选出的。 共有135
个项目提交参加了``国家遗产’’竞赛。
根据国家人文发展计划理事会的建议，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有资格资助15个最受
好评的项目，获得的资助总金额为1390万
兹罗提。波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为斯
坦尼斯拉沃时代的州改革服务的制图学，
对波兰王国教区的地理和统计描述以及查
尔斯·珀特斯（CharlesPerthées）的王
府地图进行的批判性研究“项目获得174万
兹罗提项目研究资金。 共有57个项目提交
参加了了环球竞赛，其中9个项目将获得资
助，总金额接近200万兹罗提。华沙大学
的“损害与圣洁”项目获得的资金最多，
高达43.53万兹罗提。

托伦考古学家研究帕克沉没的
中世纪港口
2019-12-09
托伦哥白尼大学水下考古学中心团队正在
研究位于帕克的沉没的中世纪港口。研究
项目是“ Interreg中欧VirtualArch-可视化
以估价以更好地利用中欧隐藏考古遗产”
项目的一部分。 考古学家的活动目标是对
普沃尼察河河口的中世纪港口进行虚拟重
建。在上一次探险期间，科学家团队检查
了在帕克湾底部观察到的异常，这要归功
于使用了参数化底部沉积物轮廓仪。 1977
年在帕克的一个水下地点被发现，考古学
家在那儿发现了中世纪船只的残骸和一个
残骸。两年前，一个科学家团队决定收
集研究结果，并使用现代技术为其补充前
景。在此基础上创建了虚拟端口重建，虚
拟端口重建将在2020年作为移动设备的应
用程序提供。

罗兹大学“圣诞老人令”
2019-12-09
12月9日罗兹大学当代波兰语系语言科学俱
乐部和罗兹大学波兰语历史系研究小组将
组织“圣诞老人令”活动。 每年的活动将

吸引150名冒险家，他们将朗读著名作家书
写的作品：Tomasz Boruszczak、Tomasz 
Zimocha、Mirosława Henk、 
Paweł Śpiechowicz和 Magdalena 
Michalaka。 今年著名的演员、电影导演
Radosław Popłonikowski将出席活动。 
活动将于12月9日在 17:00在罗兹大学语言
学系A3厅举行。  

弗罗茨瓦夫大学获得“ 
ELSEVIER研究影响力领袖奖”
竞赛提名
2019-12-09
弗罗茨瓦夫大学获得了“ ELSEVIER研究
影响力领袖奖”竞赛提名。大学的研究为
波兰科学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做出了最大贡
献。 奖项授予六个广泛的学科：农业和自
然科学领域；工程和技术；人文;健康和医
学；精确的社会科学。评审团考虑了著名
科学期刊的出版物数量的增加，外国合著
者参与的出版物的增加以及给定学科的引
用指数。 人文领域的出版物占6.1％。弗罗
茨瓦夫大学的成就。超过11％通过与国外
作者的合作创建了文档，其中18.3％的期
刊是CiteScore排名第一的期刊。

华沙大学心理学毕业生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
2019-12-11
12月9日至10日在华沙大学举行了“祝
贺Olga Tokarczuk”行动。大学学术界
的成员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颁奖仪式表
示祝贺。 《雅各圣书》和《 飞行的人》
等小说的作者是华沙大学心理学系的毕
业生Olga Tokarczuk。 12月10日Olga 
Tokarczuk在斯德哥尔摩获得了2018年诺
贝尔文学奖。她是波兰乃至全世界最杰
出的现代文学代表之一。她的成就包括
小说，散文集，诗集和电影剧本。她的
作品获得了许多奖项，《飞行的人》获
得了2018年布克国际奖；《飞行的人》
（2008）和《雅各圣书》获得了“耐克”
文学奖。 参与该活动的任何人都可以在
社交媒体上共享该照片，并用大学个人资
料的名称以及#UWgratulujeTokarczuk

和#NoblistkajestzUW的标签进行标记。
活动组织者是华沙大学新闻办公室。

托伦哥白尼大学将在加里宁格
勒推广波兰语
2019-12-12
来 自 托 伦 哥 白 尼 大 学 的 M a ł g o r z a t a 
Gębka-Wolak教授在“促进波兰语”竞
赛中获得了国家学术交流局的资助，资金
将用于实施“加里宁格勒波兰语日”项
目。 项目旨在通过组织在加里宁格勒举
行的一周中的流行活动来推广在俄语环境
中的波兰语言和波兰历史文化的知识，活
动将主题地提及波兰共和国众议院任命的
2020年两位赞助人的艺术和科学遗产：画
家Teodor Axentowicz和哲学家Roman 
Ingarden。 项目将加深波兰文化的知识，
并鼓励学生在哥白尼大学学习波兰语。项
目将有助于在邻国树立波兰的正面形象，
并支持在合作伙伴大学教授波兰语的质
量。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6468

华沙大学与卡米斯学院及千禧
银行签署协议
2019-12-16
华沙大学与卡米斯学院和千禧银行达成了
一项协议，学生们将有机会获得奖学金并
前往葡萄牙大学。 华沙大学，卡梅斯学院
和千年银行之间达成的合作协议的规定之
一是“华沙大学希望向其讲师和学生提供
各种手段，特别是通过支持学生的流动性
来发展他们对葡萄牙语和文化的了解”。 
合作协议旨在发展和提高在波兰教授葡萄
牙语和文化的重要性。华沙大学伊比利亚
研究所和伊比利亚美洲研究学院的葡萄牙
本科生的最佳学生将有机会获得奖学金并
能够参加由葡萄牙大学组织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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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大学学生获得波兰
伊比利亚美洲审判奖
2019-12-20
弗罗茨瓦夫大学西班牙语言学专业学生
Anna Maria Dobiecka获得了第二届波
兰伊比利亚美洲审判奖。 Anna Maria 
Dobiecka的论文 ：1438年的弗罗茨瓦
夫。西班牙旅行者Pero Tafur和他的作品
《Andançase Viajes》”获得了奖项。
该作品是1438年在弗罗茨瓦夫逗留期间
专门为西班牙旅行者Pero Tafura撰写
的。Anna Maria Dobiecka是弗罗茨瓦夫
大学语言学院的西班牙语言学硕士学位的
一年级学生。 比赛面向波兰大学的学生和
博士生，由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
亚，西班牙，巴拿马，秘鲁，葡萄牙和乌
拉圭的使馆组织。 参赛作品涉及波兰与西
班牙和葡萄牙语国家之间的关系。

托伦哥白尼大学创造现代外语
教学方式
2019-12-30
托伦哥白尼大学人文学院与3WAY动态语
言中心将共同创造现代的外语教学方式。
双方签署了一项在研究成果商业化和开展
研发项目方面开展联合活动的协议。 合
作的目标是基于神经科学和实验语言学的
成就与托伦大学人文学院的分支机构合
作，开发现代语言学习方法。 合作双方
已经采取了第一步，准备用于学习英语的
个性化移动教科书并且完全相信现代技术
的发展为教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方法。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承诺交流知识，并共
同从资助研究和开发工作的机构申请资
金。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6514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
学学生参加犹太教堂遗迹活动
2019-12-31
来自华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
的艺术史学院的学生参加了国际项目“
奥尼犹太教堂以色列的波兰和格鲁吉亚遗
产的痕迹”。 活动组织者是犹太历史研
究所 Emanuel Ringelblum和其他合作
伙伴：位于以色列比尔谢瓦的本古里安大
学、位于第比利斯的国立大学、位于第
比利斯特拉维夫波兰研究所及波兰现代艺
术基金会。 在Maja Gordon和Sarmen 
Belgarian的指导下，学生们进行了艺术创
作，这些作品很快将成为他们共同的艺术
记忆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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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理工大学研究人员在荷兰
期间的发明
2018-02-01
来 自 建 筑 学 院 的 M a g d a l e n a 
Owczarek 博士和来自罗兹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系、商品科学与纺织计量学的
Ewelina Pabjańczyk-Wlazło博士一起在
荷兰赢得了由YES DELFT颁发的欧洲创新与
技术研究奖项。
他们的发明-myHydro是带有电子电路的
纺织品带。该装置的作用是控制积极运动
的人们体内的水分。小孩或者老人他们的
口渴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波兰的研究人员已经找到了一种创新的解
决方案，那就是将纺织电子与医学相结
合。该装置能够有效的解决水化控制的问
题。
对于该项产品的测试将会很快开始，预计
完成成品并且上市的时间约为三年。
更多： https://www.p.lodz.pl/pl/
projekt-myhydro-pl-nagrodzony-
holandii
关于myHydro创新团队的更多影片

华沙加速器项目即将启动
2018-02-01
截止2018年2月26日，关于华沙理工大学
的加速器申请将会被正式接受。来自马佐
夫地区的科技创新企业将会加入该项目，
并且在未来的24个月中记录技术的开发
者，并且很快的将技术投入到商业中。
在为期四个月的项目方案中包括类似商业
惯例和公司发展，与导师及顾问合作以及
向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基金（VC）提交项
目。
该项目是由华沙理工大学和波兰集群协会
一起负责的与BTM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
转让中心合作。
申 请 表 格 ： h t t p s : / / g o o . g l /
forms/2tnvxonCPgnnjQcO2
资源：https://www.cziitt.pw.edu.pl/c/
aktualnosci/

机器人弹奏钢琴，AGH学生拉
小提琴
2018-02-01
沃伊切赫.希维塔娃Wojciech Świtała，一
名来自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自动化与机
器人专业的学生，将三菱RV-2F-D工业机
器人进行了重新编程使其能够弹奏钢琴。
 
他毕业于音乐学院，之后他决定将他的两
大人生爱好--音乐和机器人很好的结合起
来。
 
这台叫做Staszek的机器人是由一个特别编
写的计算机程序所控制的，单击键盘时便
可以使机器人演奏乐器。而且Staszek还可
以记录所有播放的旋律并且将其保存到随
时可以重播的文件中。这个程序使机器人
可以用两根手指演奏、打钹并且鞠躬。机
器人的演奏技巧已被3D打印机完成。
查看沃伊切赫.希维塔娃Wojciech Świtała
和他的机器人Staszek如何演奏波兰颂歌：
h t t p s : / / w w w . y o u t u b e . c o m /
watch?v=bH-S02WueTA

波兰为宇宙光帆提供材料
2018-02-01
未来的太空飞船将由巨大且非常薄的特
制帆布所驱动,由托伦ABM space，罗兹
Amepox公司和华沙理工大学工程师在
内所组成的协会已研发出为这种帆船生产
物美价廉的材料的方法，将其称为“金羊
毛”（Golden Fleece）。
金羊毛是一种智能太阳帆的概念，其活性
结构为增强控制性能提供了可能性，并且
使航天器电子部件与风帆部分能够更好的
结合。它的表面将有一层非常薄的金属涂
层，它的生产原料也可能在太空中开采—
小行星。该项由ABM Space设计师研发的
技术也可以地球上使用，例如用于生产柔
性电子电路。
ABM Space公司负责处理与航天站相关
的现代技术以及将解决方案传送给非航天
站部门。关键领域包括：移动和轨道机器
人、遥控系统、无导航应用（GPS）的定
位算法、电子设备和机械的原型设计。

关于该项目的更多信息
http://goldenleece.pl/

波兰机器人将于今年登上火星
2018-02-01
由波兰Astronika公司制造的机器人将
作为三大火星探测器之一的测量设备来
完成InSight任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和欧洲空间局（ESA）将于
2018年11月26日启动任务探测。
该项任务的主要目标是对火星的星球物理
进行研究并检查行星核心性质，该任务或
许将为首次载人飞行做好准备。
探 测 任 务 将 配 备 三 台 测 量 仪 器 。 其 中
一台仪器为热流和物理性能包，既HP3
（Heat Flow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Package）,这台机器的主要作用为从岩
心取样来测量行星的内部热量。它的探头
将会深入5米深的土壤中，该设备厚度为25
毫米，重量约为500克，材质为钛合金、钢
及钨。
其 他 的 波 兰 实 体 也 参 与 了 生 产 过 程 ，
其 中 包 括 ： 波 兰 科 学 院 空 间 研 究 中 心
（Centrum Badań Kosmicznych 
Polskiej Akademii Nauk）,航空学院
（Instytut Lotnictwa），焊接研究所
（Instytut Spawalnictwa），罗兹技术大
学（Politechnika Łódzka）以及华沙理工
大学（Politechnika Warszawska）。
您可以在这里找到有关HP3设备的更多信
息
http://www.astronika.pl/hp3-mole



125

欧洲卫星的波兰摇篮
2018-02-02
波兰工程公司Sener将向意大利提交13台
被称为地面支持设备（MGSE）的仪器
来支持卫星组装。意大利Thales Alenia 
Space公司将利用它们为欧洲航天局建造
一个2.3吨欧几里德探测器。这是在波兰建
造的最大的卫星组装集合，由18家波兰企
业家参与创建，他们在生产、物流提供组
建及耐久性测试方面严格把关。
地面支持设备（MGSE）将用于组装、运
输及运输到火箭过程中精确测量卫星的位
置。
欧几里德将研究膨胀和空间扩张，其传感
器将触及到100亿年前的宇宙历史。

硅片将解救数百万实验动物
2018-02-02
Agnieszka Gajewicz博士来自格但斯克大
学，她是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妇女与
科学奖学金项目的获奖者。她曾经评估了
在医学中使用纳米粒子风险的方法，化学
信息学是由数学、计算机科学、化学和理
论物理相结合的新知识领域。
格但斯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处理交叉估计
是
时说，这是硅片方法中最重要的一项，它
使用了IT技术来评估新化合物和新技术的活
性及其他使用风险，并选择最佳使用药物
的化合物。硅片方法比传统方法更便宜，
更快速。它们不存在在道德上的问题，因
为它们能够取代对动物的实验。据估计，
这种方法可以减少在欧洲被用于测试的动
物数量高达50%。
h t t p : / / n a u k a w p o l s c e .
p a p . p l / a k t u a l n o s c i /
news%2C28077%2Cniebezpieczne-
zwiazki-okiem-chemika.html

来自波兹南的电子听诊器
2018-02-02
医生们最频繁进行的检查之一就是为病
人听诊其肺部，但是这却需要一定的相
关经验和“专家耳朵”。来自波兹南的
MyWhizzy.com公司决定将赋予听诊器人

工智能这个技能。
所以StethoMe电子听诊器就被研发了，
它可以在家里使用，例如由孩子的父母使
用。
您所需要做的就是将设备放置在小患者的
胸部，这样你就能够自行判断孩子的咳嗽
是否需要医生来做检查。StethoMe还可以
通过链接智能手机上的应用程序来测量体
温。它同样也可以用来监测哮喘等慢性呼
吸系统的疾病。
电子听诊器是由波兹南医科大学和波兹南
Adam Mickiewicz大学声学研究所共同合
作来做的研究。
 
你可以在这里阅读关于这个解决方案的更
多信息
http://stethome.com/pl

波兰学生申请帮助盲人
2018-02-02
由波兰学生自主创建的帮助盲人应用程序
正在各个大学间进行。
这个为视觉障碍人士设计的应用程序是历
经24个小时，由14个团队编写的2万多行
代码，它只有简单的收视和直观页面，并
且可以通过语音进行控制来达到正常听课
的功能。这个创新点子由来自华沙和克拉
夫曾经在校园应用挑战赛中获得黑马嘉奖
的学生提出，目前，他们在专业人士的指
导下开发了软件并且计划在波兰40多个大
学中实施此软件。
查看活动报告：
https://www.facebook.com/
indoorway/videos/819111474960307/

由AGH大学学生研发的机器人
将无障碍地进行包裹运送
2018-02-02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和AGH大学的学生研发
了一台自动运送机器人，这是在波兰的第
一种由学生研发的机器人。
自主传送机器人（ADR）是一种使用智能
控制算法的自主电动机器人，这意味着根
据当前的情况，该设备能够自主做出正确
的确定，例如绕开障碍物。机器人将会使

用他们自动创建并保存的地图，在选择交
货地点之后，机器人会自主设定最佳的路
线来完成运送。
机器人以每秒钟0.5米的最大速度移动，并
且最大能够承载10公斤的重量。
查看AGH学生研究机器人活动
https://youtu.be/FLONojkzoxE

乳腺癌的快速和微痛诊断
2018-02-02
波兰的SDS Optic创新公司研发了一种用
于诊断早期乳腺癌以及表皮生长因子HER2
的微型探针。
SDS Optic微探头的创始人和科学研究主
管Magdalena Staniszewska博士说：我
们的技术可以使患者免受活组织检查所带
来的压力和痛苦。该装置可以进行客观的
诊断并减少发生诊断错误的风险。
Staniszewska博士预计这项诊断新技术将
会使癌症死亡率降低30%左右。
2021年微针探头将会在医生办公室全面使
用。

骨质疏松测量器
2018-02-02
骨质疏松测量器
波兰首个可以评估骨质疏松症引发的骨折
风险的计算器是由西里西亚医科大学（位
于卡托维茨 Katowice）和西里西亚理工
大学（位于格利维采Gliwice）的科学家们
联合开发的。
该计算器的原始发起人是卡托维茨医科大
学的Wojciech Pluskiewicz教授，他所带
领的团队在8年的时间里收集了近千名55岁
以上妇女的健康状况数据，他们每个人提
供了200条关于骨质疏松所引发的临床危险
因素的信息。
在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 来 自 于 西 里 西 亚 科
技大学的Aleksandra Werner博士和
Malgorzata Bach博士为此制定了骨折
风险评估的算法。它可以用于日常医疗实
践，特别适用于一些在特定年龄阶段存在
骨质疏松所引发的各种并发症的女性。
PAP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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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预计今年会有新的电子汽
车
2018-02-05
今年2月份将会有一份关于电子汽车建造
的合同签署完成，它汇集了来自波兰200
家企业在电动车样机竞赛中提出的最好的
建议。ElectroMobility Poland（EMP）
合 作 伙 伴 公 司 宣 布 了 这 项 竞 赛 ， 该 合
作 伙 伴 计 划 将 于 2 0 1 7 年 1 1 月 底 建 造 第
一 辆 波 兰 电 动 汽 车 。 其 股 东 是 波 兰 最
大的能源公司：PGE，Tauron Polska 
Energia，Enea和Energa，收购了25％
的股份。
他们已经提交了十几个项目，目前他们在
要评估商业能力的同业还要努力遵守技术
要求，由波兰提供的大量资金将会用于电
动汽车的生产。
波兰ElectroMobility声明称今年将在波兰
建造更多的电子汽车。
更多信息 http://www.wnp.pl/
wiadomosci/315967.html

瑞典人选择波兰钙钛矿
2018-02-05
作为世界第一的Skanska建筑公司将开始
使用波兰半透明的钙钛矿光伏电池，用于
覆盖今年在斯堪的纳维亚，欧洲和美国的
商业建筑。
钙钛矿是晶体材料，具有完全可以代替硅
的能力，是迄今为止在光伏电池中最常用
的半导体。
目前，波兰公司Saule酒店技术正在大规模
生产的钙钛矿型光伏组件，感谢支持日本
投资者的原型线、国家中心的研究和发展
以及20亿欧元的研究经费。
http://www.wnp.pl/wiadomosci/
s a u l e - t e c h n o l o g i e s - d o s t a r c z y -
o g n i w a - f o t o w o l t a i c z n e - d l a -
skanski,315433_1_0_1.html

农业注重科技创新
2018-02-05
在农村中建设沼气工程并且将农业沼气生
产作为可再生资源，是国家农业支持中心

在创新领域的主要项目。
创新战略之一是农村电力行业，我们将与
Polska Spółka Gazownictwa一起建造许
多的岛屿式的天然气网络，能源可以从沼
气厂供应，用于发展农村。
美国国家农业支持中心总负责人Witold 
Strobel说：“这样的一个网络能为大众所
提供的便利是普通的天然气管道所无法做
到的”。
更多：http://www.kowr.gov.pl/biuro-
prasowe/aktualnosci/rolnictwo-w-
polsce-stawia-na-innowacje

RNA Composer支持科学家的
想象力
2018-02-06
Marta Szachniuk博士说：“我们是创建
自动系统来预测RNA结构和三维展示的最
佳选择。 她和来自波兹南生物有机化学研
究所的Ryszard Adamiak教授团队开发了
RNA Composer系统。 这是一个免费的公
开可用的快速IT工具。 它涉及具有复杂结
构的短和长链RNA分子。
在RNA Composer过去6年的运作期间，
它已经完成了100万个任务。 许多科学家
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分子如何在三个维度
上的第一个想法。
波兰的RNA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
知。 在这个领域，创新实验由来自华沙
国际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Janusz 
Bujnicki教授团队进行。 来自波兹南生物
有机化学研究所的Ryszard Kierzek教授描
述了RNA折叠的热力学规律。

 “技术创新贷款”计划已启动
2018-02-06
该项目主要针对微型，中小型企业。 它旨
在实施新的创新技术，并提高波兰公司在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企业家可以资助这种方式购买的固定及无
形资产。 补助不可退还，甚至可以达到合
格成本价值的70％。 贷款可能达到投资
价值的75％。 共同融资的最大数额可能
是600万兹罗提。征集申请的时间为2月15
日，于2018年5月24日截止。

关于该项目的更多信息：
https://www.bgk.pl/przedsiebiorstwa/
kredyt-na-innowacje-technologiczne/
skorzystaj-z-programu-poddzialanie-
3 2 2 - k r e d y t - n a - i n n o w a c j e -
technologiczne-po-ir/

“蓝天西里西亚”协议进入实
施阶段
2018-02-06
西里西亚地区的地方行政部门已经做了一
个简短的在线调查，以确定公司在反烟雾
技术相关研发方面的偏好和需求。
这些成果将有助于落实西里西亚地区与国
家研究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18年1月22日
签署的“蓝天西里西亚”协议。
公司将在能源，环境，IT，运输或医药等领
域获得项目的共同融资。
调查信息可以在以下地址找到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
1FAIpQLScuKqlHeq3r7WjHPTw2hlKs
ubDeQTfPnO7-vN71OF_wdczIOw/
viewform
h t t p : / / w w w . s l a s k i e . p l / s t r o n a _ n .
php?jezyk=pl&grupa=10&art=9346

信息通信技术设施的整合
2018-02-06
波兰计算机系统研究与发展最早的信息技
术研究机构数学机构研究所与华沙的NASK
国家研究机构合并，由数字化部监督。
作为整合的结果，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组织
已经提供该部的计划数字波兰，特别是数
字化教育和研究的生物测定和电子签名的
方向发展并创造。它们在国家和公共安全
政策中尤为重要。
此 次 合 并 还 将 促 进 大 数 据 ， 物 联
网和数字机器人的发展。 http://
naukawpolsce.pap.pl/aktualnosci/
news%2C28094%2Cinstytut-maszyn-
matematycznych-wzmocni-potencjal-
badawczy-nas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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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零排放的公交车才拥有未来
2018-02-06
越来越多的电动巴士将出现在波兰城市的
大街小巷上。地方自治局很赞赏使用公共
交通的零排放手段的生态和经济优势。
根据Solaris副总裁Zbigniew Palenica的说
法，2025年以后，只有零排放的公交车才
会被购买。Solaris公司生产的客车是公交
车的波兰最大的供应商，并在欧洲闻名。
该 公 司 大 大 提 高 了 其 生 产 率 ， 最 近 它
向捷克共出售了40辆电动公交车。 今
年，Solaris将开始制造新的电动巴士模型 - 
乌尔比诺18，其产量增加10％。
在2017年，它生产了1400辆公共汽车。

帮助安度晚年的应用程序
2018-02-06
Sara Koślińsk，毕业于华沙大学语言学专
业，是Limitless应用程序的创始人兼首席
执行官，这个应用程序在欧洲和亚洲市场
引起轰动。这个应用程序将“迫使”人们
去储蓄和投资。
它的主要作用是让年轻人对于存储感兴
趣，从而达到系统的长期的存储习惯，例
如为退休生活存储。自2017年9月，可以
使用应用程序授权银行，保险公司和资产
管理公司。 他们将在他们的商店品牌下免
费为客户提供服务。
SaraKoślińska也是Startup Poland基金
会的联合创始人，以及是“中欧创业奖”
（“年度创始人”）的获奖者。
https://limitlessapp.io/

1500万兹罗提将用于社会创新
2018-02-06
今年2月份，发展部将首次启动社会创新项
目。市政府和市政协会可以申请共同资助
其项目。分配给共同融资项目的资金总额
达到1500万兹罗提。
支持旨在开发模式的解决方案，确定社会
服务公司（SAN）的程序并且实施。SAN
是非营利组织。他们作为公寓的业主和社
会无法承受高贷款分期付款或租公寓的部
分之间的中介。
更多关于社会服务机构

电子材料技术研究所正在研究
白激光
2018-02-07
白激光源可以彻底改变电视和智能手机的
屏幕，汽车前灯，甚至是Wi-Fi通信标准的
后续产品。
波兰人正在研究生产白光激光源的新方
法。 YAG激光器：一个白色光源的基本元
素当前正被在电子材料技术研究所在华沙
陶瓷磷光体的Ce显影。荧光粉是一种发光
效应的化合物，即不受高温影响的光波。
白 激 光 在 很 多 领 域 都 可 以 使 用 ，
例 如 在 L E D 中 ， 在 激 光 灯 中 ， 在
汽 车 工 业 中 或 在 节 能 路 灯 中 。 
更 多 
https://innowacje.newseria.pl/news/
bialy-laser-moze,p772965438

PYTHIA研究项目
2018-02-07
军事科技大学光电子研究所于二月初开始
研究PYTHIA研究项目，这是欧洲防务局
的战略项目。军事科学和研究设施是由
Ingegneria Informatica S.p.A公司领导
的国际财团的一部分，并赢得了欧盟竞标
比赛。
PYTHIA的任务是准备智能工具，用于预测
和评估对于保护欧盟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
技术发展趋势。
欧盟PYTHIA将自动收集来自各种公共来源
的信息，例如专利数据库，科学出版物，
原型描述。 他们将被处理使用，最主要的
为大数据集分析技术。
更多
http://www.wat.edu.pl/?p=14536

波兰化学计算机
2018-02-07
华沙波兰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的科学家
证明，化学计算机并不是难以实现。 他们
建立了这种先驱装置。 目前它是世界上最
知名的。 化学信号已经取代了电子，与电
荷的移动有关。
以类似的方式的信息处理，如在计算简单

的结构接触经历重复的化学反应液滴使用
机械。 这允许以高精确度识别例如三维形
状并对癌细胞进行分类。
波兰科学家与耶拿大学的科学家们一起表
明，5x5z液滴系统将乳腺癌威斯康辛数
据集中的癌细胞分类为97％的精确度。
（KP）。
更多
https:// informacje.pan.pl/ index.
php/informacje/2023-komputery-
chemiczne-...

安全的量子点
2018-02-07
来自波兰科学院和华沙理工大学的化学系
物理化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开发生产氧化锌
的量子点，最广泛使用的纳米材料之一的
新方法。
新的ZnO纳米颗粒是安全的。 它们可以
被引入到生物和医学实验室中，例如用于
成像，并且在与人类有机体接触的地方使
用，例如在油漆中。 在这样的应用程序进
行工作，如将 在NANOXO启动。
这项研究由波兰科学基金会和国家科学中
心资助。 这项研究结果由来自华沙与来自
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的学者共同组建的
一个小组并一起在著名科学杂志“化学 - 
一个欧洲杂志”发表过成果。
更多:
https:// informacje.pan.pl/ index.
php/informacje/2022-zenskie-ptasie-
wycho...

华沙空气指数已经开始建立
2018-02-08
一支由来自建筑安装，水利和环境工程系
的科学家们组成的团队开发了一个分析和
预测华沙空气指数水平的数学模型。
该指数编制方法和测量标度是基于加拿大
的空气质量指数，伦敦空气质量指数和欧
洲空气质量指数。
wip.um.warszawa.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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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初创企业将会获得公共及
私人资金
2018-02-08
截止2017年年底，波兰企业发展署投资了
近103家初创企业，投资总额约80万兹罗
提，补助金额不超过80万兹罗提。
这些项目资金也来自于波兰项目加速计划
及私营公司孵化器。例如去年MBANK 向
风险投资部门提供了5000万欧元，用于为
金融部门和银行及公司提供软件机器人的
自动化（RPA）开发项目。这是在波兰及
中东欧的第一个这样的项目。

普华永道支持12家初创公司
2018-02-08
来自波兰，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西班
牙和英国的12个最有前途的初创企业将会
有机会参加由普华永道（PwC）的运行执
行的下一个启动对撞机项目。他们在来自
30个欧洲国家，中东乃至美洲的近300家
创新公司的竞争中被选中。
参与当前的“启动对撞机”的条件是在计
算机科学特别快速发展的领域准备推出产
品或服务：人工智能，数据分析，金融科
技，物联网，电子商务，虚拟和 增强现
实。
初创公司将在准备第一笔销售时获得普华
永道的支持。 2018年4月，他们将会在
见投者和潜在客户之前参加一个演示日
（Demo Day）。 https://www.pwc.
pl/pl/media/2018/2018-01-18-pwc-
startupcollider-2018-in...

来自罗兹工业大学的创新内窥
镜
2018-02-09
罗兹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开发了扩展范
围的内窥镜，可以让医生诊断整个消化系
统。
这个创新的解决方案使得患者可以在一次就
诊中诊断出结果。 现如今，如果在传统的
结肠镜检查或胃镜检查期间，医生没有检测
到疾病的原因，则患者会被转介进行进一步
的检查，例如， 超声或计算机断层扫描。

来自罗兹工业大学的Łukasz Frącczak博
士说，我们目前正处于开发该设备的个别
元素的阶段，明年我们打算建立一个现成
的原型。
更多 https://www.p.lodz.pl/pl/nauka-
movie-endoskopie-wydluzonym-
zasiegu-dr-inz-lukasz-

带有革命性推进力的海上无人
机将在第一次巡航中起飞
2018-02-09
自主的，仿生的传感器载体“ - 这就是
Michał Latacz在其NOA公司建造的NOA 
Sentinel水下潜艇无人机。
该设备被用于研究和搜索底部和海底下的
原料。 其特点为高效，安全，可操作，经
济。它可以在没有基地船的帮助下单独运
行 ，时长甚至为两个月  它将搜索成本降
低了40％。
Michał Latacz在被乌贼移动的方式启发
下设计并获得专利的现代NOA波浪推进装
置。
无人机推进集运动是移动车辆的特殊NOA 
DRIVE翅膀。 它们将安静地运行，为人类
和环境安全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可操作性。
NOA Sentinel在第一次任务中将寻找波
罗的海底部的淡水资源。 在未来的几年，
自主潜艇市场每年可能增长22％以上。
（KP）

波兰学生的发明将在日内瓦展
示
2018-02-09
“学生与发明家”比赛获奖者将在日内瓦
举行的第46届国际发明展和第12届国际华
沙发明展IWIS 2018展上展示他们的作品。
竞赛委员会公布了波兰学生的五项发明。 
今年的比赛是由凯尔采理工大学组织的，
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共同资助。 共提交了
78份申请，其中包含来自波兰各地24所大
学和研究机构的123份解决方案。
本次比赛针对的是在学习期间成为发明或
实用及工业设计的创造者/共同创始人的学
生，包括博士生和毕业生，受专有权保护
或在波兰共和国专利局提交保护或 在国外

的适当的办公室。
关于竞赛和获奖作品的清单的更多信息：
http://www.nauka.gov.pl/aktualnosci-
ministerstwo/studenci-wynalazcy-
jada...

致力于铁路行业的加速器已经
启动
2018-02-09
创新加速器是由POLREGIO铁路公司与工
业发展局共同创建的。
加速器旨在支持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部
门。 铁路将利用软件来销售固定票据，车
载娱乐系统或移动应用程序以实现乘客集
成。
根据假设，创新产品的实施也将提高乘客
乘坐时的安全水平并改善管理流程。
A R P 和 P O L R E G I O 计 划 进 一
步 促 进 创 新 和 创 业 的 发 展 。 
更多 https://www.arp.pl/dla-mediow/
aktualnosci/kolej-na-innowacje-rusza-
akcelerator-arp-i-polregio

创新不是时尚，而是必须
2018-02-09
在不引入创新和增加研发支出的情况下，
快速和动态的发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
些依赖关系在工业领域特别明显，尤其是
面对国际竞争的时候。----波兰工业的创新
报告如是说。
该报告的作者指出，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
取决于波兰工业的状况。
据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波兰创新产业
支出为283亿兹罗提，相较上一年下降
了9％。 在欧盟排名“欧洲创新记分牌
2 0 1 7 年 ” 波 兰 排 名 第 2 5 位 （ 与 克 罗 地
亚 一 起 ） ， 并 保 持 在 所 谓 适 度 创 新 。 
更多关于报告：
https://www.magazynprzemyslowy.
p l / z a r z a d z a n i e - i - r y n e k /
I n n o w a c y j n o s c - p o l s k i e g o -
p r z e m y s l u - r a p o r t , 1 0 4 1 6 , 1 ? u t m _
c o n t e n t = b u f f e r b e 1 3 9 & u t m _
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
com&utm_campaign=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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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eammates将自动重
复办公室工作
2018-02-09
通过mAccelerator风险投资基金支持的
波兰公司Digital Teammates，是一个简
单重复的办公自动化系统，在银行和金融
机构的后台大量运用。它的优点是“量
身定做”的系统，可以满足客户的特定要
求。与其他中东欧国家一样，波兰也是这
种解决方案的新兴市场。 据专家介绍，这
种服务的需求将会迅速增长。
虽然mAccelerator风险投资基金只在短
短的一年内投资了5000万欧元，它已经支
持启动安全系统的秘密启动。目前他们正
在准备另外两个投资。

瑞典卫生部已经预定波兰应用
程序
2018-02-12
MovereX – 由波兰Cybercom公司根据瑞
典卫生部的要求所开发的一款读取客户心
脏率的应用软件。
在瑞典，保健计划已实施多年。其中一项
是“体力活动处方。”    当患者接受处方，
、患者将获取MovereX应用程序和腕带，
以测量他的脉搏。由此，医生可以跟踪患
者的身体活动，并检查他是否正在进行为
其计划的体育活及检查身体其进展情况。
该设备为监测我们身体活动和健康状况，
不仅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并促进治疗，还可
以降低医疗保健成本。
MovereX应用程序是为患有心脏病，糖尿
病，心血管疾病和体力活动低下的人而发
明的。 在治疗过程中要鼓励患者进行更多
的运动。
关于MovereX的更多信息 https://www.
cybercom.com/pl/Poland/projekty/
moverex/

波兰公司进入创新的海运服务
市场
2018-02-12
全球创新海事服务市场价值40亿美元。 据
专家介绍，二十多年后，它将增长十倍。 

波兰公司也试图在这个市场上寻找一席之
地。
波兰石油公司Lotos和Mars造船厂和离岸
集团（聚集的建筑，造船，创新和建筑和
技术公司）已签署了一项协议，旨在回收
和利用位于枯竭碳氢化合物矿床的海上平
台和基础设施。
海上钻井平台的清算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任
务。 它需要特别注意安全和遵守环保原
则。
这项工作包括 - 为告知能源市场观察家 - 包
括沉积上方和下方的水面和拆卸广泛的管
道网络退役的平台。

波兰的创新领袖正在建立一个
先进的无人机控制系统
2018-02-12
无人机控制系统有一个薄弱点，例如，它
们不会对变化的天气条件作出反应。 如何
精确控制它们，在恶劣或变化的天气或强
风中稳定飞越困难的地形是一项要突破的
技术难题。
波兰Sky Tronic公司首先执行的命令之一就
是建造专门的消防和救援无人机（即所谓
的FireCopter FLC），用于在发生火灾，
施工和生态灾难时采取行动，抢救失踪和
受伤的人员。
Sky Tronic成立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该公
司荣获了2017年新经济英雄大赛主奖，并
且在2017年狼群峰会上，被选为世界上最
具创新精神的创业公司之一（kp）

金融创新支持计划
2018-02-12
波兰金融创新市场估值约为8.5亿欧元。 
按价值计算是在中欧和东欧地区最大的市
场。 Polski Fin Tech将支持波兰金融监管
委员会。创新中心计划的招聘刚刚开始。
创新中心将面向两组实体。第一组计划的
初创公司由金融监管委员会涵盖金融市场
的组成部分（包括初创企业），其中有一
个创新的产品或基于现代技术的金融服
务。第二组由受波兰金融监督管理局监督
的实体组成，并计划实施基于现代信息技
术的创新产品或金融服务。

波兰金融监管局通过创新中心，打算与金
融科技部门实体进行对话，向他们提供有
关法律或金融法规问题的相关说明。
若要参加本计划，请填写联系表格
https://www.knf.gov.pl/dla_rynku/in_
tech/Innovation_Hub/formularz?artic...

波兰科技公司建造的空间平台
2018-02-12
在技术公司Creotech Instruments S.A
中，所有子系统都是通过新的HyperSat 
MINI标准为通用卫星平台创建电信，电
源和车载计算机等。 这项任务是作为
RENESANS项目（智能开发计划2014-2020
）的一部分实施的。
Creotech Instruments S.A也在建立第一
个波兰工业卫星的财团中发挥主导作用。
新平台将用于在短期，廉价的太空任务中
携带更大尺寸的仪器，包括建造所谓的太
空任务星座。
HyperCube设备是模块化的。 根据需
要，它们可以从30×30×10厘米（重量10
公斤）扩大到30×30×60厘米（重量60公
斤）。
Creotech Instruments SA是波兰唯一拥
有欧洲空间局ESA认证的技术和空间电子
生产线的公司。
http://creotech.pl/pl/renesans/



INNOVATIONS 2018-2019

130

关于在Stalowa Wola实施创
新项目的公司支持信息会议
2018-02-13
投资和发展部邀请企业家参加旨在支持企
业实施创新项目的信息会议。
会议将在2018年2月20日上午10:00在
Stalowa Wola的Rzeszów技术大学礼
堂 举 行 ， 投 资 与 发 展 部 副 部 长 A d a m 
Hamryszczak将出席会议。他提供了该部
的初创企业，并使用R＆d研究，利用工业
设计，推出的产品和服务，以国外市场的
创新的结果公司的支持。 支持还包括针对
国外市场的中小型企业的推广计划。
这 次 会 议 是 与 波 兰 企 业 发 展
署，Gospodarstwa Krajowego银行，国
家研究和发展中心，Podkarpackie地区
统计办公室，波兰投资和贸易署，出口信
用保险公司合作组织的。
注册表格和有关会议的更多信息可以在这
里找到：
https://www.funduszeeuropejskie.gov.
pl/strony/o-funduszach/szkolenia/ir...
 

5年内波兰微卫星进入太空中
2018-02-13
称为Intuition-1的地球观测波兰微型卫星
将于2022年和2023年交替发射。作为FP 
Space联盟成员的KP实验室和未来处理FP
仪器详细阐述了该项目。该合资企业由国
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提供财政支持。
Intuition-1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这样的高
级地球观测卫星。 它的设计非常新颖，
地球的表面图像将由卫星的车载计算机处
理。该解决方案将显著减少发送到地面接
收站的数据流。
微卫星将是尺寸为10 x 22 x 36 cm
的6x CubeSat。 它重15至20公斤。 
有关FP Space项目和联盟的更多信息
https://www.fpspace.com/pl

Opole大学的创新应用---三维
心脏
2018-02-13
Opole大学的医学院学生将成为波兰的
第一所医学院的学生，将在三维虚拟现实
中学习人类心脏的秘密。 他们收到了最
新的教学应用程序“虚拟心脏”。 心脏
的逼真的画面可以用护目镜观看。 它可
以旋转，放大; 模拟不同的身体状况，由
于损伤，疾病进展或刺激或化学物质的作
用，其健康，不间断的工作或不同情况
下的变化。 这对于精确的操作规划很有
用。 Opole虚拟心脏将使未来的医生在
临床科目，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得到更好
的教育。 它是与心脏外科发展基金会合
作的成果。 更多 http://www.uni.opole.
pl/page/2100/wirtualne-serce-na-uo-
mowi-o-nim-cala-...

波兰程序员成功合写了
SpaceX
2018-02-13
2018年2月6日，SpaceX发射了世界上最
强大的重约1500吨重的猎鹰重型火箭。从
事SpaceX控制系统工作的软件工程师之
一是来自华沙大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力
学系毕业生 Tomasz Czajka—来自波兰信
息处理学会。
在Stalowa Wola学习期间，Tomasz 
Czajka在国际IT竞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获得了银奖和双金奖。
在他的学习期间 - 首先在华沙大学，然后
在美国普渡大学 - 他在最有声望的IT竞赛中
赢得了更多的桂冠。2003年，他与他的华
沙大学的同事在由Jan Madeya教授领导
的一个团队中赢得了ACM国际大学生程序
设计竞赛。 在2003,2004和2008年，他在
TopCoder公开赛中名列前茅，2004年他
和球队赢得了TopCoder大学生挑战赛。 
从2007年起，他在Google总部担任软件
工程师，并于2014年转到SpaceX。

罗兹大学对石墨烯的研究
2018-02-13
来自罗兹大学应用物理与计算机科学系的
Zbigniew Kluska教授团队利用所谓的过渡
金属（如钇或锆）研究了石墨烯电子结构
在连接（混合系统）中的性质。实验将允
许阐述有关的纳米尺度的电荷运输的法律
和机制。这将为打造将用于新一代计算机
的新型混合材料开辟道路。
石墨烯的特征在于非常高的强度和柔韧
性。其性能为电荷载体以非常高的速度移
动创造了条件。Zbigniew Kluska教授还负
责确定标记这些电荷载体的方法，这使他
们能够克服与超导体相媲美的距离。
石墨烯对于自旋电子学应用很有意思，它
是高级电子学的一个新分支。（KP）

麻省理工企业论坛波兰帮助创
业公司
2018-02-14
技术创业基金会宣布，MIT企业论坛波兰加
速计划第4版招聘工作正在进行中。该计划
基于世界上最好的技术大学之一的麻省理
工学院。
该项目的目标是帮助创业公司开发独特的
技术，加速所提议解决方案的商业化进
程。
波兰麻省理工学院企业论坛设想通用路径
和四个专业行业路径。 Let’s Fintech与
PKO Bank Polski合作！ 是与该计划的主
要合作伙伴 - PKO Bank Polski合作组织
的。PGNiG集团是Energia加速路径的合
作伙伴。 “Zdrowie”路径由Adamed 
Group共同创建，AgriTech Hub支持该项
目首次出现的农业技术路径。 加速器中的
新功能是工业4.0路径，致力于与下西里西
亚地区合作伙伴合作的技术创业公司。
该项目的申请可在网站上提交至2月28日
https://www.mitefpola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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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技术
2018-02-14
85％的 教师承认它们的重要性，几乎所有
人都使用数字设备作为学习辅助工具。根
据波兰教育平台委托的研究，超过一半的
人使用教育应用程序作为教具。父母们也
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68％的人认为他们的
孩子使用数字设备作为学习辅助，73％认
为互联网有助于获得新知识。
Squla.pl是适用于许多设备的现代教育平
台。它提供了60,000个互动式测验和教
育任务以及适合儿童学习年龄和节奏的视
频。该平台涵盖1-6年级的所有学校科目和
学前教育。 这符合2017/2018学年国家教
育部的核心课程。
Squla.pl的测验和任务由经验丰富的主题
教师和教师创建。 使用Squla.pl教育平台
一周的费用为15兹罗提。 只要注册一个账
户，您就可以在计算机，平板电脑和智能
手机上同时使用它。（KP）

美国宇航局埃姆斯研究中心前
任主任访问托伦
2018-02-15
硅谷美国宇航局艾姆斯研究中心前任主任
西蒙·彼得·沃尔登将军访问了托伦的尼
古拉斯·哥白尼大学。
Worden将军最近与Jacek Kubic教授，
民政事务局，天文学中心主任，民政事
务局。 MichałHanasz和物理学院副院
长，天文学和应用计算机科学博士，民
政事务局。 Winicjusz Drozdowski，教
授。NCU。 来自托伦ABM空间公司的
Mateusz Józefowicz也出席了会议。
关于托伦空间产业发展的机会，将计划设
立一个由西蒙沃登基金会授予的科学奖候
选人遴选委员会，以及有关在尼古拉斯哥
白尼大学天文学中心进行的寻找行星的研
究项目。

一年内波兰将出现电子汽车原型
2018-02-15
两百家公司申请参与波兰第一辆电动汽
车的生产。 该概念由Electro Mobility 
Poland准备。
这 将 是 一 个 纯 电 动 分 频 器 吗 ？ 
ElectroMobility波兰专家表示，现在回答
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
我们的电动汽车应该是大还是小，价格便
宜还是价格昂贵 - “波兰电力”委员会的
建造商和专家Zbysław Szwaj说，这存在
技术和金融难题。 我们将会评估提公司的
业务概念和团队的能力。
波兰电动车的功能原型将在几个月内出
现，未来的用户将看到他们的样子，并了
解他们所用解决方案的细节。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将会大规模生
产。
在波兰去年年底举行了电子车身的电动汽
车设计大赛。（KP）

无人机检查弗罗茨瓦夫的空气
质量
2018-02-15
弗罗茨瓦夫大学气候与大气保护系正在使
用现代无人机进行空气质量测试。 该设备
是由弗罗茨瓦夫市政府办公室的补贴购买
的。
弗罗茨瓦夫大学购买无人机的想法已经在
2015年时提出，当时由气候学和大气保
护部实施的LIFE-APIS / PL项目被授予波兰
创新奖。。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从
科学角度建立有趣的联系，其中包括 与
OptimumTymińskiand Company合作，
该公司在2017年制造了一个无人飞行平
台。
在环境监测中，无人机非常受欢迎，具有
很多种的用途。 大学无人机被用作测量空
气质量和基本气象参数的平台。 它可以使
测量达到几百米。
无人机配备了 环境弹头，允许测量悬浮粉
尘浓度，臭氧浓度; 此外，它还测量空气的
温度和湿度。
关于LIFE-APIS / PL项目的更多信息
http://life-apis.meteo.uni.wroc.pl/

为农民提供空间帮助
2018-02-15
2018年，波兰约2％的耕地将从太空进行
监测。 波兰初创公司SatAgro使农民能够
获取美国宇航局卫星观测结果和欧洲空间
局的结果，包括来自最新星座哨兵观测卫
星的结果。
SatAgro主要向20-30万公顷的农场业主提
供。观察田野和庄稼的状况，精确地指定
田间工作，农业技术程序以及天气或植物
状况突然变化的通知。
在农业中使用卫星监测可以提高产量并提
高作物的效率，例如由于精确确定最佳施
肥水平。感谢SatAgro，在奥波莱地区的
农场Top Farms Głubczyce， 11,000公顷
的农田里节省了30%的肥料。。（kp）
https://satagro.pl/#satagro

波兰有效的使用了欧盟资金
2018-02-16
投资和发展部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一起
做了2017年年终总结， 可以看出波兰人想
投资。 潜在投资者申请欧盟资助7.5万美元
的投资，价值4,740亿兹罗提 - 投资与发展
部部长Jerzy Kwieciński说。
波兰在2014-2020年间在整个欧盟的资金
总额中的份额为22.6％。 欧盟委员会已
经支付了77亿欧元，即27％。 迄今为止
转移给所有会员国的数额。  部长Jerzy 
Kwiecińsk说，由此可见， 我们有效地实
施项目使用了欧盟的资金。
仅在2017年的创新支持领域，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就为超过1000个项目的研发工作
实施了75亿波兰兹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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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将帮
助分析银行客户的数据
2018-02-16
华沙理工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的研
究人员将为零售客户建立信用风险评估
模型。 这些都是FinAi联合项目的一部
分，FinAi根据智能开发项目获得了国家研
究与开发中心提供的730万兹罗提的资金。
FinAi是一家创立于2016年的金融创新
（FinTech）市场的波兰创业公司。 该公
司与波兰科学家合作的目标是将科研成果
和新客户数据库工作结合起来，以创建真
正的商业解决方案。
这个想法是将潜在客户的数据可以从比以
前更广泛的领域收集。 首先使用社交媒
体。 当然，一切都符合法律。 这将是大
量的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华沙
理工大学的Jarosław Grytczuk教授解释
说，时间图是他们分析的工具。

波兰科学家在曼谷发明展览会
上获得金牌
2018-02-16
波兰的创新项目已经在泰国曼谷的国际技
术与创新展览会IPITEX 2018上得到认可。
来自华沙军事技术大学信息系统研究所的
一组科学家获得了两枚金牌，用于移动
信号系统iSULIN和PATRON，用于使用生
物医学传感器对疾病进行诊断和监测。 
iSULIN感官应用和眼罩获得泰国国家研究
委员会的大奖，以获得最佳发明，并获得
最佳解决方案的特别区别。
与 黄 金 “ 科 学 院 的 科 学 家 研 究 小 组 
Częstochowa的Jan Długosz和克拉科夫
波兰科学院核物理研究所聚合物和碳材料
中心。
Zabrze波兰科学院，格利维采西里西亚理
工大学，罗兹技术大学，克拉科夫AGH
科技大学和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 
Połaniec校区综合技术学校四年级学生
Maciej Kowalski也以金牌返回波兰。 他
收到了它的创新项目“安全洗澡系统”。 
该设备可用于老人，病人和残疾人士的护
理。 如果浴室没有移动30秒，它会触发警
报。（KP）

波兰科学家正在研究Phobos
的着陆系统
2018-02-16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参与了
欧洲空间局的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着陆
火星上的火星 - 火星的卫星之一。
矿业与地球工程学院的研究人员与波兰科
学院空间研究中心一道启动了“LOOP - 
Landing Once Phobos”项目。 AGH科
技大学进行的研究是欧洲空间局（ESA）
项目的一部分。
指定Phobos表面结构的不同变体是采矿和
地球工程学院研究小组的任务之一。实验
室工作的主题，是复制Phobos上普遍存在
的条件，也将研究各种类型地面对着陆器
脚上负载的反应。
仿真着陆器与火卫二表面的接触将在采矿
和地球工程学院的一个大厅的移动平台上
进行。
AGH科技大学团队与波兰科学院空间研究
中心共同开展了两年的项目。

矿工也需要创新技术
2018-02-19
Jastrzębska Węglowa 公司开发了“智能
矿”项目。 它是关于在煤矿的每个阶段以
及矿山的管理，物流，运输和监控等方面
引进先进技术。
波兰硬煤开采业未来的研究人员预测认
为，如果不采用创新技术，就不可能增加
有利可图的开采量或提高地下工程的安全
性。 对矿床的探索将越来越深入，并且在
更加困难的地质条件下进行。
Jastrzębska Węglowa公司打算启动一个
试点“智能”矿井，然后验证将在公司的
其他采矿厂引入的解决方案。
该项目被纳入负责任发展战略，并被列入
西里西亚计划。 它由波兰发展基金，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和Jastrzębska Węglowa
资助。

与癌症作斗争的创新工具
2018-02-19
磁共振可以在没有钆的情况下工作吗？ 这
种元素对身体有害，特别是对大脑有害。
华 沙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兽 医 学 院 的 M i c h a ł 
Godlewski博士与波兰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和兽医研究中心合作开发了自己的纳米粒
子，并开展了有关它们在癌症诊断和治疗
中的应用的研究。
我们的纳米粒子能够发现任何癌症，尤
其在肺癌方面我们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 
Godlewski博士说。
它们没有毒性，可以口服给药，所以它们
是药物的优秀载体。 它们适用于磁共振和
荧光共振。 他们将在肿瘤和活组织检查过
程中为患者带来安慰。 癌症变化规模的
精确成像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健康组织的移
除。（KP）
更多信息
h t t p : / / w w w . m e d i a . s g g w . p l /
pr/383015/nanoczastka-w-raka

克拉科夫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
情感检测技术
2018-02-19
Przemysław Witaszczyk博士，来自克拉
科夫Jagiellonian大学物理学，天文学和
应用计算机科学系。他的团队尝试创建
专业软件，用于检查电脑游戏参与者的情
绪。
这些都是对所谓的创新研究 基于人工智能
的情感界面。 研究人员希望尽可能精确地
定义虚拟游戏参与者的情绪。
为此，不仅需要设备，而且最重要的是
使用现代机器学习方法，创建所谓的游
戏情绪引擎。 通过使用12通道医疗EKG
设备，脑电图仪，敏感的鼠标和游戏中
的动作标记等数据收集玩家的情绪状态 – 
Witaszczyk博士解释道。
情感检测技术在电脑游戏之外也可以有许
多应用，例如在医学，教育，娱乐或社交
媒体中。 该小组的成员正在从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和波兰科学基金会申请500万兹罗
提。Photo by Darius Krause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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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创业平台开始创建专业
的现场直播
2018-02-19
到3月底，由Poles创建的Liveact.me平台
将启动。 通过网络浏览器，无需安装额外
的软件和购买昂贵的设备，我们就可以在
互联网上进行专业的现场直播。
该解决方案可供个人用户和企业使用，其
中包括 在公司的内部和外部沟通。 使用该
应用程序将根据订阅模式进行支付。 每个
月，用户都将支付所提供的一组功能的费
用。
这个工具的优势在于它是一个浏览器平
台，因此可以创建实时视频广播，而不需
要创建具有高级软件和硬件的工作室。 在
实践中，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就足够了 - - 
董事会主席兼Liveact.me创始人Leszek 
Bogdanowicz说。
该公司已经在波兰邮政进行了两次试用在
线传输。
更多
http://liveact.me/

波兰在治疗心律失常方面的创
新
2018-02-19
一个电极插入到迄今使用的患者，而不
是所述至少两个的心脏。 消融过程将如
何改变，这得益于波兰公司Medinice
及Sebastian Stec教授开发的创新型
MiniMax电极。 由于内置3D测绘系统，
电极适合在不使用X射线的情况下执行心
脏消融手术。 融或治疗心律失常的方法
涉及通过动脉或股静脉将电极引入患者
的心脏，该方法首先于1992年4月在波
兰由Franciszek Walczak教授执行。  从
那时起，程序中使用的工具技术不断得
到改进。 新技术可以提高程序的安全性
并缩短程序的时间。 作为临床试验的一
部分，第一批患者将在年底使用这种方
法。 更多 http://medinice.pl/projekty/
minimax/

英国人赞赏波兰数字笔的创造者
2018-02-20
英国国际贸易部的代表正与近200家波兰创
新公司举行会谈，鼓励他们将其活动转移
到英国领土。 他们了解与不列颠群岛投资
者和合作伙伴合作的发展机会和利益。
在上次会议期间，来自欧洲的50名金融和
科技公司的代表中，有来自波兰的四家初
创公司的负责人。 其中之一是IC解决方
案，该解决方案开发了一种创新的系统，
用于以电子形式在纸张上手动书写文本。
他的“心脏”是数码笔 - IC Pen。 它类似
于所谓的经典 滚珠笔。 它有一个处理器，
相机和闪存卡。 这套附加软件可实现自动
数字化和实时处理手写数据，其中包括 创
建和分析文件。（KP）
https://icsolutions.pl/produkty/
IC技术笔介绍影片：
https://youtu.be/zCP2UNhIg8c

弗罗茨瓦夫的第一个聊天机器
人向导
2018-02-20
弗罗茨瓦夫的聊天机器人实现了市促进办
公室员工大部分工作的自动化。
这台机器人已工作近5个月， 白天他回答
了几十个问题，快速且准确。 它提供有关
城市中的活动和事件，住宿地点，餐厅，
电影院和戏剧节目或城市观光旅游路线的
信息。 促销办公室的员工只处理聊天机器
人无法应对的游客的问题。
聊天机器人是一个计算机程序，其任务是
使用自然语言进行对话。
我们的聊天机器人在访问弗罗茨瓦夫的
游客网站visitproclaw.eu fanpage上
工作，并使用波兰语处理问题 - 该设备
的创建者KODA Bots Studio的Mariusz 
Pełechaty说。
聊天机器人很快就会出现包含英文的版
本， 之后它会出现支持德语，西班牙语和
捷克语的版本。（KP）

Photo by Darius Krause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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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将在华沙举行全球超级计
算机专家会议
2018-02-20
将于3月12日至15日在华沙举行的这次
国际会议将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展示计
算 科 学 领 域 最 具 创 新 性 的 解 决 方 案 。 
Supercomputing Frontiers Europe 2018
是超级计算机领域世界级专家会议。
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是华沙大学数学与计算
建模跨学科中心（ICM UW），该会议曾
在新加坡举行。
在会议期间， 来自海德堡大学的Karlheinz 
Meier教授将带来更接近神经形态计算机
的研究和工作状态，神经形态计算机的结
构受人类大脑结构的启发， 作为美国国务
卿科学顾问的Dimitri Kusnezov将介绍美国
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计算机的计划及其对
个体化医疗的影响，其中每个患者都被视
为一个单独的诊断和临床病例，包括创建
个性化药物及其剂量。
更多
https://supercomputingfront iers .
eu/2018/

未来的起重机
2018-02-20
Szczecin的西波美拉尼亚大学机械工程学
院和机电一体化学院的约40名学术人员和
学生正在研究一项创新的起重机项目。
未来的起重机“是由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的资助而实施的一个项目。 其执行单位
是：西波美拉尼亚大学什切青作为项目负
责人，技术科沙林大学和波兹南大学。 每
个单位都有其工作范围。
科萨林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通过口语
演讲开展语音控制系统项目。 正如他们解
释的那样，重点是严格规定的命令不需要
控制起重机。 起重机可以用波兰语和英语
进行控制。 操作人员不必学习特殊语言，
只需“与起重机交谈”即可。
在项目作者的假设下，这种类型的起重机
将可以用于其他项目 在harvesterach（收
割机）。

来自波兹南的学生参加SAE航
空设计大赛
2018-02-21
波兹南科技大学航空俱乐部的学生们已经
构建了一款无人机，该机将参加三次SAE 
Aero设计大赛。
2018年2月23日至24日 - 作为唯一的欧
洲 团 队 - - P P 学 生 将 在 墨 西 哥 初 试 身 手
（SAE Aero Design Mexico 2018）。 
之后，2018年3月9日至11日，他们将于
2018年在美国东部的SAE航空设计中心和
2018年4月6日至8日前往佛罗里达州，并
于2018年在美国西部航空工业公司的美国
西部航空公司的美国西部航空公司进行加
州飞行。

来自克拉科夫的学者正在构建
新一代磁共振
2018-02-21
来自亚盖伦大学物理研究所光子学系的
Szymon Pustelny博士的团队为核磁共振
设备铺平了道路，没有当前使用的设备的
缺点。 你不需要沉重和昂贵的磁铁。
Pustelny博士解释道，我们提出了一种新
方法 ， 使用零磁场或非常弱的磁场和光学
磁力计。
来自亚盖伦大学的研究人员检查 改变用于
共振研究的样品或物体的制备的可能性。 
除了今天以外，它们使用信号分析的物理
基础。 由于这一点，他们正在计算有关分
子结构，化学键强度等信息，而不需要昂
贵的超导磁体。
从视角来看，这将允许例如识别化学物质
并检测液体爆炸物, Pustelny博士    强调
道。（KP）
更多
h t t p : / / w w w . n a u k a . u j . e d u . p l /
aktualnosci/-/journal_content/56_
INSTANCE_Sz8...

波兰最大的保险公司希望与
AGH科技大学一起创造创新解
决方案
2018-02-21
万能险和矿冶的克拉科夫学院签署了意向
书，建立在研究和开发项目领域长期合作
的意向书。 中欧和东欧最大的金融集团和
克拉科夫大学将共同创造科学和商业之间
边界的创新解决方案。
双方希望合作，其中包括 在技术创新，研
究，教学，以及技术和实验室基础的使用
领域。 保险公司和大学的合作等等 科学研
究研究，实施联合研究和实施项目，包括
开发项目的形式。
万能险及科技大学的第一个合作项目是该
项目TANGO 2星期五的实施 “基于单个驾
驶员模型的机动车主动安全系统”。 该项
目的总成本估计为120万兹罗提，其中100
万兹罗提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资源提供
资金。 通用保险公司将承担15％的项目成
本。

IT系统将检查假肢对患者是否
安全
2018-02-22
来自罗兹工业大学和罗兹医科大学的年轻
科学家团队正在研究分析使用各种类型的
人工假体（支架移植物）对患者的影响的
设备和算法。
医生 在手术前使用该项技术检查哪种类型
的假体对病人的状况和并发症风险最有用
来自罗兹工业大学过程工程与环境保护系
的Andrzej Polańczyk博士解释说。
评估假肢的适用性分几个阶段进行。 首
先，在放射学检查的基础上，在3D打印机
上生成病人的主动脉模型。 引入不同类型
的假牙; 通过模拟血流量监测功能，评估安
全水平并评估潜在风险。
该系统目前正在进行专利程序。 除
了 Andrzej Polańczyk博士之外，还
有 Michał Krempski-Smejda工程
师，Michał Podgórski博士和Maciej 
Polańczyk博士同时在进行该项目。 该
项目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提供资金。
（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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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会议 - 企业创新应用
2018-02-22
工业4.0和企业自动化和机器人化支持领域
的IT解决方案领域的最新波兰成果在工业
4.0“企业创新应用”会议上得到了介绍。
这次会议是由热舒夫技术大学和国家产业
集群4.0组织的，该组织由于与热舒夫大学
合作的行业倡议而成立。
什么是工业4.0？ 这是一个集体名词，意思
是智能机器，系统的整合，并在生产过程
中引入变化，以提高生产效率。 这个术语
不仅适用于技术，而且适用于新的工作方
式和人们在工业中的作用。
会议期间，介绍了波兰最新的工业4.0领
域成就。 其中之一是基于选择性烧结聚
合物粉末的第一台波兰工业打印机3D SYS 
PROBE的首次亮相。 该设备作为波兰产品
成功与世界知名公司的3D打印机竞争。 该
机器具有以太网，USB，还允许通过移动
设备进行Wi-Fi和远程连接。

在弗罗茨瓦夫将建造一个天文
馆
2018-02-22
搭建最现代化的投影音响设备和多媒体教
育中心，成为普及知识，组织文化活动的
理想空间。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天文学院有
这样的计划。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各种投资成本初步估算
已经交给省议会当局。 弗罗茨瓦夫大学将
提供该地区作为自己贡献的一部分。 建造
天文馆本身的成本是几百万兹罗提（在大
型天文教育中心和天文馆的情况下，金额
会更高，可达800万兹罗提）。
在弗罗茨瓦夫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天文
馆的想法，不仅在天文学领域促进知识的
出现已经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 2004年，
甚至有可能与弗罗茨瓦夫市长签署意向
书，但没有找到执行该项目的资金。
去年12月，天文馆建设项目的主要设想是
在省议会文化科学和教育委员会会议上提
出的。 它们很快将在西里西亚省进行讨
论。

在曼谷发明展上，比得哥什和
托伦的科学家获得了成功
2018-02-22
比 得 哥 什 卡 齐 米 日 大 学 队 获 得 金 牌 ： 
Mariusz Kaczmarek教授（博士学
位）， Marek Macko博士，Dariusz 
M i k o ł a j e w s k i 博 士 和 Z b i g n i e w 
Szczepański博士， Aleksandra Gocha
和Toruń的Nicolaus Copernicus大学的
Emilia Mikołajewska博士。 在3D打印技
术中，他们为治疗患有上肢肌肉痛的儿童
进行了被动外骨骼治疗。
该设备是为每位患者单独构建的个性化治
疗（患者量身定制的治疗）的一个要素。 
缺乏引擎和电脑会降低其重量，在锻炼过
程中会减少肢体的力量。 外骨骼被授予加
拿大和罗马尼亚代表团领导人的特别奖。
这枚金牌也被授予 Marek Macko
博士和 Zbigniew Szczepański创
造 复 制 牙 齿 的 创 新 ， 快 速 程 序 。 
此前，我们报道说，来自华沙的军事科技
大学和曼谷科技学院的研发团队拿出了金
牌。

支持失语治疗的创新应用
2018-02-23
近一年来，第一个完全免费的程序辅助语
言治疗疗法已经失去了沟通能力的失语患
者，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 由于Gliwice
的Technopark，Jagiel lonski大学的
Collegium Medicum和Salus Publica基
金会之间的合作，创建了Afast应用程序，
这是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共同资助的社
会创新计划的一部分。 Afast应用程序从
2017年3月开始运行，网址为http://www.
afast.pl，是一种多媒体修复工具。 该解
决方案为患者提供失语症，他们的护理人
员和无日照疗法，可免费获得由专家准备
的治疗。 它还可以让您与照顾者或言语治
疗师合作举办课程。 该计划包含超过30
组练习，旨在用于三种失语症的康复 - 失
语，理解以及阅读和写作能力。 它适用于
患轻度或中度失语症的人。 它也可以用于
治疗其他神经疾病，如阿尔茨海默氏症或
帕金森病。

Udalski教授是欧洲天文学会奖
的获得者
2018-02-23
来自华沙大学天文台的Andrzej Udalski教
授荣获欧洲天文学会（EAS） - 第828届
Tycho Brahe奖。
Udalski教授因其在OGLE项目（光学引力
灵敏度实验）中的主要作用而获此殊荣，
该项目是最成功和运行时间最长的光度天
空变异性调查之一。 OGLE项目的结果对
许多现代天体物理学领域的发展产生了重
大影响 - 我们在欧洲天文学会的新闻稿中
读到。
第谷布拉赫奖因在天文学欧洲仪器的建
造和运行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而获奖，
以及使用这些仪器所取得的重大发现。 
Andrzej Udalski教授是波兰科学院，波兰
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及国际天文学
联盟的成员。 在2008-2016年，他是UW天
文台的主任。
更多
http://eas.unige.ch/tycho_brahe_
prize.jsp
EAS新闻稿
http://eas.unige.ch/documents/eas_
prizes_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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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将支持波
兰铁路实施创新项目
2018-02-23
城际波兰国家铁路（PKP城际）已经签署
了意向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一封信。 
这两个机构将合作实施针对波兰铁路乘客
的创新项目。
假定在联合实施“Luxtorpeda 2.0”计划
时签署的意向书 创新铁路倡议的实施。
正如Sebastian Skuza博士所强调的那样，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已经“在这一领
域开展创新合作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创
新”。
同时，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Marek 
Chorowski教授也表示，与波兰国家铁路
公司一起，目前正在分析技术状况，确定
具体的技术挑战和创新市场。 据国家研究
与发展中心主任称，“通过创建市场和设
定具体的技术和经济要求，我们保证将创
造出有价值的最终产品”。
2016年2月，总理Mateusz Morawiecki宣
布铁路行业将成为波兰“智能专业化”之
一。 - 政府希望摆脱支持大都市持续发展
的国家发展理念。 发展不能只在大城市。 
莫拉维基茨总理当时表示，我们需要为贫
民镇和小城镇创造更多的视角。

在波兰罗兹技术大学发明了防
止水渗透的沙粒
2018-02-23
罗兹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建筑和环境工程
学院开发了一种用特殊涂层来防止水渗透
的沙粒涂覆技术。
疏水砂，是由于防止水渗入其结构的过程而
产生的，不会与水混合。来自罗兹工业大学
的Patrycja Baryła博士解释道：”沙粒和
水粒之间的排斥力非常大，以至于水环境中
的粒子形成了所谓的封闭团体 水笼“。 疏
水砂的主要应用是创建数十厘米厚的防水
层。 该解决方案可用于保护期望地下水位
周期性增长的地区的建筑物地下部分。 在
这种应用中，疏水砂起到了双重作用 - 它防
止水分，同时从结构上传递载荷。 它也可
以用来密封水库，在那里建设和防洪堤坝，
也可以用作密封的垃圾填埋层。

科学财团Pol-Stor-En成立
2018-02-26
Pol-Stor-En研究联盟是在能源部的赞助下
成立的。 其成员包括AGH科学技术大学，
有色金属研究所，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波
兹南理工大学，华沙理工大学，亚盖伦大
学和华沙大学。
该联盟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储能发展的科学
潜力以及与该行业的合作。 这就是要结合
科研中心的实力，开发出可供工业使用的
综合性产品。
Pol-Stor-En是能源部制定的战略计划假设
的一部分，如电动交通发展计划和能源创
新发展方向。 这也是与欧盟项目的补充活
动。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将成立一
个新的研究中心
2018-02-26
2018年10月，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新研究
中心“GEO-3EM能源，生态，教育”将启
动。 总占地面积为4,500平方米的实验室
共有12个。 投资总值约为1亿兹罗提。
弗罗茨瓦夫大学编制的这个项目的目标是
在可持续利用各种来源的原材料和能源方
面创建一个独特的研究和技术转让中心。
在研究中心将研究以下领域：空间流动，
并且次级原材料，机械和设备的生产和
加工材料，由下西里西亚工业中使用。 
“GEO-3EM能源，生态和教育”基金会的
项目假定，这里开发的许多想法将会商业
化。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新实验室
是与该行业合作建立的
2018-02-26
研究意外伤害对脊柱的影响，创造出能帮
助医务人员照顾病人的机器人 - 所有这一
切都将得益于莱昂纳多实验室，该实验室
是在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建立的。
莱 昂 纳 多 实 验 室 将 创 建 的 解 决 方
案是跨学科和实际应用。 其中
创 造 的 技 术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照 顾 健

康 ， 并 支 持 医 务 人 员 防 治 疾 病 。 
莱昂纳多实验室是波兰大学与波兰工业合
作的又一例证。 这得益于格利维采大学生
物医学工程学院与智能工业自动化市场领
导者之一的APA集团的合作。

波兰领先的3D打印机制造商正
在进入意大利市场
2018-02-26
来自波兰领先的3D打印机制造商Poznań
的创新公司Omni3D正在进入意大利市
场。 她与WorkLine Store品牌的部门
WL3D签署了一份合同，该品牌在意大利
提供3D打印机，扫描仪和服务已有20年。
旗舰产品 - 工厂2.0（一款面向该行业的
3D打印机）将进入意大利。 一切似乎都表
明，今年五月，这款设备将出现在米兰技
术中心的WL3D产品中。
今年，波兰生产商计划在北欧国家和美
国建立销售网络。 在波兰，他将在凯尔
采展出3D版印刷日的X版和比得哥什的
INNOFORM展。
意大利人是Omni3D的第十五个外贸伙
伴。 波兹南的一家公司出售等等 在捷克
共和国，俄罗斯，法国，德国，瑞士，英
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kp）
更多
www.omni3d.com/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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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科技的弗罗茨瓦夫大学的
创新应用
2018-02-27
弗 罗 茨 瓦 夫 理 工 大 学 计 算 机 科 学 与 管
理学院的学生Dariusz Dzikon，Paweł 
Janowski和Oleksandr Yeroshkin创建了
一个应用程序来支持使用移动电话接收博
物馆展览。 他们从2018年2月27日起的
解决方案将在弗罗茨瓦夫国家博物馆举办
的“弗罗茨瓦万风格”展览中用于实践。
2017年10月，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
生成为学生项目团队比赛的获胜者，他们
首次展示了“指导我”应用程序的基本版
本。 该应用程序已放置在Google Play平
台上。 它可以免费下载，只需要不到60 
MB。
该程序的操作直观，基于位于特定展览和
蓝牙技术的微型发射机网络。 感谢他们，
确定了个别展品并选择了适当的内容以供
在屏幕上显示。
更多 http://guideme.cba.pl/

新的波兰无人机测试天然气和
石油勘探
2018-02-27
无 人 机 不 久 将 开 始 进 行 用 于 勘 探 天
然 气 和 原 油 的 先 进 无 人 机 的 测 试 。 
它由PolskieGórnictwoNaftowe i 
Gazownictwo委托的弗罗茨瓦夫BZB无人
机启动建造。 它将取代旧型号的仪器，该
仪器已被最大的波兰公司地质和开采部门
用于三年寻找天然气和石油资源。 这些公
司在MIT企业论坛加速计划中建立了合作关
系。
无人驾驶飞机将执行的地形的航空照片
将转化为三维地图 - BZB UAS的Kacper 
Budnik说 - 这将促进勘探规划，降低地震
勘测成本和钻探位置。
配备有光电头的设备是自主的，轻巧小巧
的。 这些部件采用3D打印技术制造; 结构
用复合材料加强（kp）
更多 https://mamstartup.pl/
spolka/12879/pgnig-nawiazalo-
wspolprace-z-wroclaws...   

波兰科学家参与寻找暗物质
2018-02-27
来自波兰科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和亚盖伦大
学的科学家参与的这项研究提炼了对轴的
属性，假设的暗物质粒子的预测。
来自波兰科学院核物理研究所的Adam 
Kozela博士参与了实验并解释道，如果轴
线存在 ，在理论模型中，他们隐藏的地方
将会越来越少。
发现暗物质的先驱是波兰天文学家Marian 
Kowalski。 1859年，他注意到，靠近我
们的恒星的运动不能仅由太阳的运动来解
释。 在宇宙中，它比普通物质暗得几乎5.5
倍。 她的性质仍然未知。（KP）
更多
https://informacje.pan.pl/index.php/
informacje/14-nauki-scisle-i-nauki-o...

波兰文学研究人员探索分析文
学文本的数字方法
2018-02-27
从1939年至2002年近些年来形成的书目文
献的完整数字化数据库。 “波兰文学文献 
- 关于当代波兰文化知识的实验室”项目从
国家人文发展计划的资金中实现了波兰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数字人文中心。
数字人文学科拓展了研究的视角 - 数字人
文中心的Maciej Maryl博士说。 波兰裔美
国人富布赖特委员会在斯坦福文学实验室
为他的项目“从上面看到的文学突破。波
兰文学定量历史（1989-2000）”提供资
金。
波兰研究人员：Maciej Eder博士和Jan 
Rybicki博士对形式测量学的发展做出了
重大贡献，这是数字语言学领域发展最快
的领域。 它涉及对文本的定量研究，以捕
捉其作者风格的独特特征。 利用大数据技
术，对5,000本畅销书进行了分析，确定了
读者在这类工作中最重视的价值。（Kp）
更多
h t t p s : / / i n f o r m a c j e . p a n . p l /
index.php/ informacje/12-nauk i -
humanistyczne-i-...

在Przemyśl电子护士将帮助挽
救病人
2018-02-27
“电子护士”在Przemyśl的省立医院医院
急诊科对患者进行第一次基本检查。 它将
检查血压，心率，体温，饱和度，以及胸
痛和毛细血管充盈时间。
结果通过一种特殊算法进行处理，该算法
允许客观评估患者的状况并确定他们将要
去医生的顺序。 完整的诊断持续60到90
秒。
电子护士“将会诊断所有年龄的患者，包
括新生儿。 改善工作，通常是拥挤的医院
急诊科。 快速诊断提高了患者的安全性，
方便了医务人员的管理，加快了对后续治
疗过程的决策。（KP）
更多
https://www.portalprzemysk i .p l/
e l e k t r o n i c z n a - p i e l e g n i a r k a - w -
przemyskim-s...

波兰科学家寻求解决对火卫一
探测和小行星的登陆器
2018-02-28
什么样的力量会影响着陆器底盘接触月球
表面的火星 - 火卫一以及这个底盘的动力
如何影响主动转向？ 由欧洲航天局实施
波兰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的项目将提供
答案。 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还将用于沉降
小行星，轻微，几乎没有重力的车辆，以
及有贵重原材料沉积的天体。 第一个项
目 - 波兰业激励计划着陆一次，火星空间
研究中心，波兰科学院与矿业学部和地球
工程AGH克拉科夫合作。 第二，关于主
动转向对底盘动力学的影响，合作伙伴是
GMV Romania和AVS英国。 更多信息 
https://informacje.pan.pl/index.php/
informacje/14-nauki-scisle-i-nauki-o-
ziemi/2057-ladowanie-na-fobosie-z-
udzialem-cbk-pan



INNOVATIONS 2018-2019

138

作为大学项目综合方案的一部
分，波兰大学已经收到了6亿
波兰兹罗提
2018-03-01
作为“综合大学计划”的一部分，副总理
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Gowin
向克拉科夫的七所公立大学的校长递交
了象征性支票：AkademiaGórniczo-
H u t n i c z a ， 美 术 学 院 体 育 学
院，Jagiellonski大学，农业大学教育学
院 和克拉科夫技术大学。 总共收到1.21亿
兹罗提。 到目前为止，本计划的两条途径
已针对最大的大学，公立和非公立高中进
行了竞赛。 这些路径中分布有6.05亿兹罗
提。 2018年3月，将解决第一条项目路径
下的竞争，公共机构和非公共机构可以参
与，培训至少200人，并对国家认可委员会
的教育工作给予积极评价。 “综合大学计
划”项目的目标是提高教学质量，加强科
学与商业合作，增加国际化或改变组织结
构。 这些目标可能来自特定的发展需求，
它们可能是对新算法所暴露的赤字的回
应，并且可能有助于各大学将自己置于明
确多元化的大学通过科学与高等教育法案
的背景下 -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强调。 
2017年5月，当时他宣布了该计划的开始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的学生开发
了一个护理人员的移动应用程
序
2018-03-02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电子，电信和信息学院
的学生开发了一个移动应用程序，取代了
由护理人员完成的纸质干预报告。 这项
工作由波兰红十字会在格但斯克的波莫
尔斯基地区分部在博士的指导下进行。 
Sławomir Ambroziak。 学生建立的系
统也应该解决与存储医疗干预卡有关的问
题。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电子，电信和信
息学院的学生一直在准备满足市场需求
或由公司委托进行十几年的项目。 更多
信息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 o n t e n t / s t u d e n c i - p g - s t w o r z y l i -
aplikacje-dla-ratownikow-pck?p_p_au

th=xm2SZbut&redirect=https%3A%2F
%2Fpg.edu.pl%2Faktualnosci%3Fp_p_
auth%3Dxm2SZbut%26p_p_id%3D101_
INSTANCE_hWGncmoQv7K0%26p_p_
l i f e c y c l e % 3 D 0 % 2 6 p _ p _
s t a t e % 3 D n o r m a l % 2 6 p _ p _
m o d e % 3 D v i e w % 2 6 p _ p _ c o l _
i d % 3 D c o l u m n - 1 % 2 6 p _ p _ c o l _
count%3D1

为残疾儿童设计的轮椅
2018-03-02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将在课程中
为残疾儿童设计一款轮椅。 行动的发起
者是dr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Tomasz 
Zatoński教授。 残疾儿童轮椅应符合几项
要求。 它必须安全舒适，保护脊柱并在转
弯或不平地形时提供稳定性。 机电一体化
学科领域的学生将面临这一任务，直到学
期结束。 这些项目将由由弗罗茨瓦夫技术
大学和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科学家组成
的评审团进行评估。 最有趣的解决方案将
被授予并推荐用于实施。 更多信息 http://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politechniczno-medyczny-wozek-
biegowy-10782.html

第二十届“未来的波兰产品”
比赛
2018-03-05
创新发展是负责任发展战略的支柱之一。 
“未来的波兰产品”竞赛表明，波兰的创
新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所有获奖项
目都是为了加强波兰经济和提高波兰人的
生活水平 - 在竞赛盛会期间，副总理兼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说。 
今年，下列获奖者被授予： 在科学部门
的未来产品类别中：国际核医学研究中心
Intraline-IOERT是一种医用电子加速器。 
在产品未来的科学装置和企业家和生态创
新领域的产品特别奖的类别：机械化施工
和岩矿业研究所与现代技术设备和NTI粉煤
灰的技术开发，包括工业废弃物和城市的
合作伙伴关系，在生产用于建筑业轻质骨
料。 在企业家未来的产品类别和专利局的
特别奖项中：Triggo公司因为为Triggo（

一种双轮四轮电动车）而获奖。 由一位年
轻且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提交的产品特
别奖：模拟器的医疗模拟技术，用于培训
经食管超声心动图领域的专家医生。 特别
奖创业与技术部长：用于为儿童学习外语
的EMYS机器人的FLASH机器人。

奥地利夏季太空学校
2018-03-05
来自波兰的学生和年轻科学家已在2018
年7月有机会在欧洲空间局的专家和工程
师的监督下设计太空任务。 直到2018年
3月31日，第二年的学生以及年轻的科学
家可以向奥地利西部城市Alpbach的夏
季学校提交申请。 该学校将于2018年7
月17日至25日举行，其参与者将参与建
立一个任务，以提供一个飞行样品到地
球。 在波兰，有关该计划的信息由波兰
科学院地质科学研究所的AnnaŁosiak
博士提供，电子邮件地址如下：anna.
losiak@twarda.pan.pl 更多关于阿尔
卑巴赫夏季学校的信息： https://www.
summerschoolalpbach.at/

华沙理工学院棋盘游戏创作者
竞赛
2018-03-05
2018年3月10日，华沙理工大学创新管
理和技术转让中心组织Science Game 
Jam。 科学游戏果酱是创造关于科学
的棋盘游戏的马拉松。 活动将于华沙4 
Rektorska街的大楼10:00开始。 乐队将
在其中运行，其任务是在几个小时内开
发游戏原型。 然后，陪审团将选择将会
进一步发展的最佳解决方案。 他们还将
于2018年10月在华盛顿国家体育场举行
的“Planszówkina Narodowym”派对上
演出。 活动注册： https://docs.google.
com/forms/d/e/1FAIpQLScWIidSj-uNA
h2DIv59uIkJIPOLVuvMIN81k3qKgRPqiK
LOwg/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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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亿兹罗提将用于农业创新
2018-03-06
现代技术和创新不仅要使欧洲工业现代
化，还要实现农业现代化。 由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管理的“Biostrateg”计划分配
了5亿波兰兹罗提。 农业部副部长Ryszard 
Zarudzki在波兰电台节目1的播出时表示，
这是农业和林业研发领域中第一个也是唯
一的如此庞大的金融工具。 目前，该方案
下实施了45个项目。 其中之一是由波兹
南国家植物保护研究所植物保护研究所开
展的名为“防止除草剂杂草抗性的战略作
为确保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
素”的项目。 对于800多万兹罗提，科学
家们正在研究控制谷物种植过程中发生杂
草的方法。

波兰代表团在日本合作开发储
能技术
2018-03-07
波 兰 代 表 团 与 能 源 部 副 国 务 卿 M i c h a ł 
Kurtyka以及国家财资公司和支持在波兰实
施创新解决方案的主要机构的代表访问了
日本。 访问期间，代表团访问了一家生产
锂离子电池电池的工厂，并在那里熟悉了
该行业所用的技术。 在会谈中，Kurtyka
副部长向大家保证，波兰准备开展能源储
存技术合作。 能源部副部长也参加了第9
届国际可充电电池博览会 - 日本电池。 这
些展会被公认为电池行业代表的全球会议
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2月，波兰
科学财团Pol-Stor-En成立，由七个科学单
位组建，其目标是在储能研究领域进行合
作。

波兰 - 中国在电动汽车发展方
面的合作
2018-03-07
UNIMOT股份公司，在波兰最大的液体燃
料独立进口商华沙证券交易所上市，计划
积极参与波兰电动汽车的发展。 根据协
议，UNIMOT还将分析基于Star Charge解
决方案生产充电器的可能性，并启动联合
研发中心开发这些技术。

波兰 - 卢森堡的服务创新竞争
2018-03-07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在 卢 森 堡 F o n d s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公司宣布的
2018年CORE竞赛中开通了一个在线申请
系统。 作为本次比赛的一部分，可以将“
服务创新”领域的双边，波兰 - 卢森堡项
目申请提交给全国青年报。 国家研究与发
展中心分配200万兹罗提，用于为在竞争程
序下获得资助的项目共同资助波兰实体。 
应用程序可以在2018年4月18日提交电子
英文版。 更多信息： https://www.fnr.lu/
funding-instruments/core/

双重研究--学习和工作的有效
结合
2018-03-07
我们的目标是更准确地调整课程来满足市
场的需求。 双重研究可以让你通过同时
参与大学教学和工作场所就业，有效地将
学习与工作结合起来。 由于这一点，学生
们更快，更有效地学习新技能 - 在第二届
双元教育会议期间（格利维采）时，科学
与高等教育部长副总理Jarosław Gowin
说。 2017年12月，科学部执行机构国家研
究与发展中心宣布了一项旨在使课程适应
未来雇员和雇主期望的竞赛。 由于实施了
备用教育计划，成功的秘诀是将学习与工
作有效结合。 比赛的预算为1亿兹罗提。 
EDUAL会议由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卡托维
兹经济特区和格利维采市组织。

科学部选择了“对话”计划的
进一步受益者
2018-03-07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已经公布了另一份在“
对话”计划中获准资助的项目清单。 “
对话”计划包括共同资助三个领域的活
动：“科学卓越”，“科学促进创新”
和“人文促进发展”。 其目的是支持旨在
建立科学领域实体和社会经济实体之间的
合作和持久关系的活动。 受益者包括：波
兰新闻社基金会，该基金会收到近200万
兹罗提以运行和开发“波兰科学”网站，
哥白尼中心基金会，其“人文对话”项

目将获得150万兹罗提的支持 和克拉科夫
Ignatianum学院的教学学院，将为“天主
教社会科学中的包容性”项目获得100万兹
国民众的收入。 更多信息： http://www.
nauka.gov.pl/g2/oryginal/2018_03/17f
9882f2d057e7047ff1ffcf16598bf.pdf

专为残疾人士设计的汽车
2018-03-08
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们设计了一辆可以让
残疾人士搬家的汽车。 自2017年10月以
来，创新车辆的开发工作一直在进行。 学
生目前正处于设计阶段。 机器的构造仍
然在进行。预计车辆将在2018年7月建造
好。 车辆将由操纵杆驱动。 正因为如此，
拥有一只手的残疾人士将能够管理它。 在
操纵杆的帮助下，驾驶员将能够控制转向
和驱动系统以及制动器。 该车将通电，大
约需要8分钟才能为发动机充电，一次充
电能够行驶的距离为30公里。 为了实现
他们的目标，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在互联
网上进行筹款活动。 你可以打开下方的
网站支持他们： https://polakpotrai.pl/
projekt/e-makspower

波兰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将采用
创新的无人驾驶飞机
2018-03-08
为满足波兰最大的天然气公司PGNiG的需
求，无人驾驶飞机公司将为油气勘探和气
体泄漏探测提供精确的地图和计划。 该公
司几年来一直运营InnVento创业孵化器。 
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该公司BZB UAS准
备将无人机给波兰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使
用。波兰天然气公司的燃气分销网络的运
营商对无人机的传感器特别感兴趣 。 根
据规定，天然气管道必须至少每年从空中
检查一次。 目前，直升机用于此目的。 
使用无人机进行控制应该更快，更便宜。 
更多关于BZB Uas无人机的信息： http://
bzbuas.com/pl/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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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
TECHMATSTRATEG计划中的
项目竞赛
2018-03-08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主 任 已 宣 布 在 科
学研究与发展工作“现代材料技术” - 
TECHMATSTRATEG的战略计划项下进行
的第二次竞赛。 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发展
知识，将创新的解决方案转移到社会经济
环境中，并提高波兰在科学研究和发展工
作中的国际地位。 本次大赛涵盖建筑材
料技术，光子与纳米电子材料技术，功能
材料与设计性能材料技术，生物可降解工
程材料无废料技术与技术，能量储存与传
输材料技术等五大战略问题领域的主题。 
分配给参加竞赛的共同融资项目的预算为
2亿兹罗提，申请可在2018年4月9日至6
月8日提交。   更多信息： http://www.
ncbr.gov.pl/programy-strategiczne/
n o w o c z e s n e - t e c h n o l o g i e -
m a t e r i a l o w e - - - t e c h m a t s t r a t e g /
techmatstrateg-ii-konkurs/aktualnosci/
art,6013,techmatstrateg-ii-konkurs.html

Talk＆Tech 2018 - 来自IT和新
技术行业的女性大会
2018-03-08
2018年3月9日至10日，Talk＆Tech 2018
大会将在弗罗茨瓦夫视听技术中心举行，
这是计算机协会赞助下首次在IT和新技术
行业举办的女性会议，旨在促进妇女参
与IT行业的各个方面。 会议的第一天将由
在新技术行业工作的女性讲课。 第二天
将致力于研讨会，为IT行业带来更贴近的
职业机会。 该活动的特邀嘉宾将是华沙
Leon Koźmiński大学组织和工作场所研究
中心的助理教授Aleksandra Przegalińska
博士，他目前正在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
院从事研究工作。 更多信息： http://
talkandtech.pl/

位于普沃茨克州的国立高等职
业学校新的妇产科实验室
2018-03-08
Andrzej Nowakowski总裁及来自普沃茨
克州高等职业学校校长Maciej Słodki教授
开设了妇产科实验室。 它将成为医疗模拟
中心的一部分，该中心将在普沃茨克大学
成立，作为欧盟资助项目的一部分。 该工
作室还获得了200,000兹罗提的支持，为该
工作室配备了城市预算。 该中心旨在使护
理和助产学生能够使用最新的全球技术。 
来自普沃茨克市的部分共同筹资是为了适
应和扩展模拟中心的新部分。 这样就可以
购买反映人体器官和区域的训练模拟器，
模拟人体功能系统和器官的模拟器。 该设
备将使学生掌握技术资格，并将支持学习
如何正确与患者沟通。

波兹南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创新
技术来对抗癌症
2018-03-08
在波兹南实验室，研究了一种从大麻辅料
获得支持治疗癌症患者的方法。 该项目
由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与天然纤维和药用
植物研究所，波兹南医学大学和波兹南波
兰科学院人类遗传研究所合作进行为期四
年。 因此，他们研究了一种创新技术，用
于获得含量较低的精神活性物质麻的支持
癌症患者治疗的药物。 也获得了结果，其
显示了该植物中所含的化学化合物（大麻
素）可以抑制甚至消灭癌细胞。 然而，在
药物进入市场之前，多年的分析，临床和
观察研究将是必要的。

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已做好准
备飞向太空
2018-03-09
由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建造的PW-Sat2太
空卫星已准备好进行最后的测试，然后再
转移到太空飞行。 关于PW-Sat2项目的概
念性工作始于2013年，几个月之后，第一
批脱轨原型机开始运行并创建了几个基本
子系统的设计。 该卫星由华沙理工大学电
力和航空工程系的学生宇航员圈创建。 近
几个月来，他在华沙理工大学的CEZAMAT

实验室和波兰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接受了
电子元件测试和整体测试。 卫星的主要
任务是测试脱轨航行。 2018年5月，它将
被交付给在Falcon 9火箭上提供空间的公
司，火箭的发射计划将在2018年下半年完
成。

波兰在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长速
度方面遥遥领先其他欧洲国家
2018-03-09
根据欧洲专利局2017年年度报告，波兰发
明家，公司和科研机构提交的专利申请数
量增长了14％。 波兰人提交了469份专利
申请。 就申请数量的增长率而言，波兰
是欧洲领导人之一。 在波兰向欧洲专利
局报告发明的领导者排名中，拥有12项专
利申请的Synthos公司排在第一位。 但与
大多数欧洲国家不同，2017年的波兰专利
活动是由大学和研究机构推动的。 七大
申请人中有四人是大学或研究机构。 第
二个最活跃的波兰申请人（7个申请）是
Jagiellonian大学，然后是格但斯克大
学，弗里斯飞机制造商和波兰科学院生物
化学和生物物理研究所（6个申请）和华沙
医科大学（5个通知）。

航空研究所完成了欧洲混合火
箭发动机建造项目的工作
2018-03-09
航天技术研究所航空研究所完成了由欧盟
委员会根据地平线2020计划共同出资的欧
洲项目“轨道交通向LEO，MEO和GEO
的混合火箭发动机”（HYPROGEO）下
的任务。 该项目的目标是开发基于混合火
箭发动机的卫星推进模块，该发动机使用
98％的过氧化氢作为氧化剂。 该项目的
最终结果是混合火箭发动机的演示。 该
项目的财团由空客D＆S负责协调，由来自
7个欧洲国家（比利时，法国，德国，意
大利，挪威，波兰和英国）的12个合作伙
伴组成。 该项目于2015年2月开始，历时
36个月。 更多关于HYPROGEO项目的信
息： https://www.hyprogeo.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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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将支持造
船业的研究和发展
2018-03-09
在格丁尼亚波罗的海新技术港的建设中，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了第一场比赛，
作为INNOship部门计划试点项目的一部
分。 该计划旨在支持造船行业的研究和开
发。 我们在波兰拥有优秀的造船传统和受
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 如果我们加大研发
支出的增长，我们将实现我们的目标：造
船业可以再次成为波兰经济的展示 - 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副总
理说。 造船业的重建是政府活动的重点之
一。 INNOship计划的第一阶段将持续两
年。 计划进行两场比赛，总预算约为2.4亿
兹罗提。 第一场比赛的申请将于4月30日
开始，并将持续到2018年6月29日。

雅盖隆大学将对知识产权和新
技术领域展开新的研究
2018-03-12
雅盖隆大学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建立了合作关系，该组织是联合国和波
兰共和国专利局的一个机构。 该项目
主要负责人为研究和结构基金大学副校
长 Stanisław Kistryn教授，总部位于日
内 瓦 的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研 究 院 院 长
Sherif Saadallah和专利局局长Alicja 
Adamczak博士签署了一份意向书。 该
文件规定在雅盖隆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的
英语语言“知识产权和新技术”启动第二
硕士课程。 新的方向是针对波兰和外国学
生。 这将增加教学提议的吸引力，并将提
高克拉科夫大学的国际化水平。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MOST 
Wiedzy项目的开放日
2018-03-12
2018年3月14日，MOST知识项目的开放
日将在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举行。 MOST Wiedzy是一个门户网站，
是一个多学科，开放的知识转移系统。 科
学家们可以在上面展示他们的科学成就。 
感谢Open Access（OA）开放，可以免
费和无限制地访问数字版本的科学作品。 

该项目的目标是增加学习资源的可用性，
连贯性和重用性。 这些资源通过门户以公
开，简单和透明的形式提供给科学界，企
业家和公众的代表。 更多信息： https://
mostwiedzy.pl/

教育改革
2018-03-12
“新法案生效后，对教师进行教育的权利
将只有那些在教师教育和学生教育领域进
行研究和使用最新科学成果的大学 “- 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Müller在接受
共和国报“日报”采访时说。 进行培训以
准备教学专业的大学必须至少有一门科目
属于该科目的科学类别B. Müller副部长还
宣布，学前教育和早期教育以及特殊教育
将作为统一的硕士课程进行。 所有变化将
在下一学年逐步推出。

“欧洲创新委员会 - 波兰地平
线2020年的新商机”
2018-03-12
2 0 1 8 年 4 月 1 2 日 在 华 沙 创 作 中 心 市 场
将 举 办 会 议 和 研 讨 会 : “ 欧 洲 理 事 会 创
新 - 在展望2020波兰行业的新机会”。 
这次活动的荣誉赞助人是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副总理。 该
活动的合作伙伴包括：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企业欧洲网络，雇主波兰集团协
会，Lewiatan联盟和欧盟计划金融工
具国家联络点。 与会者将学习申请的规
则，并从框架计划中获得与申请共同融
资有关的实用技巧。 为了参与此次活
动，欧洲创新委员会特别邀请有兴趣申
请Horizon 2020框架计划的公司，波兰研
发单位，赠款受益人以及公共和地方管
理部门的代表参加。 活动注册： http://
www.kpk.gov.pl/?event=europejska-
r a d a - d s - i n n o w a c j i - e i c - n o w a -
szansa-dla-polskiego-przemyslu-w-
horyzoncie-2020

波兰科学基金会将为年轻研究
人员的项目拨付1100万兹罗提
项目资金
2018-03-12
波兰科学基金会在HOMING和RETURN计
划中进一步确定了比赛。15名将在波兰
实施创新研究和发展项目的年轻科学家将
获得总额为1120万兹罗提的资金。 作为
HOMING计划的一部分，针对想要在波
兰实施研究项目的国外人士，12位年轻
医生将在我们国家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 
他们将获得总计880万兹罗提的实施博士
后实习项目。 POWROTY计划将允许三
名研究人员在产假后返回学术工作。 获
奖者将获得240万兹罗提进行研究。 这两
个计划的资助资金来自智能发展运营计
划。 HOMING竞赛获奖名单： https://
www.fnp.org.pl/grantobiorcy-homing-
konkurs-42017/ POWROTY大赛获奖
者名单： https://www.fnp.org.pl/
grantobiorcy-powroty-konkurs-42017/  

电子创新的国际竞争
2018-03-13
提案征集工作目前正在作为ECSEL联合承
诺的一部分举办的国际竞赛中举行。 该
竞赛旨在为广泛了解的电子领域的创新项
目的作者。 ECSEL联合承诺是电子元器
件和系统领域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该
机构管理一个研究和创新计划，在欧盟
建立和发展一个强大的，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电子元件和系统行业。 已拨出150
万兹罗提共同资助波兰实体参与作为国
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竞赛一部分选定项目
的参与。 更多信息： http://www.ncbr.
gov.pl/programy-miedzynarodowe/
wspolpraca-wie lost ronna-/ inne-
inicjatywy-wielostronne/ecsel- ju/
a k t u a l n o s c i / a r t , 6 0 1 8 , w s p o l n e -
przeds iewziecie-ecsel -otwarcie-
naboru-wnioskow-w-konkursie-2018.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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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挑战大会上医疗设备的创新
2018-03-13
“我希望创新的远程医疗解决方案越来
越多地被纳入保证服务的范围。 我们将
就此开展工作” - 波兰卫生部长Łukasz 
Szumowski在波兰医疗器械商会POLMED
组织的关于医疗器械创新的小组讨论会上
表示。 关于项目商业化过程中医疗创新
和发展障碍的讨论是作为卡托维兹卫生挑
战会议的一部分举行的，该会议于2018
年3月9日至11日举行。 我们有世界上销
售的波兰心脏产品，但没有在波兰销售，
因为它们不在国家退还的产品中。 部长
Szumowski说，直到从商业化到偿付的
快速路径之前，谈论商业化是很困难的。 
在小组讨论结束时，波兰医疗器械商会
POLMED宣布开始就波兰医疗器械市场的
报告开展工作。

关于罗兹工业大学的创新技术
2018-03-14
Anna Kogut教授将为罗兹工业大学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大学和企业家提供合
作机会。 研究与开发中心全国委员会主
席Kogut教授将在她的演讲中开启一次会
议，其主题将是创新技术。 它旨在为创
新解决方案和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商业化
创造科学和商业世界的共同空间。 该活
动的组织者是：罗兹技术大学技术转移中
以及罗兹工业大学经济，创新和技术转
让合作中心。 会议将于2018年3月20日
星期二在罗兹工业大学运动湾举行。街
道：Politechniki 10

来自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研
究和开发超过50亿兹罗提
2018-03-14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今年将拨款50亿PLN
用于研究和发展 -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
长Piotr Dardziński说。 作为中心旗舰计划
快速通道的一部分，将组织五场比赛。 他
们的预算达到了近30亿波兰兹罗提。 该
计划是横向的，没有行业限制，很多项
目可以申请共同融资。 “快速通道” 是
对所有勇于承担创新项目的企业家的支

持。 那些将改变现实的国家 - 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副主任Aleksander Nawrat教授
说。 Dardziński副部长宣布了来自 “社会
创新”的竞赛。 作为该节目的前一版本的
一部分，创建了一个应用程序，这是因为
盲人或视障人士可以在电影院欣赏替代音
轨，例如音频说明或演讲版本。

罗兹工业大学的人工商业技术
2018-03-15
罗兹工业大学管理与生产工程学院于2018
年3月15日举办了一系列“人 - 商 - 技术”
会议，专门讨论与社会，经济和技术及其
关系的总体愿景有关的问题。 计划举行以
下会议： 3月15日 - Maciej  Soin教授（
博士学位），企业社会责任。“ 伦理或
修辞？” 4月19日 – SzymonWierzbiński
博 士 ， “ 个 人 英 雄 主 义 或 集 体 责
任？” 拜占庭军队的组织。 5月17日 - 
JoannaSośnicka博士，道德与科技 - 当
代困境。 6月14日 -  Inga Kuźma Cein博
士，创新的社会层面。 研讨会将在 18.00 
地址：ul， Wólczańska215（三个学院的
建筑）422室 罗兹。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将开发颅面
重建的创新技术
2018-03-15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医学院喉科开
始实施“面部区域受损组织重建和再生新
技术手术实践介绍”项目。 这项承诺将由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共同资助，金额将近
700万兹罗提。 该项目将作为联合体的一
部分实施：卡利维治西里西亚医科大学，
格利维采有色金属研究所，“Solveere”
公司和Zabrze的Kardio-Med-Silesia。 该
联盟的主要任务是开发用于接收将用于面
部重建的个性化组织支架的技术。

邀请参加共享经济学项目
2018-03-16
卢布林发展基金会邀请未来和当前的企业
家参与由欧盟八个合作伙伴实施的国际
SharEEN项目。 该项目的目标是识别和连
接共享经济平台，交流经验并帮助包括社

会企业家在内的公司利用共享经济带来的
机遇。 该项目包括一系列有关经济共享，
辅导和辅导支持，商业平台国际化联网，
促进共同经济倡议共同欧洲地图的一系列
培训。 更多信息： www.shareen.eu

波兹南科技园将帮助创建一个
创新的创业公司
2018-03-16
作为“Merlin”项目的一部分，波兹南科
技大学科技园 Adam Mickiewicz组织了
一系列“精益创业”研讨会，帮助ICT行
业的创新者创建和发展一家将处理科研商
业化的公司。 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是一个
从事通信和信息技术设备生产以及相关服
务的行业。 除了研讨会之外，Merlin还包
括网络研讨会，与潜在客户和投资者的会
议，网络以及参与Startup Europe网络活
动的机会。 得益于Horizon 2020计划的融
资，Merlin项目的支持将免费提供。 更多
信息： https://merlin-ict.eu/

Siergiej Kowalow：1980年的
革命，由格但斯克造船厂和华
沙大学组织
2018-03-16
“多年后，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1980 - 
81年波兰的革命是由格但斯克造船厂和华
沙大学组织的” - Siergiej Kowalow博士
接受华沙大学荣誉博士称号时说道。 其中
一位评论家要求总结Siergiej Kowalow的
成就，称他为“俄罗斯社会的良知和世界
的良知”。 博士生的成就在颁奖典礼上由 
Wojciech Pawlik博士颁发，Laudator指
出，应用社会科学和社会化学院申请授予
这个称号。 “这个标题是代表华沙大学所
有院系颁发的，因为人权对所有学科的代
表都很重要” - Pawlik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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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维尔纽斯分
校的1900万兹罗提
2018-03-16
科学部将分配近1900万兹罗提合作资助比
亚韦斯托克大学维尔纽斯分校。 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签署了科学与高等教育部
和比亚韦斯托克大学之间关于共同资助维
尔纽斯大学比亚韦斯托克分校经济和信息
学院建设的重建和扩建的协议。 自2007年
10月开始运营以来，维尔纽斯经济和信息
技术学院已经使波兰青年在波兰的学术水
平上学习了10年。 该学院已经从600多名
毕业生中毕业，目前有293名学生在那里学
习。 在其活动开始时，大学接受了两个学
士学位：经济学和信息学，在2014/2015
学年，还启动了第二轮研究。 在过去的几
年中，欧洲研究也有第一轮研究。

华沙SGGW大学不久将开设英
文授课专业
2018-03-19
作为POWER（知识与教育发展运营计划）
的一部分，华沙生命科学大学（SGGW）
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收到2800万兹罗提
的项目，用于根据社会经济需求调整和实
施学术教育计划。 该项目“自然成功 - 提
高华沙生命科学大学教育过程管理质量和
教学质量的综合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实施
教育过程管理的变革，并提高华沙大学的
教学质量。 将特别重视提高英语授课的新
专业和专业的国际化水平。 这些包括：有
机农业和食品加工，营养业务经理，土木
工程，计算机科学和计量经济学及 大数据
分析。

如果你有一个关于如何影响十
亿人生活的想法，你可以向全
球影响挑战报名
2018-03-19
第一期波兰版全球影响力挑战赛正在进行
中 - 这次比赛将挑选最具创新性的想法。 
这个想法一定是非凡的，因为你需要提供
一个初创企业或原型，这对十多年来十亿
人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该奖项是在硅谷

举行的为期两个月的比赛，获奖者将实施
他的想法。 申请将被接受，直到2018年
4月26日。 波兰版的组织者是数字大学基
金会， Singularity大学的唯一代表。 有才
能的科学家，工程师，创业企业家和企业
家可以代表竞争。 最终有10个项目的决
赛将于5月24日和25日在华沙举行。 评审
团由以下人员组成：Sebastian Kulczyk; 
Regina Njima（奇点大学）; Supreet 
Singh Manchanda（硅谷的商业天使）
和Jowita Michalska（数字大学基金会） 
更多信息： https://su.org/gic/

蜻蜓和红色轰炸机将飞往美国
2018-03-20
蜻蜓和红色轰炸机 -是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
学术航空俱乐部建造的无人驾驶飞机 。将
于4月在加州SAE Aero Design West 2018
竞赛中起飞。 本次比赛由来自世界各地的
75支团队组成。 第二架飞机 - “蜻蜓” - 
将参加高级组竞赛。 它的重量为8公斤，
在比赛中将不得不承担15公斤的负载，然
后将其放到指定的目标。 在施工期间，学
生使用等等 从激光切割和3D打印。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将在2030
年前改用可再生能源发电
2018-03-20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是波兰第一所宣布愿
意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大学。 欧盟主
席--Andrzej Kaleta教授，根据气候现实项
目团队的计划签署“100％ 承诺“（100％
承诺）。 气候现实项目是诺贝尔和平奖获
得者和前美国副总统戈尔设定的一项冒险
行动，旨在加速向清洁能源转型并解决气
候危机。

混合动力自行车用3D打印机赢
家“镜头聚焦”
2018-03-20
由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学生构建的混杂动
力自行车赢得了公民投票“Focus 2017 
Lenses”。 在3D打印机上“印刷”的年轻
工程师的发明赢得了技术革新。 创新的自
行车有一个脚踏驱动器，如果有必要，由

电动马达支持。 电池已被放置在两轮车的
框架中。 该原型包含300多个印刷在3D打
印机上的塑料部件。 目标结构应由铝或碳
纤维制成 - 自行车设计师正在寻找合作伙
伴开始生产。 聚焦镜头是旨在选择最佳波
兰创新的公民投票。 比赛的组织者选择了
他们认为最有趣的技术，这些技术是在我
们国家创建的。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将近2900万
兹罗提用于现代化教育
2018-03-21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获得了近2900万兹罗提
用于在国家研究和发展中心组织的大学综
合方案第一条路径内实施一项教育项目。 
这是所有波兰大学中的第二大资金投入。 
根据第一条计划，大学将通过实施培训。
高质量实习计划和其他课程获得主要用于
新教育计划，教学人员培训和提高学生能
离；其中包括外语研究以及博士研究。 综
合大学课程计划的目标是发展高等教育，
以充分满足我国目前的社会和经济需求。 
今年，根据第一条计划- NCBiR补贴达到近
7亿兹罗提。 波兰大约有100所大学收到了
教育项目的资金。  

波罗的海将有宽带互联网
2018-03-21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电子，电信和信息学院
的研究人员开发了创新的解决方案，确保
在海事领域进行无线宽带通信。 这项任
务是由一个联盟开展的项目的主要目标之
一，该联盟包括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研究
人员。 他们的工作成果将于3月22日星期
四在研讨会期间公布，研讨会将在索波特
（Sopot）波兰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开始。 
研讨会将总结与“netBaltic：波罗的海互
联网 - 在海上实施多系统，自组织宽带ICT
网络以通过开发电子导航服务提高导航安
全性”项目相关的三年工作。 该项目由一
个由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电子学系，电信与
信息技术学院，国家研究所通信研究所，
波兰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DGT LAB股份公
司及波兰NavSim有限责任公司组成。 整
个项目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资助，作为
应用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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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在西班牙
建造了摩托车原型车比赛
2018-03-22
华沙理工大学汽车和加工机械学院的机
械和机械工程学生正在研究preMoto3级
摩托车的原型。 他们正在为参加Moto 
Student比赛做准备，比赛将于10月在西
班牙举行。 根据计划，摩托车的建设将在
7月底结束，研究团队也将有时间来进行
测试。在比赛期间，摩托车的原型将被分
为两类：静态和动态。 静态包括项目的展
示和他们的商业假设 - 好像摩托车将被引
入批量生产。 动态制动，加速，最高转速
以及转向均经过动态测试。 对研究团队来
说，他们的激情由MotorLand Aragon赛
道全长40公里的比赛激起的，其中注册的
机器比赛像摩托车比赛，该比赛的参与者
有不少是专业人士。 更多信息： http://
www.motostudent.com/

科沙林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现
代木工工具
2018-03-22
来自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科学家们
将与拥有技术流程和生产程序现代化的
KPDD公司一同参加该项目，该公司隶属
于总不在Kalisz Pomorski的Szczecinek 股
份公司。 科沙林研究人员的任务将是开发
和实施加工用于生产的木材和木质复合材
料的工具。 作为战略研究计划和“环境，
农业和林业”发展工作 - BIOSTRATEG的
一部分，将实施“提高锯木厂工艺和材料
效率”项目。 该计划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编制，旨在提高波兰公司的创新能力和
竞争力。 该项目负责人是波兹南的生命
科学大学，除了科萨林科技大学和KPPD-
Szczecinek SA之外，华沙生命科学大学
也参与其中。

“不朽的蛋白质”将有助于治
疗青光眼
2018-03-22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医学院生理学
系的科学家们获得了超过一百万兹罗提的
研究经费用来研究一种治疗青光眼的不朽

蛋白质。 该疗法是向眼睛递送负责产生
HuR蛋白以增加其在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中
的含量的额外基因。 HuR被称为不朽蛋白
质，因为它以高浓度存在的细胞更能抵抗
破坏性因素。 青光眼是一种慢性，神经退
行性疾病，导致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受损和
视觉途径的更高水平。 未经处理可能导致
完全和不可逆转的失明。 动物研究表明，
在卡托维兹开发的方法可以显着减缓疾病
的进展。

“能源花”将放置在弗罗茨瓦
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
2018-03-23
弗罗茨瓦夫大学生物能源科学系的学生设
计并制造了一种“能源花”。这是一种通
过将光伏面板和风力发电机与垂直旋转轴
相结合，用作为手机或平板电脑充电的装
置。 这是一个环保充电站；学生们强调他
们的想法符合“绿色大学”的想法 - 旨在提
高可再生能源潜力的使用程度的项目。 能
源花也可以在城市空间安装可再生能源，
并且所产生的解决方案能够很好地融入环
境，同时实现有用的效用函数。 弗罗茨瓦
夫的学生的另一个想法是能源板凳，由光
伏面板制成。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47587/
energetyczny_kwiatek_na_upwr.html

弗罗茨瓦夫理工学院参加信息
社会世界峰会
2018-03-23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和科学家在瑞
士参加了2018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
论坛）。 在日内瓦，他们展示了他们的六
个项目 - 包括一个无人驾驶和自主的血液
运输空气系统。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还推
出了一款由移动应用程序控制的3D扫描
仪，可以快速轻松地复制三维元素（3D影
印）和火星漫游者天蝎座和机器人棋盘 - 
用于玩下棋游戏的设备，包括现场对手和
人工智能。 弗罗茨瓦夫的另一个项目可以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论
坛2018年联合举办的项目中看到，它是一
个具有机械手的机器人，能够探测在人们
难以接近的条件下工作的障碍，只要下载

一个APP,就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里通过便
携式充电插口进行充电。

华沙医科大学将成立创新教育
学院
2018-03-26
华沙国立研究与发展中心组织的综合大学
课程竞赛方希望将1,100万兹罗提分配给创
新教育学院。 华沙医科大学想组织一期公
共健康的暑期课程，制定和实施临床实践
中生物统计学活动和临床信息及远程医疗
的方法和材料，并引入新的课程“毒理学
与犯罪学原理”。

6支波兰团队将参加2018年罗
孚挑战决赛
2018-03-26
此次参赛的成员有：来自华沙大学的华沙
大学流浪队; 来自凯尔采理工大学的脉搏
队; 来自华沙理工大学的KNR团队; 来自罗
兹工业大学的猛龙; 来自热舒夫科技大学
的传奇车队; 来自琴斯托霍瓦技术大学的
PCz Rover团队将会参加罗孚2018挑战
赛。 共有95团队参加了本年度的比赛， 评
审团认可了36个最有趣的解决方案参加决
赛。 大部分来自美国（11支团队）加拿大
和波兰（6支团队）。 此外，来自印度，
孟加拉国，英国，埃及，墨西哥，澳大利
亚和土耳其的团队将参加决赛。 罗浮大学
挑战赛（URC）是一项国际型的学生建造
机器人比赛，挑战团队将设计和建造一个
火星探测器；比赛将在美国犹他州沙漠中
举行。 今年的比赛时间是5月31日至6月2
日。 观看大学罗孚2018挑战赛的电影介
绍以及所有最终原型: https://youtu.be/
RfHNODonL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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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环境工程系的新实验室
2018-03-26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环境工程系成立了一
个新的教学和研究实验用于在供热系统领
域进行课程。 环境工程专业的全日制和非
全日制学生均可以使用该实验室；加热系
统模拟、用热泵作为能量源等一系列实验
均可以在该实验室里完成。

波兰为农民设计的创新应用将
普及欧洲
2018-03-26
S a t A g r o 是 一 家 由 P r z e m y s ł a w 
Żelazowski（华沙大学研究员，牛津大
学毕业生）创建的公司，目前该公司已
经在欧洲的六个市场上运营了自己的软
件。 SatAgro是今年在波兹南举办的
POLAGRA-PREMIERY国际农业博览会的
赢家。 通过允许该软件监测农业用地，将
能够通过耕地的历史数据，包括气象的实
时生产力，从而做出专业的分析结果；且
结果能够为农民有效的节省成本；目前它
已被用于10,000多个农场。 该应用程序的
设计和创建得益于欧洲区域发展基金的补
贴。   更多信息： https://satagro.pl/

2018 INNOVA展会上波兰获得
又一枚金牌
2018-03-28
在瓦伦西亚举办的创新研究和新技术2018 
INNOVA国际展览会期间，波兰航空研究
所凭借处理卫星图像，数据汇总并创建易
于解释的现象图物理的工具（用于空间技
术中心）而荣获发明金奖。 值得一提的是
在同一场展会上，来自托伦的哥白尼大学
的科学家还为获得支持消防服务的定位系
统赢得了金牌。 INNOVA博览会是世界上
创新和科学研究领域历史最悠久的活动。 
65年来，活动曾在比利时、西班牙、巴
塞罗那举行；今年的活动在在巴伦西亚举
行。 来自世界各地的160多家参展商参加
了此次活动。 在INNOVA博览会的同时，
同时也举办了FORINVEST国际论坛 - 在各
个领域举办的金融，投资，保险和新技术
领域的产品和服务展览。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的“回收生
物垃圾生产肥料装置”获得了
金斯特诺循环经济奖
2018-03-28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环境工程与动力工程学
院联合开发的回收生物垃圾生产肥料的装
置获得了金斯特诺循环经济奖 ；该奖项是
闭路循环经济领导者的主要奖项。 由西里
西亚大学的学生Karolina Ceglarz负责的
回收生物垃圾生产肥料装置是一台自给自
足和易于使用的设备、通过更多的吸引力
来提高多层区块的市政生物垃圾收集的效
率。 该装置将防止于住宅区垃圾容器附
近。 居民会将厨房垃圾放入特制的容器
中；作为回报，您将会收到家庭堆肥、垃
圾处理费折扣、小工具；这一行为将有利
于限制合作企业生产生物垃圾的数量。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在读学生及
毕业生获得了菲亚特竞赛奖项
2018-03-29
来自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6件学生作品获
得了第19届克莱斯勒菲亚特集团竞赛的
最佳论文和研究奖；本次比赛的目的是支
持年轻科学家致力于汽车行业，并在现代
建筑的解决方案中实际运用。 获奖作品
有：“电动车BATT2CARS - 牵引计算”; 
“BATT2CARS电动车 - 原型建设”; “用
于汽车应用的新一代节能永磁同步同步电
机”; 应用试验冷热冲击cDAQ平台IIOT（
物联网产业的互联网）“的范围内; “硼对
球墨铸铁结构和硬度的影响”以及“内燃
机连杆强度性能的优化和数值分析”。最
后的一个作品获得了Giovanni Agnelli菲
亚特研究中心授予的奖项。  

来自克拉科夫理工大学的
Agnieszka Sobczak-Kupiec
获得“2017发明家”奖项
2018-03-29
来自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
院的Agnieszka Sobczak-Kupiec博士获得
了“2017年发明家”大赛的冠军。 竞赛的
候选人由研究机构，技术大学，科学技术协

会以及以前版本的创新公司和获奖者提交。 
Agnieszka Sobczak-Kupiec博士致力于纳
米金、纳米银方面的研究；她通过仿照生物
结构开发了仿生植入材料； 并且创造了一
种具有抗菌特性的合成骨替代品。 2017发
明家大赛由波兰发明家协会和最佳技术组织
科学技术协会和 “Przegląd Techniczny”
杂志在专利局的支持下举办。

波兰第一例儿童角膜上皮干细
胞移植
2018-03-29
来 自 卡 托 维 兹 西 里 西 亚 医 科 大 学 的
Edward Wylęgała教授及 Dariusz 
Dobrowolski教授进行了波兰首例儿童角
膜上皮干细胞移植。 病人是一名来自10
岁的古巴的儿童，四年前患有熟石灰烫伤
左眼。教授们确定在手术一个月后，男孩
受损的眼睛中恢复了视力并且可以看到字
母。 卡托维兹地区铁路医院是该大学眼科
临床科室中唯一一个在东欧的眼科患者接
受最新干细胞治疗的地方。 治疗的主要阶
段是：细致的患者资格 - 参与治疗的候选
人; 从健康的眼睛取材; 在意大利摩德纳的
参考中心进行育种，然后移植以替换受损
组织。

有关TRAPPIST-1系统的新信息
2018-03-29
科学家对行星TRAPPIST-1上的生活条件越
来越乐观；在使用哈勃望远镜进行的研究
表明，这些行星成分里有水的存在。 得
益于精确的观测，中心恒星的物理参数和
围绕它旋转的行星得到更准确的估计，
并且可以确定它们的密度和组成中包含的
水量。 有些可能含有相当于5％的水量。
相比之下，地球上的水质量大约为0.02％
。 这项研究的主要目标是确定大气中氢
的丰度。 他们表明，至少有三颗行星没
有厚的氢气氛，这也将给人类未来带来希
望。 随着每个新系统的发布，TRAPPIST-1
似乎越来越“活跃”。 弗罗茨瓦夫大学天
文学研究所的Tomasz Mrozek博士撰写了
关于最新研究的报告： https://uni.wroc.
pl/2018/02/23/coraz-bardziej-zywy-
uklad-trappi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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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波莱大学创建了农业和农业
食品工业研发中心
2018-03-29
奥波莱大学正在建设国际农业及农业与食
品工业研究与发展中心；该中心将在在奥
波莱大学校园和Prószków（在十九世纪末
和二十世纪初经营的皇家科学院）运营。 
目前在Prószków，还在进行毒理学实验、
生态毒理学、土壤科学及精准农业领域的
研究。 还会有用来研究教育路径和组织农
业相关活动的空间的试验田，例如集市。 
在奥波莱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院的建设中
将建立一个研究中心。 该项目成本超过
4200万兹罗提； 3200万兹罗提来自在区
域运营计划，其中1000万是地方政府贡
献。在奥波莱除了大学之外，地方政府和
奥波莱产业已经形成； 建设工作将于春季
开始，到2019年底，中心将做好准备，从
2020年起开始研究活动。

雅盖隆大学举行神经科学国际
会议
2018-03-30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将于2018年4月20日
至22日组织NEURONUS 2018 IBRO神经
科学的国际会议。 Neuronus IBRO神经
科学论坛是中欧和东欧的重要科学会议，
致力于动态开发神经科学。 去年有500名
代表来自18个国家的61个研究机构和大
学的人员参加了会议。 今年的科学计划
分为四个主题组块：药物治愈、认知会
议、生物学会议和医疗会议。由来自耶路
撒冷希伯来大学的Amir Amir，伯明翰大
学的Ole Jensen、马格德堡大学的Otton 
von Guericke、 Markus Ullsperger，布
里斯托尔大学的Emma Robinson、拉瓦
尔大学的Yves de Koninck和海德堡大学
Tomas Kuner的科学家们来讲解。 更多信
息： http://neuronusforum.pl/

最新一代的医疗模拟器将很快
进入奥波莱大学
2018-03-30
在奥波莱的妇科，妇产科和新生儿科中
心，将获得奥波莱大学引进的最新一代医

疗模拟器。 “我们大学正处于与卫生部
达成协议的阶段，卫生部为装备医疗模拟
中心所需的设备分配了相当多的资金。” 
Zenon Halaba教授说道。 在奥波莱，您
可以看到最新一代的新生儿模拟器，哈尔
成人型模拟器，模拟器，了解病人和培训
的插管学习和提高腹腔镜手术。 “做专业
医生需要不断追求完美，以消除犯错的可
能性。 这是学习模拟器的可能性，例如，
当你可以插入一个模拟病人50次，以便在
第50个时刻完美无瑕地完成它”。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自主车
辆在捷克共和国的比赛中表现
最佳
2018-03-30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的自主车辆进
入了恩智浦杯的国际比赛决赛；弗罗茨瓦
夫理工学院的机器在捷克共和国举行的最
后一次淘汰赛中获得前两名 恩智浦杯是国
际系列赛事中以学生团队为主且在指定的
路线自主组装车的比赛。 机器由主办方提
供的零件组成，年轻的建设者必须自己开
发发动机控制模块和车辆控制软件。 车上
安装有摄像头，驾驶时使用该摄像头的数
据。 来自机电一体化和机器人科学圈的团
队准备了两种自主车型。 经过激烈的战
斗，Synergy团队赢得了比赛，他们的车
辆在17.2秒内覆盖了整条路线，Synergia
队以20.8秒的成绩获得了第二名，并且还
有资格参加德国的最后一场比赛。

奥波莱正在研究减少氮氧化物
和二氧化硫排放的技术
2018-04-03
能源研究所Energetyka Cieplna 
O p o l s z c z y z n y 以 及 B u d i m e x 和
MostostalKraków将开发新技术，以便廉
价有效地减少区域供热锅炉煤炭燃烧过程
中的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排放。 在奥波莱
的WR25锅炉的屏幕上，已经进行了准备
工作来进行温度测量以确定所谓的 温度窗
口。 这是一个可以减少氮氧化物和二氧化
硫的最佳温度区域。 该解决方案对锅炉结
构的干扰少，安装成本低。 研究的效果对

于加热行业非常重要 - 氮氧化物的减少水
平至少达到60％。 二氧化硫减少甚至超
过90％；这取决于使用的试剂和实施的优
化。 这种效率使得满足锅炉全容量范围内
气态污染物的新排放标准成为可能。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学生将往美
国参加SAE AeroDesign竞赛
2018-04-03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参加了无人机科
学学会“高飞行者”的跨学科学会，将
飞往加利福尼亚参加SAE AeroDesign竞
赛。他们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74支团队竞
争。 比赛的内容包括设计和制造一架具有
最高起重能力的无人驾驶飞机，然后完成
比赛飞行。 评估如下：小组在筹备期间编
写的技术文件，比赛期间的技术演示和竞
赛飞行 - 将最大可能的质量和精确排放的
负载运输到指定目的。 高飞行者（High 
Flyers）团队将首次参加SAE AeroDesign
竞赛。 再次之前，理工学院的团队已经成
功地开始了类似的职业。 在2011年，2013
年，2015年，年轻工程师参加了欧洲航空
货运挑战赛。

奥波莱大学 – 新的教育方向和
候选人在线报名
2018-04-04
奥波莱大学在新学年宣布了11个新教育方
向和20个专业。 从四月十八日起即可登
录到大学申请在线注册。 新的教育方向
包括：药学与化学科学元素、森林管理应
用语言学、以及设计和社会沟通和公共关
系。 专业包括：基督教灵性与文化、互
联网社会学、巴尔干文化旅游、公共服务
领域的外语、文化人类学、流行文化和新
媒体。 有关新方向的详细说明将于4月18
日后在大学网站的候选人/招聘选项卡上
公布。 关于教育计划的信息，关于教育计
划、毕业生在特定领域获得的能力、毕业
后的就业机会等信息也将在大学官网上公
布。



147

格但斯克大学为创业公司提供
的优惠
2018-04-04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与合作伙伴格但斯克大
学和医疗创新中心将成为区域创新计划
（RIS）的区域协调中心，作为EIT健康中心
计划的一部分。 EIT Health Hub计划支持
健康生活和社会老龄化方面的创新。 作为
InnoStars Award加速计划（针对拥有现
成原型的初学者初创公司）和European 
Health Catapult（针对创业公司和小企
业的产品可随时增加生产规模）的一部
分，格但斯克大学将为创业公司（生命科
学领域的运营）提供支持。 创业公司可
以通过一下电子邮件联系格但斯克医科大
学技术中心了解详情： naukaibiznes@
gumed.edu.pl

埃尔布隆格州立高等职业学校
的创业之家
2018-04-05
从2018年3月开始，“创业之家II--埃尔布
隆格企业孵化”项目将在埃尔布隆格州立
高等职业学校并且实施10个月。 该项目旨
在帮助年轻企业家开始他们的商业。 目前
项目主要针对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的中小
型企业，即在市场上运营不超过3年的公
司。 免费培育项目包括：获得15个装备办
事处，专业培训（品牌建设，产品和服务
的商业化)，电信服务，专业服务（与促
销)，法律服务，会计服务, 咨询筹集企业
发展资金 以及来自专职公司的支持。 “创
业之家II - 孵化企业在埃尔布隆格”项目得
到了2014-2020年沃尔温什 - 马祖尔斯克省
区域业务计划的资助。项目总值约为一百
万兹罗提。  

比得哥什大学医学中心
2018-04-05
比得哥什大学医学院医学中心隆重开幕；
近 1700万兹罗提用于全新装修设施。其中 
近1100万兹罗提资金来自欧盟补贴，600
万兹罗提来自波兰卫生部。 医学中心拥有
设备完善的高保真模拟室，配备先进的模
拟器；重症监护室、医院急诊室、产房、

手术室、救护室和护理室。 其中低保真
模拟客房，其中使用多种模拟器和模型例
如外科技能以及临床技能实验室教学的空
间；另外一件实验室设有模拟患者进行整
形并且和医疗团队和游乐厅计算机辅助教
学之间的人际交往能力大厅。  

波兹南医疗模拟中心的救护车
和乘客模拟器
2018-04-06
在波兹南医科大学的医疗模拟中心创建了
救护车和救护车模拟器。 它将允许对未
来医生和医务人员的工作环境进行全面测
绘。 救护车模拟器是驱动我们的道路特别
适用于在仿真中心工作条件救护车的忠实
副本；它有一个司机舱切割，医疗舱将与
威尼斯镜一起用于控制室，讲师将从那里
观看救援队的工作。 除了救护车之外，还
有一辆真正的乘用车，将安置一名成年人
体重的特殊紧急人体模型，以实现与交通
事故相关的医疗程序。 仿真设备是在欧洲
基金的帮助下实施的“操作计划知识教育
发展”。 共同融资价值超过1600万兹罗
提。

格利维采科技园邀请大家参加
科学与工业日
2018-04-06
科技园格利维采科技园和格利维采市邀请
您参加第八届科学与工业日；参展商、公
司、机构、科学界和任何对创新解决方案
感兴趣的人将可以在在4月27日之前提交
感兴趣的内容。 参与事件是西里西亚企
业和科研单位的免费推广他们的创新解决
方案的一个极好的机会；来自各行业的参
展商有自动化，机器人，IT，电信，汽车
和生物技术行业。 每年有超过50名参展
商参加此次活动，并有超过一千名嘉宾参
观。 要加入参展团队，请访问科学与工
业日网站：http://dnip.pl/ 填写申请表
并将其发送至以下电子邮件地址：targi@
technopark.gliwice.pl.

马佐夫省创新大赛的企业家和
青年科学家
2018-04-09
第10届马佐夫省创新大赛即将开始，您可
以报名参加大赛以获得对商业和科学创新
解决方案的支持。 本次大赛是面向中小型
企业；在马佐夫省营业不超过10年、并且
在过去的五年里推出过创新解决方案； 与
此同时科学家也可以参见，条件是不超过
39岁，在过去3年获得博士学位或博士在
读，并居住在马佐夫舍地区。 马佐夫舍
省创新大赛是在马佐夫省的荣誉赞助下举
办的。 更多信息： https://innowacyjni.
mazovia.pl/dzialania/informator-
m a z o w s z a / x - e d y c j i - k o n k u r s u -
innowator-mazowsza.html

雅盖隆大学医学院获得2018波
兰智能化发展奖
2018-04-09
克拉科夫大学的公告中报道称“雅盖隆大
学医学院在教学、创新、发展全面提高教
育通过创新教育的发展质量方面获得2018
波兰智能化发展奖”。 波兰智能化发展
奖项目已实施了两年；项目的目标是制定
并实施一项大学发展计划、承担使用各种
补充形式的医学模拟的学生的教育。 此
外，在其框架内还开发了教师的能力、开
发了教材并创建了设备齐全的培训室。 “
教学、创新、发展、 通过发展创新教育
提高教育质量” 项目由欧洲基金共同出
资，并且由医学院医学教学部的Michał 
Nowakowski博士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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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创新公司Neuro Device
将在全球竞争的最后竞赛中夺
得100万美元
2018-04-10
来自华沙的创业公司Neuro Device已
经开发出一种刺激中风后大脑受损部位
的方法；该创新解决方案参加了世界大
赛Chivas Venture的决赛，并且有望
赢得100万美元的奖金。 每年，Chivas 
Venture大赛的创始人都会投资用于于
改 变 世 界 、 永 久 影 响 人 类 生 活 质 量 的
项目。Neuro Device公司总裁Paweł 
Soluch 参加竞争并解释道： “该解决方
案是基于神经调节、与电脉冲的大脑相关
区域的刺激、使延续其正确处理创建或
在大脑替代中心和连接。” 因为Neuro 
Device公司赢得了波兰地区的比赛，所
以才有资格参加今年将在阿姆斯特丹举
行的世界决赛。为了在全球版的Chivas 
Venture中获得第一名，Neuro Device司
仍然需要互联网用户的投票，这些投票可
以在4月25日通过网站移交给他们：www.
chivasventure.com  

华沙理工大学与道路交通主监
察机构之间的合作协定
2018-04-10
华沙理工大学和道路交通主管部门签署的
协议中包括道路交通总监察部门在信息技
术领域的项目和信息技术系统实施和接管
方面的合作。 该合作协议由华沙理工大
学校长Jan Szmidt教授和道路运输总监督
Alvin Gajadhur博士共同签署。 合作将主
要在IT领域；他们将分析、开发、实施和
ICT系统的收购通过公路运输的首席督察联
合实施的项目。 协议的目的在于支持华沙
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培训督察员工； 于此同
时，公路运输监察局将会为华沙大学的学
生提供实习机会。

西里西亚大学加入国际企业家
孵化器
2018-04-11
西里西亚大学将成为国际企业家孵化器的
参与者；国际企业家孵化器是一个连接全
球五个城市的大学，地方政府单位，商会
和雇主协会的网络。 孵化器为大学里正在
兴起的公司提供了广泛的机会；这些公司
将有机会在国外宣传他们的公司并出现在
国际市场上。 网络创建协议是在瑞士的
谢尔和法国的圣艾蒂安举办的国际企业家
论坛期间签署的；这次会议致力于广泛了
解的企业家精神（包括学术创业和初创企
业），这是一次讨论和交流代表五个城市
代表团参加：Monastyr（突尼斯）; 塔马
塔夫（马达加斯加）; 圣艾蒂安（法国）; 
谢尔（瑞士）和卡托维兹。

通过这个应用程序你可以查询
你周日照常营业的商店
2018-04-11
奥波莱理工大学和弗罗茨瓦夫大学的学生
共同创建了查询周日购物应用程序；在智
能程序的帮助下，您可以查询到在颁布贸
易禁令之后周日仍然营业的超市。这个想
法在3月11号的时候被提出来，而在第一
个周末正式关门的时候既4月5日应用程序
已经准备完毕。 在程序正式上架的时候，
波兰的数据库中有超过1,200个网点；开发
者们希望通过扩大数据库从而使应用尽可
能地发挥功能来帮助客户。 目前应用程序
支持安卓（Android）手机免费下载；操
作简单直观。 用户可以制定位置并找到所
在区域内的所有营业商店；信息会定期验
证并每天更新。 目前开发者们正在为苹果
（iPhone）手机用户编写程序。

超过500万兹罗提用于西里西
亚科技大学博士生教育
2018-04-12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两个项目得到了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资助，目前大学已获得
超过500万兹罗提的补助资金，将在自动
化，电子和计算机科学系实施。 第二个项
目是“网络物理系统领域的现代博士研究

项目；主要目标是为年轻，高素质的科学
人员的发展提供稳定的支持，并促进新的
博士生研究团队的领导者。

波兰格但斯克理工大学2018年
智能发展奖
2018-04-12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是“多学科开放知识
转移系统 - MOST知识”项目的“2018
年波兰智能开发奖”类别“大学未来创
新解决方案”的获奖者。 获奖者包括总
理Mateusz Morawiecki，国家研究与
发 展 中 心 和 P G N i G 零 售 额 ； 他 们 获 得
该奖项的实体，在工作中具有恒定的着
眼于未来，形成了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 媒体合作伙伴和颁奖者是 
“Rzecz o Innowacjach”和“Rzecz o 
Inwestycjach”在“Rzeczpospolita”
和“Puls Biznesu”的页面编辑。合作伙伴
是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工作的西里西亚商业
道德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颁奖典礼计划于
10月18日至20日在Uniejów城市举行的智
能发展3.0 Uniejów2018国际论坛期间举
行。

格利维采 - 公共交通新技术会
议
2018-04-13
科学界代表、地方政府组织、能源公司以
及公共交通领域的专家将于4月16日星期
一在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讨论现代公共交通
技术的实施情况。 会议由辖区市波兰联盟
组织、西里西亚工业大学和格利维采市政
府组织；将在理工学院新技术中心举行；
地址： Konarskiego 22B。 会议目的是
展示和比较公共交通中使用的各种解决方
案，并讨论实施新技术的条件。 由于立
法的变化，本次会议的主题变得越来越重
要。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年初通过电动汽
车和替代燃料法；这一法规的第一个后果
将在2018年得到地方政府和能源公司的注
意。 申请表格：https://www.silesia.org.
pl/formularze/formularz-zgloszenia-
udzialu-w-konferencji-pn-nowe,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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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和索波特进行教育创新
2018-04-16
Jerzy Hausner 是一名政治家和经济学
家，同时也是企业管理概念 “公司理念” 
的创始人，他将参加“竞争性教育”关于
大学理念：数字化转型会议。“科教部荣
誉赞助的会议将于4月17日和18日在格但
斯克和索波特举行。 本次活动计划相结
合的讲座，演讲能力，牛津辩论和导师小
屋；还将邀请观众积极参与讨论，包括科
学，商业，行政，非政府和媒体界的代
表。 本次会议是以“竞争性教育”为名义
开展的一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将学术和商
业环境的智力和组织潜力相结合，共同为
广泛了解的教育发展提供最佳创新理念和
解决方案。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和体育大
学的联合倡议建筑项目
2018-04-16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建筑系学生与体育
大学物理治疗师和残疾人发展支持协会合
作创建了一个创新项目，其目标是帮助残
疾人消除建筑，技术和沟通障碍。 联合建
筑倡议的目标是帮助具有各种残疾和认知
功能的人们适应公寓的特殊需求，还可以
利用支持来改善公共建筑 - 中心和社会福
利院的可及性。 为了获得支持，有需要的
人向社会福利中心报告需要进行建筑工程
以促进其日常运作并且拨给这些任务的共
同资金来自国家残疾人康复基金。

西里西亚大学提出了一种在铝
上生产氧化层的新方法
2018-04-17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了一
种生产在铝或这种金属的合金上富含纳米
润滑剂的氧化层的方法； 这个发明适用
于制造机器部件的保护层，从而可以降低
其运行成本。 铝和这种金属的合金是相对
较轻的材料。 它们通常用于汽缸和压缩机
或发动机活塞的设计。 但是，它们具有
低硬度和易变形的特点。 为了改善它们
的性能，科学家正在开发不同的滑动结合
层 - 包括富含纳米润滑剂的氧化层，由此

可以提高材料的硬度和耐腐蚀性。 本发明
的作者是来自西里西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
材料科学学院的Joanna Korzekwa博士和
Władysław Skoneczny博士， 并且此发
明已受专利保护。  

比得哥什大学在莫斯科赢得三
枚金牌和一枚银牌
2018-04-17
科技大学和生命科学学院以及比得哥什的
卡西米尔大学在莫斯科创新发明沙龙阿基
米德2018年获得金奖和银奖。 技术和生命
科学大学的两个解决方案获得金牌：“用
振动推进和螺旋驱动系统混合粒状材料的
搅拌机”和“用于干燥器和粒状材料混合
器的固定式搅拌器，使用振动推进器 ”，
以及在卡齐米日大学开发的3D打印被动式
外骨骼，用于患有上肢虚弱的孩子。 卡西
米尔大学还获得了光固化牙种植体银质奖
章。 第21届莫斯科国际发明沙龙和创新技
术阿基米德2018年4月5日至8日举办，来
自28个国家的近700项发明参加了竞赛。

创立什切青汽车中心的意向书
2018-04-17
西波美拉尼亚工业大学与什切青的IT领导
者BrightONE、P3集团汽车制造商解决方
案供应商、什切青市共同合作建立什切青
汽车能力中心。 合作方签署了一份承诺
书，将在使学术报价和劳动力市场更具吸
引力；通过在波兰的什切青大学学生和德
国企业工作人员的参与下推出交流计划。 
BightONE专门为广泛理解的汽车行业提供
软件；从汽车和飞机到高级运动设备。 他
们的产品在驾驶员、救援直升机驾驶员、
甚至是最好的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所方面广
泛使用。 P3集团是汽车信息和娱乐系统，
电动汽车，驾驶员辅助系统和自动驾驶领
域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已拥有
自己的移动电话网络
2018-04-17
该移动电话网络工作原理与商业网络相
同；它功能齐全，拥有电子通信办公室提

供的授权频率。 波兰第一个移动学生网络
是由诺基亚与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电
信系的学生共同创建的。 4G / LTE网络是
一个科学论证，由位于基站建筑物外部和
内部的服务器，天线以及无线电频带的许
可证组成。 其覆盖范围的安装包括属于电
信部的两栋建筑物及其毗邻区域。 克拉
科夫诺基亚研究与开发中心主任Krzysztof 
Persona强调，研究人员和学生将获得“
尽可能接近实际蜂窝网络的完整解决方
案”。 这是为了对移动无线电技术（例如
移动边缘计算）以及物联网应用的最新解
决方案进行实验和科学研究。

格但斯克大学波罗的海科学网
项目合作伙伴会议
2018-04-18
波罗的海科学网项目合作伙伴将在格但斯
克大学会面。 该倡议的目的是提高整个波
罗的海地区的科学水平和创新水平。 波罗
的海科学网络准备支持高等教育，研究和
创新的战略和计划。 在若干领域开展活
动：具体研究领域的战略和改进现有研究
基础设施的使用; 制定流动工具和建议，以
提高创新率较低的国家参与国际倡议。 波
罗的海科学网络的成员是：丹麦、爱沙尼
亚、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德国、挪
威、波兰、俄罗斯、瑞典以及波罗的海地
区国际组织的教育，发展，创新和研究以
及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部委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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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设计事务所为HondaJet
设计了一款涡轮喷气发动机
2018-04-18
在华沙Okęcie机场将展出最新一代现代化
的商务舱HondaJet HA-420飞机。 通用电
气航空公司与华沙航空学院合资设计的工
程设计中心设计了GE Honda HF120涡轮
喷气发动机。 HondyJet的HF 120发动机
不是工程设计中心运行的唯一项目；波兰
工程师开展了涉及各种行业（包括航空和
能源）的最现代化设备的综合项目。包括
最新的飞机发动机，高效涡轮机和从海底
提取石油和天然气的装置。 这些项目在华
沙的概念进行的并且由许多的波兰工程师
做了工作指导。

布鲁塞尔水晶奖
2018-04-18
自2001年以来，水晶布鲁塞尔是奖给旨在
加强科学卓越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研究和
欧盟创新框架计划的成功。 这是科学家和
企业家对创新和对波兰科学和经济发展作
出贡献的重视。 颁奖的环节由副总理兼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担任
主席。 最新一届水晶奖的获奖者将在以下
区域中选择：科学（高校，科研院所中，
波兰科学院的科研机构）; 商业（企业）; 
地方行政; 非营利实体; 单项奖。 获奖者名
单将于6月6日在华沙举行的布鲁塞尔盛大
水晶奖期间公布。

红衣主教大学校长对科学和商
业之间合作的必要性的看法
2018-04-18
“直至19世纪末，教育的核心一直是教
学；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由于Wilhelm 
Humboldt提出的理念，科学研究成为
大学除教学外的第二大核心。在二十一
世纪，大学已经基于三个基础：教育，
研究和经济“。华沙红衣主教大学校长
Stanisław Dziekoński教授（同时也是教
父）在接受“科学与商业”杂志采访时
说。 Dziekoński教授补充道： “在此背景
下，制定21世纪大学在经济和知识社会中
的目标和作用至关重要。 如果科学和商业

之间没有牢固的关系，就不可能在波兰企
业引进创新的解决方案 “。

比亚韦斯托克变革领导人大会
2018-04-18
比亚韦斯托克的金融与管理学院于4月20 
- 21日举办变革领导人大会，其口号是“
合作带来的优势 - 经济4.0的挑战” 本次
活动将致力于回顾最新的管理和人际交流
方式，并介绍现代工业现实中商业，科
学和公共行政合作的典范。波兰商会主席
Andrzej Arendarski和未来产业平台项目
的领导人Andrzej Soldaty将出席会议。 
此次会议的的科学赞助方是：比亚韦斯托
克大学，比亚韦斯托克技术大学和比亚
韦斯托克医科大学。 更多信息： http://
kongresliderowzmian.pl/

华沙的大学生们正在研究电动
赛车
2018-04-18
充满活力团队成立于2017年10月；这是
由华沙理工大学和华沙经济学院的学生
组成的团队。 从那以后，他们一直在为
Formula Student比赛建造电动赛车。 全
电动车的设计是波兰首创的设计之一；重
达230公斤的汽车将由一台电动马达驱动，
发电量为80千瓦。 加速到100公里/小时应
该少于4秒。 Formula Student是1979年
由汽车工程师协会（汽车工程师协会）组
织的大学队国际赛车系列赛；在测试阶段
结束后，由来自世界各地顶尖大学的学生
设计并制造赛车，在世界上最著名的赛道
上进行比赛。 4月18日在华沙经济学院大
礼堂项目的参与者们将能够有机会近距离
接触彼此。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正在研究
宇宙污水处理
2018-04-18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Anna Jurga博
士开发了一种外星群落水处理系统；这个
系统将在减轻重力的条件下工作，并为气
栽培养中的植物提供必需的组件。 Anna 
Jurga博士正在建设的生物反应器，其中

水会利用细菌给用于雾培栽培施肥崛起空
调净化。 这个概念假定使用“灰水” - 以
前由殖民者使用，例如洗涤。 这是朝着外
星殖民在关闭整个水循环的第一步。 废
水进入生物反应器，在反应器中使用氨和
铵盐氧化为亚硝酸盐和硝酸盐的过程，
将它们转化为供应植物的养分。 这个项
目还有来自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的科学
家，他们正在研究西红柿和土豆的气栽培
养。 关于项目更多信息：http://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kosmiczna-
oczyszczalnia-powstaje-na-pwr-10821.
html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培
训工程师的电子技术”
2018-04-19
2018年4月19日至2018年4月20日将在克
拉科夫AGH科技大学举行主题为“ETEE电
子技术工程师的职业教育”的会议；学术
界从事技术辅助教学，经验和良好做法，
以及寻找灵感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融合 。 会
议旨在利用现代技术对工程师培训，学习
理论和电子学习模式的影响，与在技术型
大学实施电子学习有关的良好做法，使用
移动设备进行教学（移动学习）和电子学
习 为理工科学生提供外语。 在会议期间，
讲座教授包括：Agnieszka Wykowska
和Giorgio Metta（意大利技术学院）
，Anna Turula（克拉科夫教学大学）
以及Katalyst教育基金会的Christopher 
Sweeney和Andrzej Pieńko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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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万兹罗提将用于托伦大学
在量子技术方面的发展
2018-04-19
由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的物理学、天文学
和应用信息学院的科学家们组成小组将获
得170万兹罗提的资金用于“开发新的光量
子技术的低温系统”项目。 由Piotr Wcisła
博士领导的团队中，托伦研究人员将拨款
购买用于控制实验系统（例如超稳定光学
腔或共聚焦显微镜）温度的低温设备。 这
项投资将为在原子分子物理学，简单分子
化学，量子信息，超精密光学计量学以及
超越标准模型寻找新物理学的新领域开启
新的研究计划 。 Piotr Wcisła博士毕业于
雅盖隆大学的数学与自然科学院（原子物
理专业）的院系间个人研究。 他在剑桥的
哈佛 - 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完成实习。

波兹南理工大学毕业生在
TAURON公司举行的竞赛中获
胜
2018-04-19
波兹南理工大学毕业生Jacek Kamińsk的
论文“具有储能的太阳能 - 风能发电厂的
最佳配电”在TAURON Dystrybucja论文
竞赛中获胜。 Jacek Kamiński推出了这个
理念，并使软件实现了太阳能 - 风能发电
站混合结构与储能的优化过程。 他还通过
特定的24小时负荷曲线对物体进行了最佳
功率分配。 根据Jacek Kamińsk的观点，
混合动力系统中使用可再生能源与储能相
结合可以解决现代能源最大的问题之一: 传
统能源消耗时电力需求不断增加。 当需求
低于当前生产水平时，混合系统可以累积
剩余能量，并在需求超过此水平时将其返
回。

回收材料制成的游艇获得国际
竞争的冠军
2018-04-20
来自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的Wojciech 
Wesołek博士设计的游艇获得了专业类别
的2018年千年游艇设计奖；获奖项目在意
大利卡拉拉的“混合动力和电动推进”会

议上展出。 该项目涉及使用回收材料建造
游艇保护海洋条件；外壳由回收刀具和船
只制成，柚木地板来自退役的游艇，游艇
的在内部则由拆除房屋和旧家具构成。 根
据提交人的计划，游艇的建造应在旧船拆
除场地附近进行。 Wojciech Wesołek博
士说： “这也是对利用废物回收的一个
好机会，通常被认为是奢侈品的行业中提
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高的收入提供了机
会。 “ 获奖设计可以在作者的网站上找
到：http://wwdesign.eu/html/rat120.
html

滨海省医科大学与Zachodni 
WBK银行之间的协议
2018-04-23
我们在大学网站的公告报道：“滨海省医
科大学将与Zachodni WBK-Santander 
Univers idades银行合作；银行将对学
术、科学计划、计划和项目提供一定的
支持。 合作协议由医科大学副院长签署 
Jerzy Samochowiec教授和Santander 
Universidades银行波兰分行Wojciech 
Leśniewski经理签署；合作范围包括提高
教育质量，支持研究活动，改善学术中心
机构管理的项目，增加培训项目的可用
性，促进国际交流和推广合作项目。 副
校长Samochowiec教授补充说：“波
兰大学应该是现代的，创新的，与经济和
商业简历更多的联系。“ 在世界各地与
Santander建立联系对科学家们来说是一
个发展的机会。

波兹南理工大学的机器人成为
2018年机器人展的获胜者
2018-04-23
波兹南理工大学的三名学生研发的自动化
机器人获得了2018年机器人大赛的奖项，
这是一款可以四肢动态爬行和跳跃机器
人；该机器人能够在未来对水厂和地下通
道进行检查期间替换人员。 这项发明是
针对在监测水厂的状况方面存在问题的公
司所研发的，Jakub Bartoszek，Łukasz 
Antczak和Jakub Matyszczak在原型上
工作了近一年。 Jakub Matyszczak在
大学网站上说： “通过竞争竞争获得的

一万兹罗提我们将很好地使用这个奖励，
并且确保一年以后我们的机器人会变得更
好。” 机器人展在Tarnów第十一届投资
论坛期间进行，并且对创意，想法，技术
进步，商业化的可能性以及项目实施潜力
进行了评估。 关于竞赛更多信息： http://
inwestforum.pl/zwyciezcy-startup-
award-i-robot-show-nagrodzeni/

超过1亿兹罗提将用于电力行
业的创新项目
2018-04-23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公布说：“国家研究
与开发中心将投入1亿多兹罗提用于实施创
新项目；这是PBSE行业计划第二次竞争，
其主要目标是在2023年的基础上增加国家
电力部门的创新。”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说：“作为NCBR
部门计划的一部分实施的项目不仅要为特
定部门带来好处，还要为整个经济和公民
带来好处。 超过1亿兹罗提的资金将传递
给波兰企业家用于发展更好，更有效和生
态的解决方案，这是一项造福波兰后代的
投资。” 得益于国家研究与开发中心的
支持，19家公司的项目得以实施；其中包
括： “使用低维结构来拓宽吸收光谱并
提高IBC或IBC中硅电池的效率”、由ML 
System S.A.提交的BIFACIAL“、“开发和
实施过程中的废物流化床锅炉的使用CO2
的水泥生产替代”、由陶朗集团提出“开
发创新的生物质处理技术以改善燃料参
数”以及由OZE 11提出的“增加使用生物
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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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szehradzka代表团关于创
新领域方面的合作
2018-04-23
Wyszehradzka代表团是指由波兰、匈牙
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组成的国家联盟，他
们在布达佩斯签署了关于竞争力，创新和
数字化转型领域经济合作的声明。 该声明
假定使用共享数据资源以现代方式进行研
究和开发工作，从而实施“工业4.0”的想
法。 Wyszehradzka代表团的国家还希望
将创业公司纳入技术现代化进程，并深化
网络安全和互联网技术现代化工作。 代表
波兰签署布达佩斯宣言的创业和技术部副
部长Marcin Ociepa说：“我们正在观察
更先进的经济体在做什么，我们正在参与
欧盟倡议：欧洲工业的数字化。 我们正在
建立工业未来平台，这将有利于促进工业
转型。”

2018欧洲漫游者挑战
2018-04-23
来自20个国家的65支团队对将参加2018
年欧洲漫游者挑战赛的国际比赛；比赛
计划于9月14日至16日在斯塔拉乔维采
自然与科技博物馆举行。欧洲航天局和
科学与高等教育部赞助了比赛。 世界上
最好的技术大学的学生将参加比赛；波
兰的团队包括来自比亚韦斯托克、比得
哥什、谢姆、凯尔采、琴斯托霍瓦、格
利维采、克拉科夫、罗兹、奥波莱、热
舒夫、什切青、托伦、华沙和弗罗茨瓦
夫的大学。 来自德国，英国，印度，意
大利，加拿大，美国，挪威，墨西哥和
孟加拉的团队也将参赛。 比赛的组织者
是欧洲空间基金会， Starachowice特
别经济区的“Starachowice”上市公
司、Starachowicki地区、自然科技博物
馆和波兰火星学会的协办单位。 比赛的
组织者说，欧洲漫游者挑战赛是世界上最
大的国际机器人和太空竞赛之一，不仅聚
集了行星机器人和漫游车制造商领域的专
家，也聚集了科学，商业和新技术领域的
代表。

2亿兹罗提将用于科学家和企
业家的联合创新
2018-04-24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了第四版“应用
项目”竞赛；目的是支持由科学单位和企
业组成的联盟开展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并且
创建新的或改进的产品和技术。 科学与
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说：“
科学高等教育部和国家中心的研究和发展
的活动与Morawiecki总理提出的发展战
略相吻合，关键是要根据波兰科学家的研
究成果，尽可能发展波兰经济。” 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公告通知道：只有由5
个实体（其中至少包括一个科学单位和
至少一个企业）组成的合作伙伴可以申
请共同资助研究和开发工作。 提案征集
将于5月16日开始，并将持续到7月16日 
更多信息： http://www.ncbr.gov.pl/
fundusze-europejskie/poir/konkursy/
projekty-aplikacyjne2018/

支持波兰东部的初创公司的竞
赛
2018-04-24
4月30日起，来自波兰东部的创新中心、
科技园区和企业孵化器将可以在 “启动创
意平台” 竞赛中提交申请。 为了将创意
在实际生活中真正使用，波兰竞争组织者
波兰企业发展局（PARP）将投资1.3亿波
兰兹罗提用在这个项目上。 竞争将选择
几个平台作为计划运营商运营的专业中心
的合作伙伴关系；他们是来自波兰以下省
份的平台：Lubelskie，Podkarpackie，
Podlasie，Świętokrzyskie或Warmian-
Masurian。 他们将提供给想要将创意
转化为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新创业者；平
台的主要任务是将建立“支持创业创业
的当地生态系统”。 更多信息：http://
popw.parp.gov.pl/dokumentacja/
dokumentacja-do-poddzialania-1-
1-1-platformy-startowe-dla-nowych-
pomyslow-2018-r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开发钻石光
学传感器
2018-04-24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的科学家们使用薄金刚
石层建立了光纤传感器；该设备可以在难
以到达的地方和困难的工作条件下进行测
量，尤其是在存在强电磁场的情况下 。 
感器是在格但斯克理工学院的电子和信息
学院开发的；该设备由于使用用金刚石层
覆盖镜子的一部分，从而与市场上的类似
传感器相比具有竞争性。 本发明还具有其
他的优点 - 高灵敏度的测量，大范围和良
好的分辨率。 传统传感器中的镜子由银制
成，易受划伤。 金刚石涂层的使用不仅使
器件具有抵抗机械损伤的能力，还能抵抗
电磁干扰和侵蚀性化学环境。 该解决方案
已提交给专利局进行法律保护。

为弗罗茨瓦夫大学学生研发的
英语应用程序
2018-04-25
一 位 应 用 程 序 开 发 人 员 在 大 学 网 站 上
说：“弗罗茨瓦夫大学法律系、行政和经
济学院的学生和英语学习考生可以使用智
能手机的特殊应用程序。 我们不希望海外
的候选人和学生感到遗憾 。” 该应用程
序是实用知识的汇编，包含专业和个别科
目的描述以及类别的生物特征图。 甚至还
有虚拟教授的选择，以及“丛林图书“-为
在弗罗茨瓦夫大学开始学习的学生们准备
的实用指南；应用程序将不断更新和修复
补丁，目前适用于使用IOS和Android系
统的设备。 来自法律和行政部门的Łukasz 
Machaj说：“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在我们的学校学习， 新的应用程序是关
于弗罗茨瓦夫生活和学习的有用信息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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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切青海事大学关于 现代化实
验室模拟物流过程
2018-04-25
什 切 青 海 事 大 学 的 发 言 人 W e r o n i k a 
Bulicz：“在什切青海事大学正式开设了物
流和生产过程自动化实验室；海事经济部
长和内河运输部长 Marek Gróbarczyk将
出席剪彩仪式。” 运输工程和经济部门的
实验室有三台工业机器人和一条生产线；
设备显示了货物的堆垛，其装载和重新装
载的缩小。这是该地区第一个模拟整个物
流过程的实验室。 实验室由海事经济和内
河航运部的提供资金，因为有了这个现代
化的实验室，学生将学习当前用于工业和
物流过程自动化和机器人化的现代技术。 
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将确保毕业生的最高
水准的准备工作。

奥尔什丁Startup周末
2018-04-27
位于奥尔什丁的Warmińsko-Mazurski
大学将于2018年5月11日至13日组织以
奥尔什丁Startup周末为名的活动；这将
是一个54小时的创建项目的马拉松，在
活动期间大家将能够验证自己的商业理
念。 导师将们监督工作，包括商人从业
人员以及图形和编程专家，他们将为大
家提供帮助。活动组织方将确保每一个有
想法并希望参与创造新事物的参与者都
能够抒发自己的观点和得到相应的专业
解答。 更多信息：http://communities.
techstars.com/poland/olsztyn/startup-
weekend/12252  

AGH科技大学下属SATIM公司
获得工业发展署的资助
2018-04-27
SATIM卫星监测公司是克拉科夫AGH科学
技术大学的一家下属公司，将作为开放式
创新网络项目的一部分获得来自工业发展
署的170,000兹罗提的赞助资金。 SATIM
是克拉科夫大学科学研究商业化成功的例
子之一。 多年来，该公司一直与欧洲空间
局等机构合作开展研究和开发项目。 根据
AGH科技大学的信息，SATIM公司由地质

学，地球物理学和环境保护学院的科学家
创立，主要处理采矿和采矿后地区土地沉
降的卫星调查。 在该公司的创建者授权下
所获得的资金将用于软件开发和完善，以
改善对该地区移动的卫星监控服务。  

Aleksander Nawrat教授的创
新课程
2018-05-07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任Aleksander 
Nawrat教授在杂志“一切最重要的东西”
上写到：“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此次提出的
教育改革旨在释放波兰科学的潜力： 根
据新法规，大学将更容易将研究成果商业
化，建立自己的公司，即所谓的 分拆，
或建立合作与业务 ”。 在文章“创新课
程”中，Aleksander Nawrat教授介绍了
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资助的成功的波兰
项目的例子。 去年共举行了64场竞赛，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共为3702个项目提供
了共计185亿兹罗提的资金。 Aleksander 
Nawrat教授总结道：“公共行政的作用
是激励和支持科学，经济和金融环境的活
动。 我们国家的未来取决于这项活动，
并准备制定雄心勃勃的目标。”   更多信
息： https://wszystkoconajwazniejsze.
pl/prof-aleksan

华沙和罗兹的学生共同研发了
潜水员的新定位器
2018-05-08
据波兰新闻社报道，来自华沙理工学院和
罗兹理工大学的学生组成的团队在微软
Imagine Cup 2018比赛全国总决赛中夺
得大数据类别的第一名。 他们研发的波浪
定位系统可以提供实时潜水员的实时位置
信息；收集的数据将发送到Azure云，并
使用智能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对其进行分析
和可视化。 来自华沙理工大学和罗兹的理
工大学的学生将代表波兰参加今年7月在美
国西雅图举行的世界总决赛。

扎布热新实验室中心正式开始
运行
2018-05-08
西里西亚大学报道：“扎布热的实践和继
续教育中心将有一个配备混合动力汽车的
新车间；新实验中心运行仪式将在“新职
业教育质量”会议期间举行。 在仪式期
间，副校长兼理工学院社会经济环境合作
系教授 Janusz Kotowicz做了关于创新技
术的讲座；在讲座之后的小组讨论中，谈
到了需要新中心需要持续培养人才的必要
性。 在新实验中心，有美国HAAS公司提
供的数控机床工作站、芬兰FORTUM公司
提供的可再生能源以及ROCA卫生设备的
组装；并且配备新型全功能丰田混合动力
汽车的汽车车间也新实验中心。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在“波兰共
和国武装力量革新”竞赛中获
奖
2018-05-08
来自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的滨海市省管理实
验室的用于特殊操作的导航模拟器设计在
创新防御技术实施监督组织举办的“波兰
共和国武装部队革新”竞赛中获奖。 模拟
器用于创建和实施先进的训练士兵在个人
和团队导航领域的特殊行动；它能够在周
长的3.4米虚拟CAVE-6屏幕的基础上运行
并且同时进行立体投影。 滨海省危机管
理实验室准备的逼真的培训情景，单独的
个人或者一组团队将完全沉浸在虚拟世界
中的印象，并且这个虚拟世界正在持续生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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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将建立国际科学中心
2018-05-09
波兰科学基金会为MAB PLUS竞赛提供资金
并且将在罗兹生物园建立一个名为“国际
创新生物基材料研究中心”的国际科学研
究中心（ICRI-BioM）。 据罗兹理工大学
所报道，罗兹大学的专家参与了该项目的
准备以及获得了美因茨马克斯普朗克研究
所的支持。 罗兹理工大学前校长和MAB的
发起人Stanisław Bielecki教授强调道：“
在罗兹成立的国际研究（IRA）机构意味着
将为我们的城市带来优秀的科学人员，独
特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华沙医科大学牙科中心正在建
设中
2018-05-09
华沙医科大学明年将增加一项新的设施：
大学牙科中心正在建设中。 将于5月14日
在巴拿卡校园的投资地点签署建设文件；
地点： Żwirkii Wigury 81。 新设施共有
五层，总占地面积将近19,000平方米，可
使用面积近17000平方米。 Archibis建筑
设计公司将提供设计，由Warbud公司施
工。 新牙医中心附近有临床研究和技术中
心，华沙医科大学儿科医院和华沙医科大
学图书馆和信息中心的综合楼。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创
造了新的能量储存技术
2018-05-11
来 自 格 但 斯 克 理 工 大 学 化 学 系 仪 器 和
化学工程系的Monika Wilamowska-
Zawłocka博士正在开发创新型储能技
术，她的项目赢得了波兰科学基金会的竞
赛。 Monika Wilamowska-Zawłocka博
士解释道：“两种主要类型的储能装置是
电池和超级电容器；第一次会工作很长一
段时间，缓慢释放能量。 另一个可以接受
和放弃更大的负荷，但在很短的时间内。 
在我的项目中，我尝试将不同类型的材料
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能够储存比超级电
容器更多能量的器件，同时保持其高功
率。” 格但斯克科学家的技术对储存来自
可再生能源的能源特别有用；当有风时或

者有太阳时使用这项储存技术会在很短的
时间内储存大量的能量。

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学
生的生态项目
2018-05-14
波兹南的三个项目在“IDEAMU！”比赛
中获得资助；其目的是发展“绿色”和社
会创新，并加强大学与环境之间的持久关
系。 获奖项目是“值得波兹南的莫拉斯
科” ；在莫拉斯科校园内放置箱子和动
物屋。 这些装置将包含它们所针对的物种
的描述以及所涉及的研究团队的信息。 获
奖的第二个项目是“生活壁画”；一方面
将包含绿化的装置，另一方面是玛丽亚·
斯科沃多夫斯卡 - 居里的艺术表现。 它将
把大学与居民联系起来，也是人与自然之
间的桥梁。 获奖的第三个项目是“绿色主
题”，即广播大学广播周期促进态度，想
法和促进生态活动。例如现代回收利用和
自制的可再生能源方法。

3亿兹罗提将投入汽车行业创
新
2018-05-15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在INNOMOTO计划
的第二次竞赛中开始征集建议；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长的执行机构为汽车行业的创新
项目分配了3亿兹罗提。 2016年9月副总
理Jarosław Gowin宣布的INNOMOTO
行业计划旨在支持汽车行业的创新解决
方案，并从2026年的角度最终提高波兰
汽车行业的竞争力。 作为该计划的一部
分，根据与企业家磋商确定的研究议程，
正在执行关于创新车辆和驱动装置建造
的项目，以及用于车辆的生产技术，再
生，回收和再循环以及创新部件，组件
和系统。 第二届INNOMOTO竞赛的提
案征集将持续到7月10日；最低项目价值
为100万兹罗提，最高为3000万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www.ncbr.gov.pl/
fundusze-europejskie/poir/konkursy/
innomoto2018/

MedTrends - 欧洲现代健康保
护论坛
2018-05-15
5月23日和24日在扎布热举行第四届国际
MedTrends会议，届时将就波兰和欧洲
现代卫生保健的当前趋势，问题和挑战以
及欧洲现代医疗论坛进行讨论。 会议的第
一天将重点讨论与波兰数字健康实施和发
展有关的问题；讨论者将在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在教育，诊断和治疗文明病方面投
入大量的空间同时也是在波兰医疗保健系
统的新挑战和期望背景下。 第二天计划致
力于医疗保健初创企业；有计划的专家和
从业人员讲座以及研讨会和案例研究。 会
议还将举办MedTrends TOP TRENDS竞赛
会议，届时将选择最佳的医疗保健启动。 
申请参加会议信息：www.rejestracja.
medtrends.pl

哥白尼大学加入ATHENA-PL联
盟
2018-05-15
位于托伦的哥白尼大学加入了ATHENA-PL
联盟；其运作的主要目的是开发项目文
件，并建立和整合ATHENA卫星组件（高
能天体物理学高级望远镜） 。 ATHENA
卫星是新一代X射线望远镜，收集有关星
系，星团，星系和黑洞的形成和演变的信
息。ATHENA-PL联盟将处理天体物理学
领域的空间观测和观测技术。 ATHENA-
PL联盟由波兰科学院尼古拉斯·哥白尼
（PAN）、华沙的太空研究中心PAS、理
论物理学院的PAS中心、Otwock的国家
核研究中心以及雅盖隆大学、弗罗茨瓦发
大学、什切青大学、罗兹大学、比亚韦斯
托克大学、凯尔采大学和托伦大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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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理工大学科学创新会议
2018-05-16
500强创新者协会和罗兹理工大学将于
2018年5月17日至18日举办一个致力于科
学创新的会议； 英国和波兰的初创企业
专家将出席这次活动。 来自剑桥全球协
会的Allan Barrell教授将表述他本人对英
国和波兰的创新集群的意见；Nicholas 
Coutts 将出席在欧洲各地共同创立的支
持创业公司的项目，创新论坛组织创始人
Mark Tyl将提出一份让年轻创业公司加速
并支持国际发展的提议。 在会议期间，将
会有一个关于筹资启动和研究成果商业化
的讨论小组；工业发展署发展和创新办公
室主任Bartosz Sokoliński、Allan Barrell教
授和波兰能源集团新能源项目总监Daniel 
Maksym将出席小组讨论会。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研发
了具有抗菌性能的氧化铜纳米
颗粒
2018-05-16
西里西亚大学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开发
了一种生产具有杀真菌和杀菌性能的氧化
铜纳米粒子的新方法；该解决方案已受专
利保护。 根据研发这Jerzy Peszke博士和
Anna Nowak MA博士说，所获得的纳米
颗粒的特征在于对各种微生物、真菌、细
菌和藻类的高杀生物效力。 例如，它们
可以用来保护建筑陶瓷以及建筑物的外部
和内部表面免受致病物质的影响。 Jerzy 
Peszke博士强调道： “与基于化合物的制
剂相比，它们的主要优点是作用持续时间
延长数倍。 此外，他们以粉末形式的低生
产成本以及易于应用于各种类型的表面允
许多功能应用。”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医疗模
拟中心
2018-05-16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医疗模拟中心正式
开放；全日制课程将于10月在中心开始，
其投资成本接近2300万兹罗提。 医疗模拟
中心有6个模拟房间：手术室、新生儿重
症监护病房、儿童和成人重症监护病房、

医院急诊科、产房、救护车模拟器和护理
室。 模拟中心的设备和医院一样，患者模
拟器（幻影）忠实地反映了现实情况。 在
中心的课程中，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模
拟场景，并直接通过模拟器进行练习。 医
疗模拟中心还有一个虚拟现实室，学生将
学习对最高级别的模拟器进行超声波测
试，并在腹腔镜，内窥镜和血管手术领域
进行模拟操作。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将检查波
兰超级环路建造的可能性
2018-05-18
国家研究与开发中心与企业和技术部共同
设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负责检查在波兰真
空隧道中启动铁路建设的可能性。 波兰国
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Maciej Chorowski
教授在接受“Puls Biznesu”日报的采访时
表示，建设将基于在波兰开发的标准，同
时不会与其他国家造成竞争问题，因为同
样的技术范围内可以有技术解决方案的多
样性。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采用新的解决
方案以加速传统铁路；作为Luxtorpeda 
2.0项目的一部分，今年与波兰国家铁路公
司签署了一份关于新机车原型建设的意向
书。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开放创新
周
2018-05-18
5月21日星期一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
开放创新周将开始，届时将有为期四天
的会议，计划举办关于设计思维，3D打
印，众筹，建立联系网络和科学与商业相
结合的讲座和研讨会。 本次会议针对所
有对开放式创新和知识商业化感兴趣的
人士；将呈现下西里西亚智能专业化的
概念。 组织者还宣布了学术创业孵化器
公司的介绍以及众筹议题的介绍。 开放
创新周是作为NUCLEI项目（技术转移和
高级加工行业网络）的一部分组织的；
来自奥地利，捷克共和国，德国，意大
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的十所大学和商业支
持机构将出席会议。 更多信息：http://
openinnovationweek.pl./

Photo by TruShotz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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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唯一的双面血管造影仪在
奥尔什丁
2018-05-18
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的临床医院是欧洲最
现代化的，也是波兰唯一拥有二维血管造
影仪的医院，这是一种活体三维显示血管
检查的设备。尤其是在神经外科，神经病
学和癌症手术中使用双平面血管造影仪。 
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副校长Wojciech 
Maksymowicz教授解释到：“拥有这台
仪器我们将可以关闭血液流向癌细胞，从
而导致癌细胞死亡，或在缺血后的条件下
使大脑中的动脉连接起来 。” 5月15日将
在大学医院的实验室的放射学和神经外科
血管内科正式介入这一重要仪器。

来自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
集成电路将遍布全球
2018-05-18
AGH科技大学是波兰大学集成电路设计领
域的绝对领导者；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
参与其高能物理，X射线成像和神经生物
学的创作。 这为与日本理学公司合作开辟
了道路。 因此，在克拉科夫设计的集成电
路将被用于世界各地。 集成电路的设计在
三个学院进行：：电子技术，自动装置，
计算机科学与生物医学工程、 物理与应用
计算机科学，以及信息技术。 根据支持
欧洲集成电路设计和生产的Europractice
报 告 ， A G H 科 技 大 学 是 波 兰 大 学 设 计
绝对的领导者。 更多信息： https://
www.agh.edu.pl/info/article/uklady-
scalone-z-agh-w-urzadzeniach-rigaku-
corporat ion-swiatowego- l idera-
produkujacego-aparature-ba/

Chorowski教授：新技术与传
统行业的相结合
2018-05-21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主 任 M a c i e j 
Chorowski教授“最重要的一切”的意
见领袖杂志上发表的最新文章说到：“
如果对创业公司和研发项目的投资如此
放大以至于成功的话，他们将有机会实
现 商 业 化 ， 并 且 他 们 并 没 有 面 临 将 他

们 与 市 场 隔 离 的 另 一 堵 墙 ， 那 么 波 兰
将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 Chorowski
教 授 认 为 波 兰 有 机 会 将 新 技 术 与 传 统
工 业 相 结 合 ； 他 说 ： “ 我 们 努 力 在 新
的 领 域 做 到 第 一 ， 而 不 是 模 仿 今 天 的
领导者 - 谷歌，Facebook，Booking.
com或优步。”   更多信息： https://
wszystkoconajwazniejsze.pl/prof-
m a c i e j - c h o r o w s k i - j a k - p o l s k a -
gospodarka-moze-wykorzystac-nowe-
technologie/

克拉科夫Space 4.0会议
2018-05-22
五月25日至26日在克拉科夫将举办Space 
4.0会议：宇宙解决方案，会议由克拉科
夫科技大学和克拉科夫科技园组织。 学生
将了解波兰初创公司的加速，卫星数据的
处理，空间技术的融资和支持。在会议期
间，将介绍卫星数据的工作路径，并且通
过在科学中使用它们，以及商业使用的结
局。 会议的嘉宾将是欧洲航天局技术转让
网络协调员Lluc Diaz。 科学界，政府机
构，实施基于卫星数据库计划的大公司，
代表空间业务和刚刚开始利用卫星数据进
行冒险的年轻公司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注册： https://solution-from-the-
sky-2018.evenea.pl/

波兰研究机构登上中国航天器
2018-05-22
根据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报道，波兰科学
院空间研究中心建造的波兰研究机构将
参加中国太空探测器，并于2018年5月底
参加嫦娥四号任务。 科学部强调，这是
2016年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副部长Jarosław 
Gowin访问中国并与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
科学中心举行会谈的结果。 总理Jarosław 
Gowin在2016年10月关于访问中国的会议
上说到：“让我们不要被中国和波兰的不
平衡所迷惑。 中国人把我们视为平等的合
作伙伴，我们是他们通往中欧和东欧的桥
梁。” 波兰参与的实验的主要目标是宇宙
的无线电观测，调查人员对宇宙最外层和
最古老的区域以及地球和太阳系其他机构
的周围环境都感兴趣。

巴黎发明博览会上托伦大学的
科学家取得成功
2018-05-22
来自托伦尼古拉哥白尼大学的科学家的
发明已经在巴黎举办的第117届国际发明
展“黎巴嫩莱比昂2018”上得到了认可 
来自物理学，天文学和应用信息学系的
Michał Meina硕士和来自数学和计算机
科学系的Krzysztof  Rykaczewski博士的“
确定物体位置的方法，特别是确定人体位
置的方法以及确定人体位置的装置”的项
目获得了法国内政部勋章和“Concours 
Lépine2018金牌。 由来自生物学和环境
保护系Grażyna Dąbrowska博士领导的
科学家团队的“使用生物刺激器进行种子
制备的方法“获得了法国发明家联合会颁
发的的国际艾菲尔奖。 来自材料化学、吸
附和催化部门的Jerzy Łukaszewicz教授和
Anna Ilnicka博士的“生产碳纳米管的方
法”在巴黎获得了的铜牌。

什切青科学家从“创新孵化器
+”计划中获得拨款
2018-05-23
滨海省医科大学和什切青海事大学的五个
研究小组的项目从“创新孵化器+”计划中
获得了近250万兹罗提的项目资金。 获得
奖项的项目有：Małgorzata Tomasik博士
负责的 “在下颌骨缺失牙齿的印模托盘原
型” 、Bogusław Machaliński教授负责
的“一种用于早产儿脐带血采集的创新工
具包” 、Anna Lubkowska博士负责的“
在二氧化碳和臭氧气体的混合物中开发干
式浴技术” 、Ewa Sobolewska博士负责
的“创新的复合材料与埃洛石填料生产增
强牙科修复体“ 以及Grzegorz Stepien 
负责的“Total Free Station”自主测量
系统。 所有获奖的想法可以获得2年的支
持，特别是在研究成果商业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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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分配了
700万兹罗提给分析互联网内
容的初创公司
2018-05-23
居住在纽约的三位波兰居民创办了一家初
创公司，提供网络出版商软件来检查在互
联网上发布的文章和其他内容的兴趣。 
Jarosław Góra、Wojciech Woziwodzki
和Sebastian Zontek在美国创立了Deep.
BI；他们从一开始就希望自己的产品成为
全球化产品。 他们为公司募集了近1,200
万波兰兹罗提创业基金。 他们的采用人工
智能工具用来分析由发布者发布的内容，
私人投资者Piotr Walter和Adam Sawicki
对该项目非常感兴趣；除此之外，波兰黑
珍珠风险投资基金和国家级研发中心， 为
该项目投入了700万兹罗提补助资金。

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建造了液
体火箭发动机液体
2018-05-23
根据华沙理工大学报道，经过3年的研究工
作之后，电力和航空工程学院的MELprop
科学角的学生们已经在波兰建造了第一台
液体火箭发动机。 主要构造者Alexander 
Gorgeri说：“我们彻底准备好了，我们
进行了计算，模拟和分析，并且逐步检查
了每个子系统，只有当我们确信它们全部
正常工作时，我们才组织完整测试 。” 他
强调到，该发动机只是一种技术演示器，
并不是用于太空行业的产品。 尽管如此，
学生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完善技术，使
其得到充分利用。 他们打算对引擎进行必
要的修改，例如限制其质量，并进行进一
步的测试。项目的最终目标是使发动机适
应工业应用。 更多信息： https://youtu.
be/MSdUNSSZeas

Gowin：TANGO 3比赛旨在
改善在波兰进行研究和开发工
作的条件
2018-05-23
TANGO 3比赛即将启动，国家科学中心
和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合资企业将资助

那些将提高基础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程度
的项目，目标是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与工业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副总理
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
说：“TANGO 3将允许两个机构的潜力
被用来改善在波兰进行研究和开发的条
件。 这场竞赛提供了销售实施项目结果的
产品，服务或技术的机会，等等 由科学单
位，包括大学，波兰科学院的科学中心，
甚至自然人。 我们希望能够更好地向行业
转移知识，从而充分利用波兰科学的机会 
。” 提案征集将于2018年6月14日至12月
20日进行。

克拉科夫 “科学创业”大会
2018-05-24
技术与创新研究所于2018年6月5至6日举
办 “青年科学家创新理念：科学创业”大
会，会议将在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材料
与纳米技术学院举行。 这次科学大会将在
小波兰创新艺术节期间举行，年轻的科学
家，博士生，学生和科学界将参加会议。 
在会议中，他们将展示自己的科学研究，
技术，组织，财务和营销性质的创新解决
方案，其目的是开发和实施新的或改进的
产品，流程或管理和销售系统。 更多信
息： http://iati.pl/iv-edycji-bezplatnej-
konferencji-pt-innowacyjne-pomysly-
mlodych-naukowcow-nauka-startup-
przemysl/  

格利维采成立了波兰 - 德国混
合轻量结构中心
2018-05-24
在格利维采签署了关于建立波兰 - 德国混
合轻量结构中心的协议，来自德国和波兰
的专家及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大的科学家
们将共同对新材料和混合建筑进行研究。 
合作协议由西里西亚理工大学、格利维
采市、卡托维兹经济特区和航空公司联
合会“Bielsko”德累斯顿聚合物技术大
学轻工学院和技术大学Bergakademie 
Freiberg共同签署。 合作将在科学，工
业和自治政府代表之间领域进行，并将帮
助开发用于轻型建筑设计的现代技术。 
该中心的建立是对现代工业对创新材料技

术开发和研究成果快速商业化的期望的回
应。

比得哥什技术大学校园内的电
动车充电器
2018-05-25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校长Tomasz 
Topoliński教授与RAWICOM公司股东
Adam Hłond共同签署了关于在校园内启
动电动汽车快速充电器的合作合同。 大学
的充电点将适用于执行运营和能源测试，
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和RAWICOM已在
该方面合作多年；目前，比得哥什技术与
生命科学大学正在设计一种新型快速充电
器，可使用各种充电系统和标准对车辆进
行充电。 根据波兰波兰汽车工业协会的报
告，目前在波兰约有2千辆电动车；电动车
缺乏的原因之一是允许电动车在波兰公路
上自由移动的基础设施并不健全。

波兰初创公司参加巴黎Viva 
Technology展会
2018-05-28
由Orange Fab加速计划支持的波兰
初 创 公 司 参 加 了 在 巴 黎 举 办 的 V i v a 
Technology 2018国际技术创业博览会。 
在巴黎展会上，他们提出了关于创业的想
法：Whirla为咖啡馆、办公室和购物中心
提出了无线电话充电系统；太阳能工作台
制造商Seedia，NaviParking，专注于优
化和搜索免费停车位的系统；JT Weston
应用程序创建者 Makigami优化耗费时间
的业务流程，如发票。 作为加速计划的
一部分，法国电信公司Orange为测试解
决方案的波兰初创公司提供支持，开发合
作和商业活动模型，为导师和专家提供接
入，并参加会议，展会和国际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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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的生态能源
2018-05-29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
的教学与科学中心和游泳池内的光伏板是
安装在公共设施上的弗罗茨瓦夫最大的光
伏设施。 教学楼和科学中心大楼的整个前
墙位于 Grunwaldzki充满了光伏组件，这
应该可以提供超过80kWp（kWpeak，峰
值功率，最大值）。假设一个朝南的容量
为1kWp的太阳能电池板将在一年内产生
900到1100kWh的电力）。 大学建筑的太
阳能装置对可再生能源研究人员来说是一
个机会 - 科学家和学生进行测量并检查各
种建筑变体的有效性。 弗罗茨瓦夫大学
也注重节约，该建筑已被LED照明取代，
并安装了现代照明和加热控制系统。 更多
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pl/
aktualnosci/47906/na_upwr_energie_
czerpiemy_ze_slonca.html

下西里西亚资本俱乐部授予“
青年才俊”奖
2018-05-29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学生和博士
生参加了下西里西亚资本俱乐部举办的
第三届“青年才俊”竞赛。 竞赛的目的
是促进和奖励在创新和创业活动中取得
重大科学，艺术，社会和体育成功的学
生和年轻科学雇员。 来自生物技术系的
Kinga Pilarska和来自兽医学的Safoura 
R e z a 在 “ 社 交 活 动 的 成 功 ” 类 别 中 获
胜；Żaneta Król博士在 “创新领域的成
功” 类别中获胜；Katarzyna Kornicka
博士和Sabina Lachowicz博士在 “科学
成功” 类比获胜。 第三届“青年才俊”竞
赛的赞助者有弗罗茨瓦夫大学的校长，下
西里西亚资本俱乐部的代表，企业家，地
方和地区当局。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47912/
mlode_talenty_2018_sukces_upwr.html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法律系学生
获得先进的模拟器
2018-05-29
在弗罗茨瓦夫大学法律，行政和经济学
院，创建了“虚拟犯罪室” - 一种先进的
教学模拟器，使用虚拟现实设备，帮助未
来的律师学习其商业活动如在检查或保护
痕迹时的用途。 我们的学生可以“参与”
犯罪现场调查，对其进行详细分析 - 他们
所需要的只是特殊的护目镜。 来自法律，
行政和经济部门的Damian Mroczyński
在大学网站上引用说，由于有两名管制
员，虚拟现实中的同行将收集证据并保护
踪迹。 犯罪室不是“虚拟”大学计划的结
束。 虚拟现实技术中心即将在那里创建。 
虚拟技术的发展是技术转让领域合作的可
能性，以及研究项目的实施和研究成果的
商业化。 更多信息： https://uni.wroc.
pl/studenci-uwr-na-tropie-wirtualnych-
zbrodni/

华沙市中心的圆形大厅安装了
创新的工厂控制系统iPlant
2018-05-29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SGGW）的Hazem 
M. Kalaji博士说，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开发
了一种远程监测iPlant植物生理状态的系
统，能够监测华沙市中心重新装修的圆形
大楼银行大楼墙壁上的植物状况。 Hazem 
M. Kalaji解释说： “远程工厂监控系统基
于叶绿素荧光的无创测量；植物总是改变
荧光，通知他们所受到的压力。 这些信息
可以使用特殊的设备读取。 出现问题时，
发送的信号与最佳值不同。 由于数据监测
我们得知这些植物们还需要一些其他的养
分。“

比得哥什的科学家的
EUROINVENT创意与发明创新
博览会
2018-06-01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的科学家的
发明 “带有滚筒间盘的滚磨机”荣获罗
马尼亚第十届欧洲创新与发明博览会的两

枚奖章。 这项发明由Józef Flizikowski教
授、 Andrzej Tomporowski博士、 Adam 
Mroziński博士和Weronika Kruszelnicka
博士共同研发。发明荣获EUROINVENT 
2018金奖和印尼发明与创新促进协会奖
章。 EUROINVENT博览会致力于通过介绍
技术学校，高等教育机构，研究单位，个
人发明家和公司的活动和成果，致力于在
欧洲推广创意。 此次是波兰第六次参加博
览会并且带去了六项发明；并且此次荣获
六枚奖牌：四枚金牌和两枚银牌。

波兰GovTech - 政府采购对创
新的开放
2018-06-04
波兰GovTech项目已经正式启动，项目
将由七个部门实施：金融，国防，卫生，
投资和发展，创业和技术，内部事务和数
字化。 GovTech项目是FinMinTech项目
的衍生项目，涉及利用程序员帮助财政部
密封税务系统； 竞争对手中选出的最佳IT
专家找到了财务部门的工作机会，并准备
了旨在打击税务欺诈的IT解决方案。 波兰
GovTech将成为一个为中小型公司和创新
解决方案的创业公司提供的公共订单，但
运营规模不允许他们开始招标。

克拉科夫小波兰省创新节
2018-06-04
2018年6月4日起克拉科夫日本艺术与科技
博物馆 “Manggha” 举办的小波兰省创
新节将进行，其主题是社会创新或提高整
个社会群体生活质量的解决方案。 此次活
动将从“创新的社会维度”会议开始，讨
论创新技术和社会层面的边界。 在活动期
间，将会介绍小波兰省的学生和科学家的
发明，您将能够看到一个智能的Find Air吸
入器，它可以让您预测呼吸困难的发作。
这是一种纳米胶囊，提供诸如药物或食品
补充剂等选定物质和地质聚合物 。由火山
凝灰岩制成的非常材料，制造成本低廉，
非常耐用，可吸收水分和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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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 法国华沙大学科学与创
新论坛
2018-06-05
2018年6月12日 “波兰 - 法国科学与创新
论坛” 将在华沙大学图书馆举行；活动
的目的是促进波兰和法国在研究和创新领
域的合作，庆祝法国文化中心和华沙大学
法语研究60年的存在，并强调欧洲研究
计划提供的机会。 活动将从华沙大学科
学事务副主任Maciej Duszczyk博士的演
讲开始，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和法国驻波兰大使Pierre LEVY
届时将会出席。 在会议上，与会者将讨
论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国际化，2013-2018
年波兰 - 法国科学领域合作的平衡和前景
以及初级卫生保健中心的双边计划。 更
多信息： https://docs.google.com/
forms/d/e/1FAIpQLSehAkldQmZOl_
T 2 T Z b n g S f K a D M I s 5 M v 8 s T p g i 1 g -
V7Tf42cRQ/viewform

卢布林理工大学是波兰最具创
新力的大学
2018-06-05
卢布林技术大学今年在“展望”月刊的高
等教育学校排名中被公布为创新的领导
者。 卢布林科技大学校长Piotr Kacejko
说：“这是我们的荣幸。 我们再次站在领
奖台上，并且在创新领域居于首位。 我
们的优势是众多的发明，且作者都是大学
员工和学生。 他们的解决方案已在国内
和国际比赛中多次获奖。子2011年以来，
我们的学生是“学生 - 发明家”竞赛的获
奖者，并在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赢得奖
牌。“ 在过去六年里，在卢布林技术大学
提交了441项专利，其中383项获得了专利
保护权。 就报告的发明数量（2017年为93
件）和获得专利（2017年为71件）和保护
权而言，该大学名列前茅，考虑到每名员
工的申请和专利数量，卢布林工业大学占
据第一名。

2.3亿兹罗提将补助增加波兰药
店的竞争力和创新性
2018-06-06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宣 布 了
InnoNeuroPharm竞赛，目的是到2026年
大力增加波兰制药部门的竞争力和创新，
包括神经医学。目前已为该项目分配2.3亿
兹罗提补助资金。 InnoNeuroPharm部
门计划是由波兰制药业雇主协会和波兰神
经医学创新平台倡导，InnoNeuroPharm
部门计划将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是创新药
物产品、用于医药产品生产的创新技术、
创新诊断方法、在神经医学领域具有实用
诊断预测应用的新生物标志物、患者康复
的创新方法 在神经医学方面和开发支持药
物研究工具。   更多信息： http://www.
ncbr.gov.pl/fundusze-europejskie/
poir/konkursy/innoneuropharm-2018/

波兰学生参加了火星机器人比
赛大学罗孚2018挑战赛
2018-06-06
从琴斯托霍瓦理工大学的火星车赢得了
2018 Rover挑战赛，边第三名是凯尔采理
工大学队，第四名是罗兹技术大学团队。 
世界上最好的火星漫游者设计和引导了琴
斯托霍瓦理工大学的机电设备和机器计算
机设计科学界的胜利学生，并且组成了
PCz Rover团队。 今年在美国犹他州沙漠
地区举办的火星机器人比赛决赛中，来自
10个国家的36个团队参与其中，其中6个
团队来自波兰。 获胜的漫游车获得世界顶
级火星探测器是世界上最好的漫游者。 比
赛的奖项包括在国际火星学会大会的国际
会议上展示机器人的可能性。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获得波兰
智能发展奖
2018-06-07
在波兰共和国专利局的赞助下，波兹南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创 新 与 技 术 转 移 中 心 的
EkoBioFood项目 - PULS PLANTINOVA 
PPNT荣获波兰智能开发奖2018年大学创新
未来解决方案奖。 波兰智能发展奖在全国
范围内得到了欧盟和国家项目中由科研机

构，研究机构和公司参与的最具创新性项
目的奖项；它将赋予以其创新活动和面向
未来的方向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并提高当地社区生活水平的实体。 颁奖典
礼将在2018 Uniejów3.0智能国际发展论坛
期间举行。 http://www.ciitt.up.poznan.
pl/Projekt-ININ,p82.html

TOP 100创新经济 - 科学高等
教育部新项目
2018-06-08
科学与高等教育部推出了“TOP100创新
经济”计划，旨在促进企业家与科学家之
间的合作以及支持科学研究的管理过程。 
根据科学部的规定，参与计划的企业员工
能够完成在国外科学单位或具有从事研发
活动经验的企业的实习。 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强调，加强科
学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合作是高等教育部最
重要的设想之一，没有科学产出就没有发
展波兰经济的可能。 科学部将分配超过
1500万兹罗提的资金用来实施计划。 更
多信息： https://www.nauka.gov.pl/
komunikaty/uruchomienie-programu-
top100-innowatorzy-gospodarki.html

寻找想要在波兰开发技术的外
国初创企业
2018-06-08
波兰企业发展署选择了六家公司（加速
器）开展试点波兰项目，他们在寻找愿意
在波兰发展技术的年轻企业家。 企业发展
署为该计划分配了3000万兹罗提资金。 所
选中的公司为：Blue Dot Solutions、波兰
创业中心基金会、Huge Thing另类投资公
司格但斯克创业基金会、AD Ventures和
Brinc Limited。 他们的任务是寻找和资助
可在波兰开发技术的外国青年技术团队。
项目由波兰企业发展署负责，被选中的公
司（加速器）将获得由项目提供的资金。 
波兰企业发展署强调到：“波兰初创企业
的发展潜力很大。 到2023年，他们将创造
高达22亿兹罗提，由他们创造的就业岗位
数量将达到5万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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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经济发展论坛成立
2018-06-08
工业发展署设立了创新经济发展论坛，宗
旨为在国家的积极参与下为促进科学和商
业合作创造条件。 根据工业发展署提供
的资料，论坛活动将侧重于识别突破性技
术，且具有全球商业化的最大潜力。 论
坛还将在机电一体化，信息通信技术，造
船，航空航天，汽车和3D打印等领域创
建专门的“创新生态系统”。 创新经济发
展论坛的主席为来自剑桥大学的Tomasz 
Szejner博士。

弗罗茨瓦夫大学SCALINGS研
究项目
2018-06-08
科 学 与 创 新 融 合 社 会 的 途 径 和 局 限
（SCALINGS）项目已经开始实施，来自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小组参与了
这个项目。 SCALINGS项目是作为竞赛的
一部分实施的，旨在让社会参与科学与创
新的共同创造以及负责任的科学与创新（
正确的研究与创新 - RRI）的发展。 波兰团
队将研究实施新技术的经济和财务方面 ，
特别是城市的可再生能源。 项目执行团队
包括35个欧洲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埃
因霍温理工大学、丹麦理工大学、洛桑高
等理工学院、巴黎矿业学院、维也纳自然
资源与生命科学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和社
会创新交流中心。

下西里西亚网络安全集团成立
2018-06-08
由弗罗茨瓦夫技术大学倡导设立了下西里
西亚网络安全集团，网络安全集团的主要
任务的是对于关键IT资源的保护和安全以
及安全软件的设计和开发。 网络安全集
团的任务将涉及以下领域：保护和保护机
构，业务系统和工业控制; 管理，法律和
审计 - 管理安全和风险分析团队，并根据
适用法律规定对最重要的IT系统进行技术
审计; 取证科学 - 从数字系统中获取和分
析证据以找到与信息和信息系统安全相关
的痕迹和获取证据以及电磁安全。 创建
者还宣布将识别和评估信息系统中潜在

的攻击和漏洞以及实施的防御系统。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nowy-klaster-zadba-o-
bezpieczenstwo-w-sieci-10884.html

AGH理工大学在克拉科夫参与
创建新钻探技术
2018-06-11
AGH理工大学和波兰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已
完成MiniDrill项目的第一个示范阶段，项
目旨在开发新的钻井技术。 这项新技术可
以提高碳氢化合物产量并降低钻井成本， 
创新技术涉及使用高压水射流钻大量平行
的小直径孔。 石油和天然气学院的院长
Rafał Wiśniowski教授表示，该学院的员
工已经创造了超过50年的钻井技术创新解
决方案；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可能钻入
以前未开发的新地区，如海洋深处或外星
天体。 目前，在获得地球上液态资源领域
改善现有和创造新的解决方案非常重要。

在MOTO POWER竞赛中，西
里西亚理工大学获得400万兹
罗提补助资金
2018-06-11
作为投资与发展部组织的MOTO POWER
竞赛的一部分，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获得了
400万兹罗提的补助资金。 作为“西里西
亚理工大学汽车行业教育领域研究中心”
的项目的一部分，五个教育计划在波兰资
格框架的第五级进行计划和测试。计划将
起到衔接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水平的职业
教育之间的桥梁的作用。 教育计划将在五
个领域实施：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电力
系电力学、交通工具、机械工程和管理与
生产工程。

沃姆扎创新公司信息会议
2018-06-12
2018年6月13日上午10:00将在沃姆扎工业
园区举行一次关于支持开展创新项目的公
司的信息会议，届时投资和发展部副部长
Adam Hamryszczak将出席会议。 活动
期间，参与者将学习有关的业务支持方案
智能创新项目，波兰东部计划和区域计划

的波德拉谢省支持企业发展的原则。 研讨
会结束后，将与执行欧洲基金的机构的专
家进行个别磋商。

关于商业，经济和工作的微观
研讨会
2018-06-14
2018年6月15日，在罗兹大学校长和罗兹
省省长的主持下 “商业，经济和工作的超
级化” 研讨会将在罗兹经济特区举行。 
研讨会将试图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超级
传播如何影响商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新一类的“随需工作者”会给我们带来什
么？ 在研讨会期间，将解决以下问题：确
定创建并破坏传统业务模式的新解决方案
和商业模式; 预测“优化”对公司就业，
支付系统，法律法规和市场活动的影响; 分
析变化中的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和威胁。 
更多信息： http://pam.uni.lodz.pl/w-
pam-center/uberyzacja

别尔斯克 - 比亚瓦的技术和人
文科学院的学生赢得了紧急医
疗护理竞赛
2018-06-14
别尔斯克 - 比亚瓦的技术和人文科学院的
学生获得了第九届全国紧急医疗服务大学
竞赛， 雅盖隆大学是今年参加锦标赛的组
织者，共有25个团队参加了比赛。 在比赛
期间，学生必须展示医疗救援行动领域的
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团队必须完成八项
任务，并提供广泛的医疗场景。 救援人员
必须处理，其中包括由于使用药物而患有
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患者，一名12岁儿童的
腹部枪伤以及支气管哮喘发作。 这是波兰
别尔斯克科技与人文科学院历史上的第三
个冠军，明年的第十届比赛将在别尔斯克 - 
比亚瓦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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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机器人获得了克拉科夫
AGH理工大学的学生证
2018-06-15
机器人索菲亚在克拉科夫举行的中欧和东
欧最大的新技术大会特邀嘉宾中获得了
AGH理工的学生证，索菲亚首次访问波
兰，去年获得沙特阿拉伯公民身份，成为
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 克拉科夫AGH理
工大学发言人Anna Żmuda-Muszyńska
说：“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与基于AI
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相关的高级工作。” 
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副校长Jerzy Lis亲
自将这个学生证交给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
人，他强调说：“除了它的象征性表达
外，这个也是对世界的信号，AGH理工大
学经常代表和培养的技术科学已经准备好
迎接人工发展的挑战情报。” 副校长还补
充说：“深化与实施人工智能相关的问题
是大学的必须和责任，从一开始就旨在应
对未来的挑战。”

Gowin：投资人工智能是永远
投资于人类
2018-06-15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在影响力18会议
期间说：“投资人工智能便是永远投资于
人类，人类是智能机器的创造者；这是确
定我们行动的方向，也是政府的方向。 首
先，我们必须投资于有才华的人。” 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长强调的那样，重大改变
主要是文明的，波兰必须在这场全球竞赛
中利用其机会和潜力。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说：“波兰已经成为技术人才的基
地，我们的开发人员是世界领导者。 我们
在计算机奥运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我们的
年轻科学家和IT专家在国际比赛中一次又一
次赢得比赛并且获得了资助。 在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我们试图为他们创造最好的发
展条件。”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不同环境
的宏基因组” 科学研讨会
2018-06-15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生物与环境科学学院将
于2018年6月28 - 29日举办第三届全国科

学研讨会 “不同环境的宏基因组”。 本次
研讨会的目的是总结当前的知识，并介绍
宏基因组学，微生物学，遗传学，不同环
境中微生物与大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
对微生物学，生物技术，农业和环境保护
发展的重要性的最新进展。 会议期间，将
介绍和讨论各科学中心开展的研究成果。 
科学研讨会的共同组织者是华沙生命科学
大学，卢布林玛丽亚居里斯科沃斯卡大学
和波兰科学院的生物学研究所。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实施 “
从零开始编程”项目
2018-06-18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一年来一直在实
施“从零开始编程”项目，大学在“让
孩子们自主思考：从零开始学习数学和
编程”会议期间总结了这一年来的项目活
动。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获得了波兰数
字计划的资助，用于“发展比亚韦斯托克
和索科尔斯基县1-3年级的教师和学生的数
字能力”。 该项目由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
学IT部门实施直到2019年底，项目价值超
过100万兹罗提。 方案的主要目标是在比
亚韦斯托克和索科尔斯基农村的农村和城
乡公社推行1-3所小学班级的课程（以课
外活动的形式，以及更长期的综合教育内
容）。 作为课程的一部分，早期教师可以
获得教授编程所需的技能。

波兹南医科大学学生开发的健
康应用软件
2018-06-18
波 兹 南 医 科 大 学 医 学 院 的 学 生 P i o t r 
Danielewski开发了一款手机应用程序，
可让学生学习听诊的基本知识。 “自我诊
断”移动应用程序包含肺部和心脏的生理
和病理声音。由于这个应用软件您可以扩
大正确的听诊技能，并获得有关给定声音
的来源和特征的信息。 该应用程序还为您
提供了测试知识的机会，包括两种有关声
音识别的问题以及有关其病因和特征的信
息。 问题分为心脏病学和肺病学两部分。 
应用程序得到了波兹南大学专家的一致好
评，Szczepan Cofta博士（肺病学）和
Przemysław Mitkowski博士（心脏病学）

都对这个软件给出了非常不错的评价。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为
残疾儿童设计了运通轮椅
2018-06-18
作为与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联合举办的行
动的一部分，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
准备了大约30种残疾儿童轮椅设计。 比
赛的发起人之一Tomasz Zatoński 博士
说：“我们认为为残疾儿童创造一种特殊
的轮椅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我们无法自己
单独完成，所以我开始与弗罗茨瓦夫理工
大学的科学家合作。” 残疾儿童的运动轮
椅必须安全舒适，保护脊椎，并在转弯和
不平坦的地形中提供稳定性。 轮椅的结构
还应具有耐受性和轻便性，防风雨，易于
组装，并配备机电一体化诊断系统，保证
在运动时作到减震和对重量过载的处理。

罗兹理工大学开设了一个帮助
设计智能建筑的实验室
2018-06-19
在罗兹理工大学电气系开设了智能家居
Grenton系统实验室，实验室将帮助学生
们深入学习楼宇管理系统的概念，设计和
编程。 该实验室与创新型楼宇自动化系
统的领先设计者和制造商之一克拉科夫的
Grenton公司共同合作建造；实验室已配
备格伦顿驱动程序，它可以让您可视化系
统对实物的影响。 智能家居Grenton将被
列入波兰独特方向的智能建筑控制系统课
程中，该系统允许学生获得跨学科能力，
以便在智能和节能建筑的管理系统的设
计，编程和集成领域有效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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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dziński对零排放总线技术
的研究
2018-06-21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
在接受Energetyka24采访时说：“研究零
排放公交车技术的发展不仅会改变波兰城
市的形象，甚至还会改变波兰科学家 。” 
副部长Dardziński补充说到：“我们想制
造一辆公共汽车，允许发展健康，公共友
好的公共交通工具，那就是一辆零排放的
公共汽车 。 这应该教导所有大城市的居
民，也包括小城市，那些在这些城市进行
研究的科学家，由公共税收维持的科学家
应该记住，他们的研究不应该仅仅专注于
当地问题。”

年轻的科学家已经获得沙滩足
部清洁设备的专利
2018-06-22
西里西亚大学发言人Jacek Szymik-
Kozaczko通知到：“来自西里西亚理工大
学和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毕业生设计
了一种足部清洁装置，主要用于离开海滩
的人。 该设备已被专利保护覆盖，设备同
样可以用来清洗泳池使用者的足部。” 作
者解释到，通过使用杀菌剂和杀真菌剂或
材料，能够对离开海滩、泳池空间或裸脚
的人群进行一次真菌消毒。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赢得了2018
年创业大赛
2018-06-22
来 自 格 但 斯 克 理 工 大 学 的 学 生 的
MedTagger项目获得了最佳商业创意，这
是一个由电子，电信和计算机科学系学生
创建的收集和标记医疗数据的平台。 获奖
项目将学习与商业相结合;它的主要设想是
创建公开和开放的数据集，以便开发医学
领域的人工智能。 这个想法是在云中提供
平台，并提供一组志愿者来标记图像。 获
得第二名的是化学小组的PiaŻel项目，这
是一种由聚氨酯泡沫和吸收液体的水凝胶
制成的高能材料。 获得第三名的是Stripes 
Care项目，这是一种创新的身体护理产
品。 该产品与脂肪团相抗衡，其创新是基

于使用红茶咖啡因提取物。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
的媒体交流中心成立
2018-06-25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媒体传播
和信息科学中心正式成立， 副总理兼科
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出
席了仪式。 媒体交流中心将于2019年第
二季度投入使用，凯尔采大学的三个人文
学院届时将加入其中。 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共拨发了1800万兹罗提建筑费用。 副
总理Gowin在仪式期间强调，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是波兰发展最快的大学
之一，在过去十几年中，该大学已加入我
们国家最好的大学。 副总理Gowin说：“
作为一个哲学博士，让我感到特别高兴的
是新大楼将为人文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与社会科学一起，他们是建立国家意识和
与另一个人的关系的基础。”

波兰麻省理工学院企业论坛计划
2018-06-26
波兰麻省理工学院企业论坛是波兰最大的
技术创业加速器之一，基于麻省理工学院
的技术知识（know-how）信息，新一届
的论坛计划招募已经正式开始。 根据波兰
麻省理工学院企业论坛（MIT Enterprise 
Forum Poland）的资料，在青年创新奖
CVC竞赛中获奖的初创企业通过向来自美
国的投资者展示他们的技术及创业想法，
将有机会获得波兰和国际公司的支持，
并获得10万兹罗提的奖金。 新一届波兰
麻省理工学院企业论坛计划的新颖之处
在于InsurTech，旨在为初创企业开发可
用于保险行业的技术。 报名可以2018年
7月10日之前通过以下网站进行： www.
mitefpoland.org

第十八届innoSHARE大会：让
我们鼓舞波兰
2018-06-26
6月27日至29日在华沙文化科学宫举行的
第十八届innoSHARE大会的主题是 “让我
们鼓舞波兰” 。 来自十几个国家的近千名

人士将分享他们在创新发展与合作，科学
与商业合作，商业国际化，创业与独立发
展，研究与创新技术商业化或开创性研究
领域的知识与经验。 本次活动主办方是波
兰创新基金会，主办方希望通过会议找到
创新者，科学家和企业家和初创公司的国
际网络，以促进国际和科学。 会议将涉及
以下领域：人工智能，空间技术，电子，
生物技术或现代材料。来自波兰的科学家
和企业家也会参加此次会议，并且展示他
们创造新技术，开展开创性研究。 更多信
息： http://www.innoshare.pl/

来自弗罗茨瓦夫小学的学生获
得了发明学院的奖项
2018-06-26
来自弗罗茨瓦夫第25小学的学生关于支撑
婴儿车的驱动系统的设计赢得了发明学院
的奖项。 发明学院旨在唤起年轻人对科
学的兴趣，并鼓励他们进行创造性思考；
这是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第八次加入该项
目。在今年的比赛中，评审团认可了由弗
罗茨瓦夫25小学的学生设计的独立驱动系
统支持婴儿车的设计。 婴儿车的驱动由两
个电动马达提供动力并且根据前行的速度
来调节婴儿车的动力 设备是较安全的，
当您的手指离开启动按钮时，电机会自动
关闭。学校将收到5000兹罗提的奖金用
于装备技术工作室。 更多信息： http://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gala-inalowa-akademii-wynalazcow-
boscha-na-pwr-109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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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切青大学与Szajna 光学实验
室签署合作协议
2018-06-27
什切青大学已与Szajna 光学实验室签署合
作协议，合作承担开展教学课程的合作，
为大学提供有关行业概况的信息资料，咨
询创建和修改与眼镜光学相关的研究计
划，联合举办研讨会，专题讨论会，展览
和实践活动。 眼科光学是培养实用技能非
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因此，在实验室和实
践中进行的大量班级在具有光学轮廓的公
司中进行；需要与雇主进行合作，这些雇
主是配镜师，实验室，以及波兰和全球生
产镜片以及光学材料和设备的公司。 在这
之前，什切青大学与当地企业家和业内的
全球性公司以及波兰盲人西波美拉尼亚区
协会签署了协议。

华沙理工大学的华沙设计工厂
项目
2018-06-27
华沙理工大学已经开放华沙设计工厂的创
新管理和技术转移中心，该中心将帮助学
生和大学工作人员创造创新并开展与环境
的合作。 华沙设计工厂的目标是建立一
个现代化和创新型大学，拥有具有开发及
创造行的跨学科年轻科学家和学术人员
的团队。 华沙设计工厂将为学生和员工
举办课程，研讨会，培训和计划。 在这
里实施的项目是促进科学和商业之间的合
作以及华沙理工大学教职员的教学技能的
发展，并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 更多信
息： https://www.wdf.pw.edu.pl/

国家研究发展中心与能源公司
合作开发零排放运载工具
2018-06-27
国家研究发展中心与Enea SA、Energa-
Operator SA、PGE Dystrybucja SA和
Tauron Dystrybucja能源公司共同签署了
一份关于在波兰开展电动交通的合作意向
书。 根据发起的e-VAN计划开展的合作目
的为开发一种创新的无排放运载工具；运
载工具将适应能源公司的需求，用于执行
日常任务。 作为合作的一部分，将建立一

个项目团队来协调包括研究和开发在内的
所有活动。 “e-VAN”项目计划于2022年
完成，由于该项目将创建的运载工具将被
订购并纳入属于签署人的团队。

来自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的教授
在国际会议上取得成功
2018-06-28
Sławomir Smyczek教授、卡托维兹经
济大学Aleksandra Burgiel教授Jolanta 
Zrałek博士在罗马举行的全球商业研究
研讨会（GBRS）国际会议上荣获 “最
佳论文奖” ；Smyczek教授还因为编
写最佳论文评论而获得 “最佳讨论者” 
奖。 今年由圣彼得堡举办的国际GBRS
会议的主题是“商业的未来：技术，创
新和监管”。获奖文章是由 Sławomir 
Smyczka教授撰写的 “消费者的可持续
消费和价值”、Aleksandra Burgiel教授
个Jolanta Zrałek博士的文章“基于访问
的消费：其技术决定因素和对未来业务的
影响 - 波兰例子”将在国际期刊“商业评
论”上发表。   更多信息： https://www.
gbrsconference.org/

生活便捷软件赢得了Samsung 
LABO计划
2018-06-28
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理工大学的第三届
LABO计划已经完成，计划旨在帮助学生
开始职业生涯，成为当地企业家创意和项
目的温床。 获得第一名的是Rambler，
这是为飞行员和导游所设计的软件；通过
这个软件您可以快速轻松地与旅游团队的
成员取得联系，并创建并共享旅行计划或
笔记。 获得第二名的是Clever Tracker，
使用这个软件可以在大巴和酒店预定座位
和房间。第三名GYM4YOU，通过这个
软件可以快速找到健身房，私人教练和营
养师。 Samsung LABO是三星公司与理
工大学及当地政府共同签署的合作协议成
果，Samsung LABO旨在培养学生的数字
化战略能力，并支持建设知识经济。  

瓦尔米亚马祖大学研发健康奶
酪食谱
2018-06-29
位于奥尔什丁的瓦尔米亚马祖大学食品科
学学院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新成熟奶酪的
配方，新配方必须为健康食品配方且旨在
为患有疾病的人们提供。 奥尔什丁大学
实验室已经开发了十几种成熟奶酪配方，
其中包括著名的克罗地亚奶酪市场。 这
一次，为“心脏和糖尿病患者”开展的
奶酪工作正在进行中。 根据奥尔什丁大
学的研究，由食品科学学院科学家开发的
奶酪配方符合食品生产技术的最新趋势。 
Justyna Żulewska博士解释到： “如今，
乳制品进入特定的消费者群体是一种时
尚。 我们希望响应市场的需求，这就要求
食品也具有健康特性。 我们的酪蛋白含量
增加的奶酪是针对有心血管疾病及心脏病
人群而研发的，且目前在波兰市场上还未
出现这种奶酪。” Justyna Żulewska博士
研发了了生产新奶酪的工艺流程。

琴斯托霍瓦理工大学吉普赢得
了2018罗孚挑战赛
2018-06-29
由琴斯托霍瓦理工大学机电设备和机器计
算机设计科学界的学生设计和制造的火星
漫游者获得2018大学罗孚挑战赛。 来自世
界各地35支队伍的500多名学生参加了美
国犹他州南部火星沙漠研究站的比赛。 来
自琴斯托霍瓦的学生的建设赢得了胜利。 
理工学院超过了密苏里科技大学队的防守
队员超过30分；赢得第三名的是凯尔采理
工大学团队。 获奖团队的领导者是来自
琴斯托霍瓦大学机械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学
院的学生Piotr Ptak，整个项目由Dawid 
Cekus教授负责指导。 更多信息： http://
urc.marssociety.org/home/urc-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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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舒夫理工大学获得了东欧国
家高等学校的赞助
2018-06-29
两所大学将在科学和教育领域开展合作，
推动现代解决方案和创新与创业的科学
研究 由热舒夫科技大学校长Tadeusz 
Markowski教授和Przemyśl东欧国立高等
学校校长Paweł Treler博士共同签署了
合作协议，协议旨在教育质量领域开展合
作，创建和开展研究生课程，增加培训课
程和培训。 合作协议还包括联合发组织
和发展与外国大学，特别是来自东欧的联
系。

什切青海事大学建立了一艘无
人驾驶船的模型
2018-07-02
什切青海事大学海洋工程和船舶制造系的
研究人员建立了生态无人驾驶船的模型。
驱动器可以很快安装并且测试将在水上开
始。 光伏电池和燃料电池将用于供电。 
在模型构建的同时，实验室（计算机）在
自主控制系统上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完成
后，系统将安装在模型中。 试验和测试将
在什切青海事大学的试验水域开始。 在成
功完成自主控制试验后，将建造另一个无
人驾驶车辆模型，并将对浮动无人船舶之
间的信息交换进行测试。 然后，将开始研
究和设计生态无人运输船。

瓦米亚马祖里大学与波兰米其
林建立双向教育
2018-07-02
从2018年10月起，位于奥尔什丁的瓦米
亚马祖里大学将与波兰米其林共同合作展
开双向教育； 6月28日，首批获得该双向
教育计划资格的学生收到了名单。 这些
研究将在奥尔什丁大学技术科学学院和经
济科学系进行。 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是第
一所将这种教育模式融入教学课程的波兰
大学。 奥尔什丁米其林工作人员Agata 
Trzcianowska在大学电台的讲话中解释
说：“这是一种新的学习方式，我们为学
生提供双向的学习机； 这意味着他们通常
会执行他们作为雇主加入的学习计划，这

部分在我们的工厂完成。 由于这个原因，
学生们可以在实践中面对他们在大学里理
论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图书馆的数字革命
2018-07-03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图书馆拥
有了一个新的多搜索引擎工具，搜索引
擎将用于搜索图书馆资源的“窗口”和
HAN（隐藏自动导航器），新的远程访问
电子资源。 现有的图书证将由员工身份证
取代。 借助多搜索引擎，用户可以在一
个地方搜索所有资源、打印和获取电子搜
索结果、访问电子书、杂志和数据库的全
文，从所有目录订购书籍以及检查图书馆
帐户的状态。 HAN系统将为大学员工，博
士生和大学学生提供对网络和大学网络外
部的电子资源的访问。 它可以在世界任何
地方全天候提供，可在计算机和智能手机
上使用。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
upwr.edu.pl/aktualnosci/48052/nowe_
narzedzia_w_bibliotece_rewolucja_w_
przeszukiwaniu_zasobow.html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的博士是
Polpharma科学基金会竞赛的
获胜者
2018-07-03
来 自 弗 罗 茨 瓦 夫 大 学 生 物 技 术 系 生 物
化学系的Aleksander Czogalla博士
赢得了Polpharma科学基金会竞赛。 
Aleksander Czogalla博士获得了51万兹
罗提的补助金用于实施 “设计，制造和检
查用于抗癌疗法的新TP53基因载体的有效
性” 研究项目。 今年竞赛的主题是医学生
物技术过程的发展和优化；拥有博士学位
的科学家可以参与优化现有的药物制造方
法 - 或潜在的生物技术药物; 创造新的，更
好的表达系统; 生物技术过程的数学模型，
使其能够优化和控制; 改善生物技术过程的
设备或技术解决方案。

西里西亚大学已经为制备聚醚
二醇的新方法申请了专利
2018-07-03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获得
聚醚二醇的新方法：聚醚二醇，将用于生
产聚氨酯的产品，尤其是鞋类，汽车，
家具和建筑行业；新研究方案已经获得
专利。 新方法能够使用更有效的分子量
增加的聚合物可以降低工艺能耗，减少
副反应。 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聚醚二醇可
用作表面活性剂，润湿剂，润滑剂和抗
冲改性剂并且产生冲击强度。 新方案共
同研发者为Zbigniew Grobelny博士和
Kinga Skrzeczyna硕士，以及关于材料的
计算机科学和科学系的Andrzej Swinarew
博士、Justyna Jurek-Suliga博士和
Jadwiga Gabor硕士。

波兰发展基金会为视频游戏作
者提供十万兹罗提的支持
2018-07-04
你想创建一个视频游戏并且需要投资者支
持你的想法吗？想要获得高达十万兹罗提
的资金来实现你的想法吗？ 波兰发展基
金会宣布，第四届ARP游戏加速器已经正
式开始。ARP游戏加速器专门为具有有趣
而独特的想法，同时具有很高的创造力的
团队提供。至少拥有两个有国籍的且有机
会并愿意在波兰建立公司的志愿者均可以
申请参加ARP游戏加速器。 报名申请截
止2018年7月31日。 更多信息： https://
www.startup.pfr.pl/pl/aktualnosci/
ruszyla-4-edycja-akceleratora-arp-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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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技术在卡托维兹的发明
和创新博览会上获奖
2018-07-04
由比得哥什研究人员研发的用于支持儿
童上肢虚弱力量的3D打印技术的被动外
骨骼在卡托维兹举行的第11届国际发明
创新产业展INTARG 2018中获得三项大
奖。 托伦哥白尼大学医学院和比得哥什
的Kazimierz Wielki大学的联合项目赢得
了卡托维兹大奖赛，白金奖（连同投资和
发展部长的文凭）以及克罗地亚代表团颁
发的特别奖。 外骨骼应该支持儿童的肌
肉活动，并有可能将其应用扩展到成年
人。 由于使用3D打印，每个外骨骼都是
根据未来用户的尺寸单独制作的， 3D扫
描作为个性化治疗（患者定制治疗）的一
部分。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5533

第一届“双重学位”比赛
2018-07-04
随着新学年的开始，几十所波兰大学的学
生将获得将理论课程与商业就业相结合的
新机会。 作为第一届“双重学位”竞赛
的一部分，波兰政府将播发超过1.23亿波
兰兹罗至各波兰大学。 在“双重学位”
竞赛中共提交了84份申请，69份项目获
得了资助资格。 华沙考明斯基大学的项
目在竞赛中获得评分最高，该项目将在研
究生领域的卫生经济和大数据分析领域
以及西里西亚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
械和机械工程领域的研究生双学位中实
施；罗兹理工大学的项目排名第二位，
作为研究生实践设计领域的一部分，学
生们将获得知识和专业经验。获得第三
名的是位于波兹南的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项目将在新专业动物营养和饲料生产
中实行。 更多信息： http://www.ncbr.
gov.pl/fundusze-europejskie/power/
aktualnosci/art,6310,informacja-o-
wynikach-oceny-merytorycznej-w-
konkursie-nr-powr-03-01-00-ip-08-00-
duo18-na-studia-dualne-dotyczace-
opracowania-pro.html

支持汽车创新的初创企业
2018-07-05
第二届Impact Connected Car加速器项
目已经正式开始，如果您有关于汽车行业
创建创新解决方案，那么欢迎您来参加项
目计划。最多可获得项目支持资金60,000
欧元。 Impact Connected Car计划是一
项国际加速计划，旨在为初创企业提供智
能汽车领域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安全和
保障，驾驶员辅助，有效导航或车辆管理
等方面。 计划参与者不仅可以获得财务支
持还可以获得业务和技术指导或附加服务
（包括法律和营销）。 申请应在2018年10
月18日之前提交。 IMPACT Connected 
Car 项目的负责人是FundingBox 有限责
任公司，另外一个项目合作伙伴是波兰
企业发展局。 更多信息： https://www.
startup.pfr.pl/pl/program/akcelerator-
impact-connected-car

AGH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已经建
造了一辆电动赛车
2018-07-05
7月5日星期四，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的
学生将展示他们最新的项目：电动赛车。 
克拉科夫大学的发言人Anna Żmuda-
Muszyńska说：“AGH赛车队工作的
学生将展示一台由近千个锂离子电池供
电的赛车，学生们将在下周 参加荷兰国
际方程式学生比赛期间测试最新设计的
全部潜力。” 更多信息： www.bit.ly/
PremieraBolidu

哥白尼大学科学家发明的一种
创新型血管内支架
2018-07-05
哥白尼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的“加速植入
部位愈合，减少血栓形成的血管内支架”
发明在2018 INTARG 国际发明创新大会上
获得了金奖。 这项屡获殊荣的发明是血管
内心脏病学的革命性产品，血管内支架是
一种血管内支架，用于植入血管狭窄部位
以维持其适当的光照。 Maciej Gagat博
士Dariusz Grzanka博士和Alina Grzanki
教授还荣获WIIPA世界发明知识产权协会

和布加勒斯特科技特别奖。 本发明将通过
球囊血管成形术和支架植入增加血管舒张
程序，尤其是冠状动脉的功效，并能够有
效减少术后并发症。   更多信息： https://
www.umk.pl/wiadomosci/?id=25538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从废催化
剂中回收钯的新方法
2018-07-05
西里西亚大学、格利维采有色金属研究所
和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研究人员共同
开发了一种从废催化剂中回收钯的新方
法。 来自三个中心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发
出一种有效且经济有效的方法，通过在硅
胶上吸附随后用硫酸（VI），硝酸（VI）
和盐酸处理后从过度工作的催化剂中回收
钯，从而回收钯。 四氯乙烷的形态最终转
化为二氯化钯，这是合成均相催化剂最方
便的原料。 由于专利保护所涵盖的解决方
案，可以将回收的金属重新用于生产新催
化剂，这将降低其生产成本并减轻对自然
环境的负担。

奥波莱大学临床医院设有混合
手术室
2018-07-05
在奥波莱的大学临床医院开设了一间混合
手术室，该投资结合了手术室和机柜的元
素，用于低侵袭水平的治疗，并且将显著
提高患者的安全性。 混合手术室是外科医
生，心脏病专家，心脏外科医生和麻醉师
可以同时工作的地方。 手术室进行经典开
放手术与微创手术相结合的治疗。 同时
会允许微创手术并加速诊断，减少手术时
间。 混合手术室为患者的安全做了显著提
高，如果在手术过程中发现需要打开患者
某个部位并进行传统手术，可以立即完成
无需将其运送到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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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创新网络计划的资助申请
2018-07-06
截止2018年7月31日，各位均提交申请以
获得开放式创新网络计划中的技术转让补
助金。 根据工业发展署报道，作为开放式
创新网络计划的一部分，微型，中小型企
业可以申请技术转让补助金。赠款可分配
给与购买有关的活动：专利，技术诀窍和
其他知识产权（专利申请，实用新型，实
用新型申请，工业品外观设计，工业品外
观设计，版权，受保护植物物种权利，地
形 集成电路）。 根据该计划，申请人可
以获得高达20万欧元的财务支持。 更多信
息： https://siecotwartychinnowacji.
pl/transfer-technologii/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创
建了公寓管理应用程序
2018-07-06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一名学生创建了以
简单的方式结算账单，并允许控制家庭预
算的应用软件。 软件不仅可以由业主和物
业经理使用，也可以由租户使用。 应用
程序的创建者Paweł Abramowicz解释
到，Naym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自己经历的
结果，因为在他的学习期间，他与六个室
友住在一起。 该应用程序以简单的方式结
算账单，制定住宅预算，自动计算每个租
户的应收账款，并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提
醒即将到来的付款日期。 Naym还将帮助
公寓的业主和经理精确计算月费，包括出
租费用，电力和水。 只要在表格中输入适
当的金额就足够了，应用程序将自行计算
应收账款，并向所有租户发送具有确切金
额的电子邮件或短信。 更多信息： http://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naym-apl ikacja- -ktora-pomoze-
zarzadzac-mieszkaniem-10917.html

比得哥什科学家在INTARG 
2018获得金牌
2018-07-06
来自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的团队在卡托
维兹的INTARG 2018年大会上获得两枚
金牌。 Marek Macko教授和Zbigniew 

Szczepański工程硕士因光固化牙科植入
物的开发而获奖。 Joanna Paciorek-
Sadowska教授、Marcin Borowicz
工程硕士、 Bogusław Czupryński教
授、 Joanna Liszkowska博士、 Ewa 
Tomaszewska工程硕士因为用于开发用于
废弃物管理的亲生态工业技术，用于建筑
行业生产聚氨酯的聚（乳酸）作为替代多
元醇原料的项目获得金牌。 INTARG的特
点是跨学科，它们在生态学，医学或IT领域
展示了广泛的新颖性，以及针对各种行业
和日常用品的新解决方案。

华沙理工大学学生创建了监控
空调应用程序
2018-07-09
由华沙理工大学学生研发的用于监测空气
污染的现状“Płockostan”程序赢得了
今年城市编程竞赛的第一名。 应用程序由
Łukasz Skarżyński、Bartosz Barwikowski
和Konrad Daroch三名学生组成的团队
创建，程序主要用于支持城市居民快速
获取有关当前空气污染状况的信息。 此
外，它还监控并警告导致城市无法预见的
通信困难的故障和事故。 今年的城市编码
Hackathon Płock竞赛的主题是：移动
性，安全性和创业精神。 2018年7月，在
与项目作者会面后，组织者计划继续实施
申请。

波兰DEESIS已到达国际空间站
2018-07-09
波兰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工程师参与建设
的DESIS仪器已由Dragon号飞装载抵达
至国际空间站，该装置将用于卫星观测地
球。 DLR地球传感成像光谱仪DESIS的作用
是对我们的星球进行高光谱观测，这意味
着在235个电磁辐射范围内同时成像地球表
面。 波兰工程师负责了DESIS-POI系统的
设计和实施，该系统控制和定位可移动传
感器输入镜。 这面镜子是DESIS的第一个
组件， 镜子的任务是将辐射引导到仪器的
另一部分，包括下一个镜子和望远镜。

为女性初创企业提供的跨欧盟
WBA计划
2018-07-09
截止8月20日，各位初创公司的创始人或
经理或者所属产品针对女性并且需要赞助
资金，欢迎大家提交参加初创公司Cross 
EU WBA计划（女性商业天使），并在
Business Angels上展示您的商业创意。
来自波兰、德国、西班牙、希腊和斯洛伐
克的企业均可以申请参加。 参与Cross EU 
WBA计划的候选人必须在开发的早期阶段
代表一家初创公司（成立不到三年）且必
须拥有自己的想法或创新的完全版权。 参
加跨欧盟WBA计划必须满足其中一个条件
的初创企业：初创企业的创始人是女性; 初
创经理是女性; 女性是公司产品或服务的目
标消费者。 项目参与免费，但参与者必须
自行承担旅行，住宿和膳食的费用。 如果
您的申请得到积极评估，2018年9月19日
您将有机会向Business Angels提出您的想
法。 更多信息： http://www.parp.gov.
pl/crosseuwba

波兰第一份致力于创新的报告
2018-07-10
波兰创新联盟基金会和Crido公司的专家
编写了关于波兰创新箱机制的第一份报
告，他们收集了十几个欧洲国家和以色列
的创新箱实施案例研究。 波兰创新联盟
基金会主席Dagmara Krzesińska的报告
导言中写道：“波兰的企业家已经可以从
研究和开发的救济中受益。还需要补充的
是创新盒子， 这是波兰语中关于这个主
题的第一项研究。 该工作组的灵感来自
工作组的工作，许多组织的代表分享了他
们的知识和经验 。” 创新箱机制（在一
些国家以专利箱，知识产权箱或IP箱名称
运营）是一项税收激励措施，允许您通过
研发产生的知识产权商业化收入的企业支
付低得多的所得税。 更多信息： https://
koalicjadlainnowacji.pl/wp-content/
uploads/2018/06/Raport_Innovation_
Box_KPI_Crid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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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得哥什科技与生命科学大学
的发明在Třinec获奖
2018-07-10
比得哥什科技与生命科学大学的两项发明
在捷克Třinec举行的2018年发明专利和发
明技术创新展览会上获得金奖。 获奖发
明由技术和化学工程系和机械工程系提交
的项目。 获得第一枚金牌的项目是由技
术与生命科学大学的Marek Domoradzki 
教授、Wojciech Poćwiardowski博士
和Joanna Szulc硕士共同研发的“用螺
旋桨 - 螺杆驱动系统振动设备的粒状材
料清空罐的设计”。 获得第二枚金牌的
项目是由Stanisław Jung 博士、Marek 
A n d r y s z c z y k 工 程 硕 士 和 M a r c i n 
Głowacki工程师共同研发的“桡骨腕关
节康复设备”。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将创建一个
创新的飞行模拟器
2018-07-11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将开发和构建
创新飞行模拟器的原型。 该项目设法获得
了地平线2020计划的资助，作为研究和创
新人员交流（RISE）资助计划的一部分。 
WrightBroS项目（在RISE飞行模拟器分部
的协作工厂工作）将由自动化，电子和计
算机科学学院的虚拟飞行实验室进行协
调。 理工大学将与来自奥地利的合作伙伴
维也纳的LG Nexera Business Solutions 
AG和斯洛伐克的Trencin的虚拟现实媒体
（专业的飞行模拟器制造商）一起实施。 
模拟器将使用增强现实技术的最新发展，
基于项目中创建的系统来获取和处理关于
服务和维护的专家程序知识。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是国际青年
创新者博览会的合作伙伴
2018-07-11
欧洲最大的青年创新者欧洲博览会科学展
（ESE）已经成立了20多年， 7月16日至22
日将在波兰举行首次波兰欧洲博览会科学
展，ESE会议主办方是是格丁尼亚。 该活
动的合作伙伴是格但斯克科技大学 来自世
界各地29个国家的339名参与者以及135个

创新项目参与展会。 波兰将由科学E（x）
plory的决赛选手代表，他们在去年的2017
年的格丁尼亚E（x）情节中被选中。 自
1996年以来，ESE每两年举办一次。 该
展会的主要组织者是非政府非营利组织
MILSET-国际科技休闲活动运动，其目的是
发展科学文化，促进年轻人的创新。 目前
为止，ESE在捷克共和国，葡萄牙，法国，
比利时，俄罗斯，西班牙，斯洛伐克，德
国和匈牙利等国均举办过展会。 更多信
息： www.ese2018.milset.org.

波兰科学家创造了一种用3D打
印的仿生胰腺
2018-07-13
仿生胰腺的构建方式与印刷骨骼元素的方
式类似，在整个血管系统的建立方面已经
开展了工作。 创造一个仿生胰腺是1型糖
尿病患者正常生活的机会，胰岛素可以阻
止胰岛素的分泌。 “3D打印仿生胰腺”项
目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资助，项目价值
为2470万兹罗提，将于2019年12月结束，
。 研究由Bionic 联盟进行，其领导者是科
学研究和发展基金会。联盟成员为华沙理
工大学、华沙医科大学、实验生物学研究
所、耶稣婴儿临床医院和MediSpace公
司。 更多信息： https://fundacjabirn.
pl/projekty/projekt-biodrukowanie-3d-
bionicznej-trzustki/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科学家
在发明和创新展览会上获得了
十枚奖牌
2018-07-13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科学家在卡托
维兹举办的国际发明创新大会（INTARG 
2018）上获得了10枚奖牌。 获得金奖的发
明是：“从蔬菜自然资源中获得的新抗静
电剂”、 “新型天然表面活性剂 - 安全有
效的木材防腐剂”、 “具有药理成分的离
子液体，获得新生物产品的方向”、 “在
冲击机中使用共振”和“在混凝土中钻孔
的核心钻”。 获得银奖的发明是：“用于
研究平面形态，特别是混凝土形态的设备
的移动平台”“药用植物生产的天然抗氧

化剂”、 “使用超声波兰波浪对运动中板
材进行非接触式质量控制”、 “创新型液
压保险杠 “和”环氧树脂涂料制造剂及其
应用“。

波兰发展基金已为初创企业启
动了一项辅导计划
2018-07-13
波兰发展基金（PFR）的新计划面向寻求
最重要业务能力支持的初创企业和年轻公
司。 以PFR网络导师为名的倡议旨在为来
自各个领域的有价值和经验丰富的专家提
供机会，他们将分享他们的知识并支持
他们应对具体挑战。 波兰发展基金的强
调，PFR导师网络将影响我国创新生态系
统的发展。 30名导师团队包括经过精心挑
选，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和经理，他们已经
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PFR导师网络的招
聘将持续到2018年8月5日。 在此期间，感
兴趣的初创企业必须填写申请表，选择首
选导师并激励指导。 更多信息： https://
www.startup.pfr.pl/pl/siec-mentorow

一百万兹罗提将用于开发直接
从Facebook触发照片的应用
程序
2018-07-13
Podlaski股权投资基金已经投入一百万
兹罗提的项目资金用于Moony Lab初
创公司，他们的项目为设计一个可以从
Facebook或Instagrama直接调用图像
的程序。 在过去五年中波兰的智能手机用
户数量翻了一倍。 目前，有超过60％的
人在使用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的优势之
一是高品质的内置摄像头，这个功能使很
多人手机成为他们拍照的工具。 这种趋
势促使Moony Lab的创建者创建了一个
应用程序，允许您直接从手机上快速调用
图像。 该公司希望从该基金中分配资金，
用于在最具前瞻性的全球市场中进行开发
和扩展，以及改善内部流程和销售团队的
发展。 更多信息： https://moonylab.
com/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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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大学临床医院无输
血骨髓移植
2018-07-13
弗罗茨瓦夫大学临床医院的血液学，血液
肿瘤和骨髓移植部门的团队对一名因宗教
原因拒绝输血的患者进行了骨髓移植手
术。 病人是一名最近成为父亲的年轻人，
因宗教原因拒绝输血。 他患有霍奇金淋巴
瘤。 输血用于支持生物体，在使化疗衰
弱和植入早期患者干细胞后“新”骨髓尚
未发挥作用 在使化疗衰弱和植入早期患
者干细胞后。 来自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
的Tomasz Wróbel教授说：“这是波兰第
一例这样的移植手术；我们2017年12月
替这位患者做了手术治疗，治疗之后没有
出现并发症，患者状况良好，我们给他药
物增加了红细胞的产生，以此来平衡血红
蛋白水平。 ” 更多信息： https://www.
umed.wroc.pl/content/przeszczep-
szpiku-bez-transfuzji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博
士生将使细胞恢复活力
2018-07-16
Katarzyna Kornicka是来自弗罗茨瓦夫
生命科学大学生物学和动物生产学院的博
士生，她目前正在实施 “线粒体转移作为
一种创新方法，将干细胞恢复到从患有代
谢综合征（EMS）的脂肪组织中分离的干
细胞” 。 Katarzyna Kornicka解释说： 
“我们的研究人员试图用白藜芦醇和5-氮
杂胞苷使马干细胞恢复活力；在我的项目
中，我希望通过另一种方法，通过人工转
移线粒体来恢复相同的细胞，能从 “健
康细胞”中分离出来。从科学视角来看，
我们将有机会在人类医学中使用这种方
法，特别是在移植学方面。” Katarzyna 
K o r n i c k a 获 得 了 来 自 国 家 科 学 中 心 的
Prelude 14计划的140000兹罗提的项目补
助资金。

来自克拉科夫理工大学的学生
设计了倾斜式自行车
2018-07-16
辣子克拉科夫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
Wojciech Janas作为他的工程硕士论文
的一部分，开发了带有特殊衬垫的自行车
设计，用一辆稳定的三座自行车或一个青
少年的倾斜赛车代替普通的单轨自行车。 
作品已在波兰专利局注册了专利保护。 
Janas解释说： “创建一辆三轮车是我工
程工作的第一个想法。 主要是将普通自行
车变成三轮车，这种车更稳定，其使用给
所有年龄段的人带来更多乐趣。 转换是
在没有任何改变自行车结构的情况下进行
的。” 他的解决方案是以法国KIFFY车辆为
蓝本。 不同之处在于法国自行车是作为现
成的三轮车生产的。

罗兹大学的物理学家正在寻找
一种更安全的核能生产方式
2018-07-16
罗兹大学核物理与辐射安全系的研究人员
使用n_TOF设备参与国际研究项目，项目
旨在开发一种更安全的核能生产方式。 正
在日内瓦的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进
行研究。 日内瓦CERN的n_TOF设备可以
准确地观察到原子核中发生的中子（即粒
子）的行为。 n_TOF机器是全球范围内唯
一的此类机构。 来自43个科研院所和大学
的约150名研究人员参与了该项目。 来自
罗兹大学的三名核物理学家是唯一参与其
中的波兰人。 来自罗兹的物理学家的研究
资金来自于国家科学中心的资助。

来自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氢动
力汽车获得了伦敦壳牌生态马
拉松赛第四名
2018-07-17
由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设计和制造的
氢动力汽车在伦敦的比赛中赢得了城市概
念氢气车辆类别的第四名。 这是所有波
兰参赛队获得的最佳成绩。 参加竞赛的团
队的任务是在节能方面设计和制造最有效
的车辆，然后尽可能在燃料装置上驾驶它

们。 这辆由SmartPower团队建造的汽车
在氢动力车使用了117 km / m3的氢气为
燃料且获得了比赛。 壳牌生态马拉松赛是
美国，欧洲和亚洲每年举办的技术大学学
生最负盛名的职业比赛之一。 来自24个国
家的近180个团队申请了今年的比赛，其中
包括来自波兰的7个团队。

KITS在克拉科夫开设创新产品
2018-07-17
克拉科夫市创业基金会、小波兰省省政府
和瑞士银行UBS邀请各位于7月20日前往克
拉科夫市政厅参加KITS开放式创新活动。 
该活动旨在帮助克拉科夫大学将开发的技
术引入商业世界。 组织者表示，会议面向
大型企业有能力在实践中吸收创新技术的
企业以及中小型公司或初创企业。 在活动
期间，除了讲座和讨论小组外，还将举行
一系列个人会议，以便建立直接的业务联
系。 更多信息： https://www.facebook.
com/events/1844847399150924/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科学家
作为创新领导者
2018-07-18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a的荣誉赞助下，弗罗茨瓦夫科技
大学的研究人员赢得了创新领袖的称号。 
奖项是在创造性领域的特殊优点而颁发
的。 来自化学系Joanna Feder-Kubis博
士在“女性发明家”类别中获奖。 她因为
科学活动而获奖，这项活动不仅对科学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创新型经济也具有
重要意义，其创新经济的成果包括众多波
兰和欧洲专利和专利申请，以及在国内和
国际上获得的许多奖项。 来自机械工程学
院的Wiesław Fiebig教授在“技术”类别
中获奖，他的“使用机械共振来驱动冲击
机器”发明获得了许多国际奖牌和荣誉，
有助于降低这种机器的推进系统的能耗。



INNOVATIONS 2018-2019

170

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家的新型扬
声器柱
2018-07-18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为家庭和学习环
境中的封闭房间开发了一组占用空间小但
同时确保良好音质的新型扬声器模型，并
且申请了欧洲专利局保护。 来自西里西
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的科学
家 Robert Koprowski和教授和 Zygmunt 
Wróbel教授共同构建了新的扬声器柱，其
中使用了空的波导，它也起到了支撑和腔
室的作用，由此可以保持较小的范围。 这
保证了音乐以令人满意的高质量聆听者的
形式再现，用户将能够获得比市场上的结
构占用更少空间的高质量装置。

科学部长对比亚韦斯托克理工
大学的发明表示敬意
2018-07-20
Hermes由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学生建
造的残疾人轮椅驾驶的混合动力零件，
获得了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a颁发的特殊文凭。 Hermes是为
使用轮椅的残疾人士设计的；它是一种轻
便的轮椅，配备电动和手动驱动。 通过使
用这个零件，残疾人的轮椅可以通过方向
盘中手动驱动轮椅。电动驱动器可以在疲
劳的情况下继续驾驶，并有助于克服不平
坦的地形和路缘。 该项目由比亚韦斯托克
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学生科学俱乐部
Orthos进行实施。

AGH理工大学的科学家研发出
在房间内使用自然光的方法
2018-07-20
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出一种
在通过在房间内使用自然光从而帮助大家
节省电费的方法。 设备由能源和燃料学院
的Paweł Wajss设计；球形定日镜能够将
阳光带到房间内部。除了负责反射太阳光
的平面镜子之外，还有一种机构可以将设
备设置在正确的方向，从而不断照亮黑暗
的厨房或走廊。 这种方案还解决了房间位
置不佳，窗户较小或被其他物体遮挡的问
题。

波兰科学院的科学家和Irena 
Eris博士共同改进了新系列化妆
品
2018-07-23
由波兰科学院Nencki研究所（PAN）的项
目和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资助的Irena Eris
科学和研究中心项目的来自Drama Erna
系列的三件化妆品AUTHORITY近日已经正
式入驻商店。 AUTHORITY是Irena Eris博
士最新的抗皱系列产品；胶体金肽的原始
组合和激活钾通道的独特技术保证了乳霜
的独特功效，这是由Irena Eris博士科学和
研究中心和波兰科学院Nencki研究所的
多学科科学家团队共同合作所得出的研究
成果。 项目所获得的结果将发表在调查杂
志、皮肤科和生化杂志上。发明结果 “使
用柚皮素和含柚皮素的制剂以及减缓，抵
消和防止皮肤皮革斑点过程的方法”已经
在专利局注册专利号P.416041。

来自琴斯托霍瓦理工大学的团
队赢得了波兰智能发展奖
2018-07-24
来自琴斯托霍瓦理工大学的PCz Rover团
队获得了 “波兰科学青年创新领袖”类
别2018年波兰知识发展奖；PCz Rover团
队展示了波兰教育在国际舞台上的有价值
的代表性、他们赢得了2018年路虎挑战
比赛。 波兰智能发展奖是一项全国性的
奖项，旨在表彰通过其创新投资和解决方
案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政府，下属公
司和企业。奖项还会颁发给大学，科学单
位，中心，机构和实施创新项目的企业 。 
奖项的荣誉赞助是波兰共和国专利局局长
Alicja Adamczak博士。

雅盖隆大学的独特硕士课程
2018-07-24
雅盖隆大学在2018/2019学年与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WIPO Academy）和波兰共
和国专利局一起向教育机构介绍了“知识
产权与新技术”中的英语授课的硕士课程
学习。 雅盖隆大学通知道：“新的研究
领域是针对在广泛了解的新技术背景下对
知识产权法领域专业化感兴趣的人群；课

程将获得全面的知识，并从国家，欧盟和
国际的角度获得与互联网上的知识产权侵
权，新技术领域的专利保护，数字内容以
及在线环境中的隐私和个人数据保护相关
的实际问题的答案。” 更多信息： http://
www.wpia.uj.edu.pl/ip

罗兹将获得一亿兹罗提项目资
金
2018-07-25
罗 兹 地 区 和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NCRD）将为改善生活质量和支持积极
健康老龄化的项目拨款一亿兹罗提。 这些
项目将作为所谓的“合资企业”的一部分
实施，这是一个为NCRD与外部实体合作
开展研究和开发工作的机制。 国家研究
与发展中心主任Maciej Chorowski教授
说：“罗兹地区具有重要的科学和研究潜
力，多年来一直是医疗部门公司热切关注
的地方。 这很重要，因为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正在寻找合作伙伴，他们将能够实施
符合他们实施的发展战略的长期承诺。”

弗罗茨瓦夫的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将努力提高植物的抗性
2018-07-25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生物和畜牧
学院的Magdalena Wołoszyńska博士将
开展 “通过Elongator调控拟南芥光形态
发生 - 一种蛋白质复合物表观遗传调节基
因表达”研究项目。 简而言之，这是一
种调节基因表达的复合物；但不改变DNA
序列，只改变染色质。 这种改变可以以各
种方式进行，并且复合物以改变组蛋白的
方式起作用，这导致染色质变得更松散并
且基因更容易转录。 Magdalena博士的
研究获得了国家发展中心的资助，她将改
变阿拉伯蓟：这是一种基因组非常小的植
物，可以相对容易地进行转化。 她的工作
成果将来可能在寻找提高植物抗旱或低温
的关键时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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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开发的
果酱
2018-07-26
来自奥尔什丁的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的化
学和原料加工系的研究人员是沙棘和胡萝
卜果酱原配方的合作者。 研究方案在今年
的食品博览会上赢得了金奖。 果酱配方于
去年应Szarłat公司的要求而研发，该公司
拥有沙棘试验田并处理这些水果，新研发
的果酱将成为该公司新上市的产品。产品
由Beata Piłat博士研发，该配方是市场上
第一种以沙棘为主要成分的果酱。 Piłat博
士一直在从事沙棘科学工作。 她是与该植
物加工有关的两项专利的作者，其中包括
从沙棘浆果制备磷脂 - 鲫鱼制剂专利。

西里西亚和波兹南的科学家联
合研究发现
2018-07-26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格利维采有色金属研
究所和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研究人员
开发出一种新的廉价而有效的方法来获得
低沸点醚和1-丙烯基硫化物。 新研究方案
已经获得专利保护。 低沸点1-丙烯基醚可
以用作使用光固化树脂的单体，例如用于
3D打印。 它们还被用作合成起始化合物
的原料，用于制备胡萝卜素中的β和自由
基维生素A维生素原和番茄红素。 另一方
面，1-丙烯基硫化物用作橡胶和单体的稳
定剂和抗氧化添加剂，用于获得用于生产
光纤的高折射率聚合物。 它们也是具有洋
葱香味的香料或香气的混合物的成分。 更
多信息： http://www.us.edu.pl/nowy-
sposob-otrzymywania-zwiazkow-ktore-
znajda-zastosowanie-w-przemysle-
farmaceutycznym-i-spozywczym

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
学项目获得了100万波兰兹罗
提资金
2018-07-26
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学的“创新
技术和现代材料领域的双重研究”项目获
得了超过100万兹罗提的项目资金。 项目

的主要目标是修改课程并实施符合潜在雇
主和未来雇员期望的双重实践研究。 大学
希望通过实施替代教育计划来实现这一目
标；同时以大学开展的教学课程和雇主开
展的实践课程的形式实现。 项目成果将提
高第一周期学生在创新技术和现代材料领
域进行的虚拟样机或设计和工业设计专业
的独特能力。

改良酵母可以帮助对抗环境清
洁
2018-07-26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生物技术和
食品科学学院的Aleksandra Mirończuk博
士将研究使用解脂耶氏酵母分解塑料的可
能性；国家科学中心为该项目拨发了近110
万兹罗提的研究费用。 酵母将解脂耶氏酵
母的天然酵母特性与其代谢工程相结合，
可以使塑料生物降解。 Mirończuk博士
说：“我希望研究可以有助于对抗环境污
染，通过改良酵母来破坏塑料的成分，因
此他们将建造自己的生物质；通俗地讲，
它们将在这些塑料上生长。”  

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创建多
模式心脏模型
2018-07-26
在克拉科夫的AGH理工大学创建了一个多
模式心脏模型。 该模型来自物理与应用计
算机科学学院的Katarzyna Matusiak博
士创建，将用于校准医院中使用的诊断设
备。 这是第一个允许阅读和正确应用医学
图像的体模，特别在各种类型的设备上获
取的心脏图像方面。 另外，它允许确定哪
个患者在测试期间的位置是最有利的，从
而得出最佳治疗方案。 Matusiak博士的
模型里最重要的元素是有机玻璃制成的心
脏。 人造器官与人类心脏大小相同，由透
明材料制成，密度与人体组织相似。

80亿欧元将通过欧洲地平线
（Horizon Europe）计划进入
波兰
2018-07-27
根据欧洲委员会关于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研
究和创新计划结构的提议，欧洲地平线
（Horizon Europe）研究和创新框架计划
的预算在2021 - 2027年将达到近1000亿欧
元。 根据初步估计，波兰将获得高达80亿
欧元的项目资金。 欧洲地平线（Horizon 
Europe）计划由三个区域组成：

开放科学将支持科学家进行研
究，基金奖学金和科学交流所
并投资顶级的研究基础设施。
全球挑战和工业竞争力的领域是支持与社
会和工业变革相关的研究；该领域的支持
将分为六个主题组：健康，安全社会，数
字化和工业，气候，能源和流动以及粮食
和自然资源。
开放式创新，旨在使欧洲成为创新的领导
者。

欧洲地平线（Horizon 
Europe）计划将于2019年向
各个欧盟国家提供详细的资金
分配。
拉多姆科技与人文大学的新研究生课
程：3D打印
2018-07-30
拉多姆技术与人文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与
拉多姆创新与技术中心合作计划以将开
展新的研究生课程：3D打印。 研究将从
2018/2019新学年开始，他们的参与者将
为支持制造零件的构造，根据零件的使用
选择材料，使用3D打印实施制造工艺，几
何测量以及制造的机器零件的机械性能测
试做好准备 在拉多姆创新和技术中心，参
与者将学习3D打印设备操作监督的原则，
生产管理，工作协调，评估结果，以及计
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的有效使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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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自动水
下机器人将前往圣地亚哥
2018-07-30
理 工 学 院 信 息 和 推 广 部 门 的 M i c h a ł 
Ciepielski说：“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
生已经建造了一个机器人，将参加美国著
名的机器人潜艇RoboSub竞赛。” 项目
的战略合作伙伴是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
机器人的底座由铝制框架和层压板制成；
机器配有一个抓手、4个摄像头、7个发动
机、以及专门的位置传感器。 机器人还配
有压力和泄漏传感器，能够发出最小的湿
度信号。 美国领先的理工大学加州理工学
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团队将参加圣地亚哥
的RoboSub竞赛。本次活动的主题将是一
个赌场，机器人必须执行难度加大的七项
任务。所有比赛将在深度为3至约15米的水
池中进行。

托伦大学的社会创新
2018-07-31
托 伦 哥 白 尼 大 学 青 年 特 别 顾 问 特 殊
教 育 协 会 的 成 员 获 得 了 实 施 社 会 创
新“生活挑战”的资助。 来自教
育科学学院的Celina Kamecka-
Antczak、Anna Nowak、Anna 
Pawlak、Mateusz Szafrański、Krystyna 
Popowska、Sandra Wojtas和Klaudia 
Wos获得了项目资金，资金将用于创建棋
盘游戏测试，将作为特殊学校中患有重度
智力残疾的学生开启性教育课程的工作。
补助金将持续发放七个月，期间年轻科学
家可以参加科学研究和许多专业培训。 该
补助金将作为“人力资源创新 - 支持从属
人员护理服务领域微型创新发展”项目的
一部分，由欧洲社会基金共同资助。

格但斯克大学计算机科学研究
所的建设工作已经开始
2018-07-31
格但斯克大学数学，物理和计算机科学学
院的扩建工作已经开始，其中将建立一个
现代化的计算机科学研究所。 格但斯克大
学获得了2014 – 2020滨海省区域业务计划
项目实施的资金。 大学新闻发言人Beata 

Czechowska-Derkacz博士说：“计算
机科学研究所的新大楼将是一幢现代化的
五层建筑，有一个地下楼层和四个地上楼
层。 将有研讨会和计算机室，礼堂，教学
和研究室以及办公室和社交室；建筑将适
应残疾人的需求 。” 新设施将连接到数
学，物理和计算机科学学院的现有建筑，
计划于2020年底完成建设。

“残疾人激活过程中的社会和
技术创新”竞赛
2018-07-31
国家残疾人康复基金宣布了第三届“激活
残疾人过程中的社会和技术创新”正式开
始，竞赛为残疾人的职业和社会康复提供
资金研究，专家意见和分析。 比赛申请
可由大学、波兰科学院、研究机构和其他
在残疾人职业和社会康复领域有成功的记
录，在市场上运作至少3年并开展研究活动
的实体提交；申请日期截止于2018年8月
27日。 竞赛为共同资助实施项目的计划资
金额为250万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
www.pfron.org.pl/instytucje/badania-
i-analizy-naukowe/ogloszenie-z-dnia-
27-lipca-2018-trzeciego-otwartego-
konkursu-pt-innowacje-spoleczne-
i - t e c h n o l o g i c z n e - w - p r o c e s i e -
aktywizacji-osob-niepelnosprawnyc-
h-na-finansowanie-badan-ekspertyz-
i-analiz-dotyczacych-rehabilitacji-
z a w o d o w e j - i - s p o l e c z n e j - o s o b -
niepelno/

在热舒夫信息技术与管理大学
的双重研究课程--旅游业务
2018-08-01
热舒夫信息技术和管理大学于2018年10月
启动了旅游业务研究课程，课程将与企业
家共同开展。 技术与管理大学医学院院长
Krzysztof Szpara博士接受采访谈到：“
新的课程计划已经与从业者进行了协商并
且是针对旅游业；课程的实施不仅是在课
堂上，还有进行实践。在几乎一半的教学
时间内。学生们将与雇主直接接触。 此
外，大部分课程的实施将直接在具体工
作岗位的公司中进行，这为学生们在研究

期间获得工作经验提供了独特的机会”
。 更多信息： https://kandydaci.wsiz.
rzeszow.pl/pl/studia-i-stopnia/biznes-
turystyczny/#opis-kierunku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血液
分析的创新设备
2018-08-01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兽医学院获得了
新的创新设备，设备将用于猫，狗和马的
快速血液检测。 EPOC血气分析仪是一种
小型设备，但它显着改善了兽医的工作，
取代了传统的实验室机器，并提供了快速
诊断的机会。 只需100微升血液即可对气
体，电解质和生化参数进行精确测量和分
析。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外科主任和
诊所主任Zdzisław Kiełbowicz教授说：“
该装置对于在小型和大型动物的全身麻醉
下的操作期间监测生命体征是必要的，进
行测试所需的少量血液将极大地促进真正
小动物的工作，其中每个收集的毫升数
都很重要”。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48129/
innowacyjny_sprzet_do_analizy_krwi_
dla_upwr.html

欧洲首个区块链技术法研究课
程
2018-08-01
华沙拉扎尔斯基大学的区块链技术法研究
生课程已经开始正式招生。 拉扎尔斯基大
学的区块链法课程是欧洲第一个致力于区
块链技术法律方面的研究生课程。 课程的
目标是为学生提供有关在这个市场上运营
的法律、税务顾问和企业家所面临的挑战
的实用知识。 课程还面向检察官，律师，
法律顾问，公共行政代表以及所有想要获
得专业知识的人。 课程的主题涉及到以下
内容：比特币、数字代币、智能合约、税
收，法规、犯罪行为、 以太坊和其他加密
货币。 更多信息： https://www.lazarski.
pl/pl/oferta/studia-podyplomowe/
akademia-praktykow-prawa/prawo-
technologi-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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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理工大学卫星准备发射
2018-08-02
由华沙理工大学学生航天角成员建造的
PW-Sat2卫星已经完全集成，测试和准备
发射。 卫星与QuadPack相连接，这是
一个卫星在火箭发射期间定位的容器。 
2018年7月26日卫星与QuadPack在荷兰
Innovative Space Logistics Innovative 
Space Logistics总部成功整合，今年秋
季卫星将被运往美国，并放置在SpaceX 
Falcon 9火箭中。 PW-Sat2将与来自加利
福尼亚范登堡基地的SSO-A任务一起放置
在Falcon 9火箭上。 根据最新数据，将有
70多颗其他卫星与PW-Satem2一起进入太
空。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生态博
士
2018-08-02
Halina Urbańska-Kozłowska博士的研究
主要目标是限制过滤器冲洗过程中使用的
水量并确定洗涤剂再利用的条件；这些工
程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和市政供水和污
水处理企业进行。 项目将在理工学院环境
工程学院的Małgorzata Wolska博士的
监管下进行，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水损失，
保护水资源，降低生产成本，甚至降低公
寓的水费。 在波兰文献中没有关于多次分
析管理洗涤剂的可能性及其组成的明确信
息。 如果项目实施成功，发明将不仅仅
局限于弗罗茨瓦夫的水生产厂，而且还将
用于制定其他企业。   更多信息： http://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jak-zmnie j s zyc-zuzyc ie-wody-w-
oczyszczalniach-10939.html

波美拉尼亚科技园正在进行实
验
2018-08-03
生物科学的学生和毕业生参加了由波美拉
尼亚科技园生物实验室组织的循环项目
InnovaBio Pomorze；在今年的活动中，
参与者正在研究生命科学领域公司委托的
项目。 已进入Bio Laboratorium实验工作
阶段的项目是：

Margab 开发创新，安全的环
境和蜡烛灯芯
Vianat健康整理 - 测试和比较水果和果蔬
汁中的多酚和用创新的葡萄酒方法获得的
饮料。
Innova Bio的参与者还包括：Izabela 
Ryska--开发一种基于黄油和植物油且含有
琥珀提取物的面霜和格但斯克大学 - 使用
等电聚焦技术分析来自根际细菌菌株产生
的铁载体。 更多信息： http://ppnt.pl/
pl/aktualnosci/laboratorium/v-edycja-
innovabio-pomorze-nad- jak imi -
projektami-pracuja-studenci

雅盖隆大学化学系将创建创新
技术实验室
2018-08-06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化学系将建立一个创
新技术实验室，计划将在两年内添置最现
代化的实验设备；资金来源于2014 - 2020
小波兰省地区运营计划。 根据雅盖隆大
学报道：“创新技术实验室的设计为现代
且极具功能性，在建筑上有意义的钢筋混
凝土支柱实验室将连接到化学学院的现有
建筑。 在它的一侧将有一个门，可以使
用旋转起重机将材料和设备直接带到实验
室。” 新大楼将在2020/2021学年投入使
用，项目的总价值近3000万兹罗提。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设计
有助于检测癌症的口罩
2018-08-07
西里西亚特别大学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
种口罩，用于诊断上下呼吸道疾病，也
可以用于肺部和喉部肿瘤以及支气管疾
病。 使用分析化学，可以识别和确定呼
出空气中某些类型的蛋白质与肺癌或喉癌
的发生之间的关系。 基于肿瘤标志物的
分析确定患者的健康状况，所述肿瘤标志
物是使用所谓的肿瘤标志物收集。 通过
口罩可以过滤患者吸入的空气并将其引导
至多孔材料，这将有助于减少所收集材料
的污染并在单个研究中放置更多肿瘤标记
物。 更多信息： http://www.us.edu.pl/

naukowcy-z-us-zaprojektowali-ustnik-
ktory-pomoze-wykryc-min-raka-pluc

华沙大学组织的组织的科学家
竞赛
2018-08-07
华沙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为华沙大学的研究
人员组织竞赛，他们希望为其企业的商业
化获得资金支持。 来自华沙大学的科学
家和博士生以及成员为大学员工的研究团
队可以参加比赛，第一个涉及实施前的工
作，第二个是分拆公司的想法。 根据华沙
大学的说法，有些奖学金可达4万兹罗提用
于实施前的工作，最高可达2万兹罗提创建
分拆公司。 竞赛作为智能发展运营计划资
助的创新孵化器+科学和高等教育部计划
的一部分进行。 更多信息： http://www.
uott.uw.edu.pl/60-000-zl-na-prace-
przedwdrozeniowe-i-lub-zalozenia-
spolki-spin-off/

波兰公司的创新设备为斯匹次
卑尔根的波兰科学家提供支持
2018-08-07
位于斯匹次卑尔根的波兰极地站Hornsund
由波兰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运营，拥有
一系列的物联网（IoT）技术的传感器测试
设备，可监测那里的大气环境。 据 “Puls 
Biznesu”日报报道，这些设备由BCAST公
司的波兰工程师开发，它们适用于在极端
条件下工作，即使在低至零下40摄氏度的
温度下也是如此。 设备以可视形式收集数
据并将数据发送到数据网络。 BCAST是一
家独立的波兰电信运营商，负责广播和电
视节目的广播，拥有基于自己的广播基础
设施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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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初创公司计划参加在柏林
举行的波兰技术之夜
2018-08-07
在8月25日之前，您可以提交创业公司计划
参加柏林的波兰技术之夜，活动将于2018
年9月26日至27日在Silicon Allee校园举
行。 波兰发展基金会通知：“波兰技术
之夜一直吸引波兰的主要创业公司前往柏
林，与德国投资者，商业支持机构以及创
新生态系统和创业社区的代表见面并向他
们展示自己的商业想法。 本次活动是展示
波兰公司潜力并在创新支持领域建立波兰
与德国合作的机会。” 如要参加活动，请
填写下面的表格： https://docs.google.
com/forms/d/e/1FAIpQLSdyr4fgs3A3F
RRSrd9cxdc8LV8EbzAb9rAn5uoRmtE6x
xvlUg/viewform

硅谷节日期间为陆军学院的项
目颁奖
2018-08-08
硅谷创新圣克拉拉会议中心国际艺术节的
评委会将授予陆军学院在弗罗茨瓦夫金，
银牌。 关于使用轻型，飞行稳定和飞机雷
达波不可见的创新，可以在战场上以及作
为危机管理一部分实施的项目中获得战术
优势的项目获得了金牌。 关于电离辐射的
级联转换器和用于实时诊断成像的装置，
可以用于医学诊断和缺陷检查外，还可以
监测放射性污染的水平的项目获得了银
牌。 陆军学院还因其所提出技术和解决方
案的知识产权的活动而被授予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奖章。

热舒夫理工大学用新飞机培训
飞行员
2018-08-09
喀尔巴阡山省省长为航空教育大学提供了
35万兹罗提的教育补贴，用于教学和科
学基础的现代化。 根据热舒夫大学提供
的信息，这项支持将用于购买一架新飞
机用于培训飞行学员。 空中训练中心的
计划包括购买“Piper”PA-28 Arrow飞
机，该飞机将用于飞行员的专业训练，这
将是学院的第三架此类飞机。 目前已经

存在的飞机包括：七架“Tampico”TB 
– 9、两架“Piper”PA - 28 Arrow、
三架“Piper”PA - 34 Seneca V、五
架“Liberty”XL-2和一架ZLIN - 242L。 热
舒夫理工大学目前正在培训112名飞行学
员，在毕业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以立
即在航空公司就业。

托伦大学的毕业生创建了哥特
式教堂地图集应用
2018-08-09
Jarosław Czerepowicki是托伦哥白尼大
学的毕业生，作为他硕士毕业论文的一部
分创建了一个关于 “海乌姆哥特式教堂地
图集” 的应用，其中描述了近100座教堂
建筑。 Jarosław Czerepowicki环境地
理信息的学生，他的工作包括一个全面的
描述部分和一个带有对象卡的交互式网络
地图；该研究呈现了97座哥特式的神圣建
筑。 研究对象的照片和描述是通过实地探
索，与居民的对话，主题的文学研究，纪
念碑登记处的查询以及从教区，教区和其
他有关古迹，旅游和观光的网站收集的信
息进行的。 在搜集工作期间，创建了一种
有效的算法，可用于执行其他组合，特征
或演示。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参
加RoboSub半决赛
2018-08-10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们进入了加利
福尼亚RoboSub的半决赛，并获得了最佳
计算机模拟特别奖。 来自弗罗茨瓦夫的团
队是此次参赛的唯一波兰团队。 弗罗茨瓦
夫理工大学“Robocik”科学角成员创造
的水下机器人由玻璃纤维层压板制成，它
可以下降至水下100米的。机器人有7个引
擎和许多确定其位置的专用传感器，陀螺
仪和磁力计，压力传感器和检漏仪，即便
在最小的湿度也能发出信号。 它还有四个
摄像头分别在船头和侧面。 RoboSub竞赛
已经有20年历史，由无人驾驶汽车系统协
会基金会和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组织。

华沙医科大学将测试创新的远
程医疗设备
2018-08-10
华 沙 医 科 大 学 与 总 部 位 于 克 拉 科 夫 的
MedApp公司签署了合作意向书，该公司
承担了侵入式心脏病学和电生理学领域现
有合作的发展, 通过合作协议，医科大学
将获得新的创新技术设施。 根据 “Rynek 
Zdrowia”杂志报道，华沙医科大学的研
究人员和学生将获得创新的远程医疗设
备，并对其进行独立测试。 根据他们的建
议MedApp将开发其产品的功能，最终提
供可用于完整临床实践的产品。 华沙医科
大学是MedApp合作伙伴中的另一个科学
单位，除华沙医科大学之外，MedApp还
与雅盖隆大学医学院有着合作关系。

Nencki研究所与西门子医疗集
团的科学合作协议
2018-08-13
实 验 生 物 学 研 究 所 所 长 A g n i e s z k a 
Dobrzyń教授、波兰科学院的Marcel 
Nencki和西门子医疗集团管理委员会成员
Joanna Miłachowska签署了科学合作协
议。 Nencki研究所与西门子签订的合同
旨在建立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 合作协议
还包括在脑成像实验室中使用磁共振扫描
仪，用于实施联合科学和应用项目。 合同
中包含的原则允许在Nencki研究所实施基
于西门子医疗保健技术的科学和实施项目
尚未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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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is国家同步辐射中心创建
了第四条研究线
2018-08-13
克拉科夫国家Solaris同步辐射中心开始建
造Phelix研究线，这是大学同步加速器的
第四条研究线。 在克拉科夫安装了波荡
器下方的直线室，其原件由德国公司FMB 
Feinwerk-und Meßtechnik GmbH制造
和组装。 这项投资得到了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的支持，总额接近1千万兹罗提。 在雅
盖隆大学国家同步辐射中心Solaris有一个
同步加速器 - 电磁辐射源（同步加速器）
。 这种辐射将用于许多科学领域的研究：
从物理学，化学和医学到考古学和艺术
史。 同步加速器是中欧和东欧第一个也是
唯一一个此类研究基础设施。

用于治疗秃发的欧洲发明专利
2018-08-13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科学家发明的“罗红霉
素固体脂质纳米粒用于脱发或痤疮”已申
请并获得欧洲专利局的保护。 由格但斯克
科学家开发的含有罗红霉素的创新药物组
合物可以用于治疗雄激素和/或痤疮引起
的脱发，为了提取制剂，科学家们将脂质
微米和纳米颗粒用作毛囊中罗红霉素的载
体。 此项发明的创作者是格但斯克医科大
学教授Krzysztof Cal和Hanna Wosicka博
士，她曾是格但斯克大学应用药学院博士
生。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建立营养科
学创新中心
2018-08-13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在签署建立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创
新营养中心的协议时说：“农业领域的技
术竞赛正在进行中。 在这场比赛中，波兰
绝不会站在后面。 这也是我们支持发展这
个极其重要的部门的研究的原因。“ 协
议由副总理JarosławGowina、农业部长
Jan Ardanowski和华沙生命科学大学校长
Wiesława Bielawski教授共同签署；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将拨发4000万兹罗提用于建
设创新营养营养中心。

AGH理工大学的UkuRobot
2018-08-16
Adrian Gołab  “教父”、“加勒比海
盗”和“梦中的安魂曲”音乐主题这些
主题和其他的旋律将由克拉科夫AGH理
工大学的学生创建的UkuRobot机器演
奏。UkuRobot已经在国际媒体上得到重
视。 UkuRobot由AGH理工大学机械工程
和机器人学院机电工程专业的四名学生： 
Jakub Grela、Adrian Gołąb、Mateusz 
Guzik和Łukasz Jurczak共同设计创
造。UkuRobot作为机电一体化设计课程
的一部分而创建。 UkuRobot设计的灵感
来自Lego Mindstorms吉他演奏机制。 学
生们决定用更先进的设计和机制来构建自
己的机器人，除了弹奏和弦之外，它还能
够演奏单个的音调。 更多信息： https://
w w w . y o u t u b e . c o m / c h a n n e l /
UCyEF5MPjtjXqIKuMOkunXig

卢布林理工大学的科学家项目
在LIDER竞赛中获奖
2018-08-16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了第9届LIDER计
划竞赛的获奖者名单，51名科学家将获得
总计约6000万兹罗提的项目资金。 在51位
获奖者中，卢布林理工大学的四位科学家
名列榜首；他们将获得近480万兹罗提的项
目赞助资金，资金将用于实施创新项目并
管理自己的研究团队。 获奖的项目为：
机械工程学院Ksenia Siadkowska 工程硕
士的“开发提高旋翼航空器空气动力学性
能的技术”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的Agnieszka Woszuk
博士的“在沥青发泡过程中使用功能性沸
石结构生产沥青混合物”
机械工程学院的Grzegorz Winiarski博士
的“采矿业法兰用空心产品塑料成型新技
术”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的Rafał Panek硕士
的“用于选定环境应用的粉煤灰生产超纯
沸石和介孔硅质材料”

奥尔什丁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
种新的储水设备
2018-08-17
奥尔什丁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的气候学和
环境科学水管理系的科学家们开发了一种
新的装置，将用于收集和排放水进入滞
留水库。 研究正在申请波兰专利中。 新
设备由Sławomir Gromadzki，Ireneusz 
Cymes，Katarzyna Glińska-Lewczuk
和Sławomir Szymczyk组成的团队共同
研发。发明将用于在水过量时储存水并
在缺水时供水。 来自环境科学与农业学
院 U W M 气 候 学 和 环 境 科 学 水 管 理 系 的
Ireneusz Cymes解释道 ：“我们的想法是
使用管状水箱从农业和森林地区的地表径
流，地下和地下水径流中捕获水。 它可以
在需要灌溉农业和林业作物时进行收集和
分享”。

无人机将帮助Gniewino水上
救援人员
2018-08-17
由 来 自 滨 海 省 科 技 园 公 司 的 a i R P A S 
M a c h i n e s 公 司 研 发 的 无 人 机 将 帮 助
Gniewino的水上紧急救护队工作。 无人
机目前已经在Jastrzębia Góra地区使用，
预计接下来将在到Karwia和Ostrowia地
区开展工作。 无人机上是全配有高清摄
像机，具有10倍光学变焦，可让区分救援
人员是在处理溺水者还是正在进行打捞工
作。 如果伤者的情况允许，无人机还可
指引伤者转移至更安全的地方。 在难以
到达的区域中搜索的情况下，可以倾倒信
号浮标，其使用听觉和视觉信号以及GPS
信号，并且向紧急服务指示失踪人员的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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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的机器
人Sumo Masters在北京获得
银牌
2018-08-17
从8月10日到12日，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
学的机器人Sumo Masters参加了在北京
举行的2018 Robot challenge比赛并且
在3个不同的类别中获得了3枚银牌。 比亚
韦斯托克理工大学团队主管Rafał Grądzki
博士说：“每年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国参赛
者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比赛， 今年有来自30
个国家的1500个机器人参赛； 由此可见
中国的比赛在世界机器人比赛的重要性。 
我对于我们的团队在比赛中所取得的优异
成绩而感到十分的荣幸与自豪” 更多信
息： https://wm.pb.edu.pl/studenci/
kola-naukowe/projekty-studenckie/
sumomasters/

托伦大学学生创建了一个虚拟
房间装修应用程序
2018-08-20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的年轻程序员团队获得了托伦市市长颁
发的奖项， 学生们因创建“Arrange” 
虚 拟 房 间 装 修 应 用 程 序 而 受 到 赞 赏 。 
“Arrange”是一个可以虚拟装修房间的
系统，由计算机科学三年级学生：Kamil 
Bojarski、Mariusz Dzikowski、Artur 
Nasiadko、Paweł Stabla和Arkadiusz 
Staśczak共同设计创建。 Android或iOS
智能手机均可使用该程序，增强现实技术
的先驱技术被用于将家具摆放入虚拟环境
中。 该项目还运营一个网站，用户可以在
三维视图中浏览可用家具的目录，家具制
造商可以轻松便捷地管理他们的产品。

波兰将塑料废物转化为燃料的
新技术
2018-08-20
波兰Handerek Technologies公司创造
了一种将塑料废物转化为柴油和汽油馏
分的技术。 生产的燃料可用于传统的内
燃机。 这项新发明是在卡托维兹“2018

欧洲创业日”期间研发的。 Handerek 
Technologies的创始人Adam Hańderek
在接受当地网站采访时说： “塑料废物是
一个全球性问题， 我们在世界各地收集了
大约50亿吨塑料废物。他们存在于垃圾填
埋场，污染海洋和海洋。从聚烯烃废料中
生产1升燃料馏分的成本约为0.13欧元。” 
Adam Hańderek补充道： “我们的目的
不是参与燃料市场竞争，而是希望在塑料
废物管理方面提供帮助。”  

波兰便携式实验室
2018-08-21
公司联合创始人Miron Tokarski在接受
Rynek Zdrowia网站的采访时说：“我们
公司Genomtec S.A.的最近创新解决方
案基因测试可以检测健康和感染生命的
危险，您可以在家访或救护车中使此便
携式设备。” 便携式诊断系统的名称为
Genomtec ID， 它可以使用分子生物学
技术鉴定生物材料中的病原体。 整个分析
过程在一个小芯片上进行，只需20分钟即
可检测出任何生物材料中DNA或RNA的存
在。 该系统可以检测不同类型的感染：上
呼吸道感染、性传播感染以及全身感染，
如MRSA或脑膜炎。

华沙理工大学将建立新技术校
区
2018-08-22
华沙理工大学将获得由欧盟拨发的8,250
万波兰兹罗提资金，用于建立新技术园区
和购买专业研究设备；项目的总价值超过
1.36亿兹罗提。 项目的另一部分资金来自
马佐夫舍省的区域业务计划，合作协议是
由马佐夫舍省省长Adam Struzik和华沙理
工大学校长Jan Szmidt教授共同签署。 新
技术校区的综合体将覆盖华沙理工大学和
华沙Zamienie地区的公共空间。 项目将
由华沙理工大学和Pro-Development以及
W＆B MOLD - WB领导的科学联盟实施。

雅盖隆大学研究人员正在开发
诊断糖尿病并发症的新技术
2018-08-22
来自雅盖隆大学物理天文学和应用计算
机科学系的Agnieszka Kamińska博士正
在研究一种有助于诊断糖尿病并发症的
新技术，她是第9届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
项目负责人的获奖者之一。 Agnieszka 
Kamińska博士的项目设想构建捕获细胞外
微血管的装置，并评估其分子组成，用于
诊断糖尿病并发症。 项目将与MeasLine
合作共同创建，MeasLine表示对研究商业
化方面非常感兴趣。 创新产品将用于糖尿
病患者的肾病诊断。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科学家
将获得超过400万兹罗提的研
究经费
2018-08-23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三名研究人员
将获得由来自第九届“领导者”计划的
项目项目赞助资金。 获得项目赞助资金
的是： Rafał Mech 博士的 “用于能源
回收和转化领域的磁致伸缩 - 纳米晶复合
材料”项目，赞助资金为1 193 500兹罗
提; Patrycja  Szymczyk 博士的 “基于聚
合物生物材料的个性化医疗设备的增量生
产”项目，赞助资金为 1,195,000兹罗提； 
Adrian Zakrzewski 博士的“使用色差的
激光束进行材料处理的过程控制”项目， 
赞助资金为PLN 875,000兹罗提。 “领导
者”计划面向年轻的研究人员，竞赛组织
方希望科学家们获得管理研究项目实施的
经验，并提高他们在管理和指导自己的研
究团队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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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开展了
双重学位研究
2018-08-27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在新学年将开展双
重学位研究，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拨放了
250多万兹罗提用于开展双重学位研究。 
双重学位研究的第一个项目涉及大学提供
的新康复教学法。 学生将能够从机构的
带薪实习中受益，并与大学的课程交替进
行。 从第三学期开始，他们将选择一个实
习地点，并且进行每周两天的实习课程。 
双重学位研究的第二个项目涉及研究和设
计游戏的专业。从第三学期到第六学期，
学生将在游戏行业的企业中共获得超过12
个月的带薪实习机会。 有些项目将完全包
含在与企业家一起完成的任务中。 研究将
以时间与理论相结合的形式结束，而不仅
仅是理论学习。

什切青大学的创新研究：经济
学，管理学和金融学
2018-08-27
什切青大学发言人Julia Poświatowska-
Szumiło通知道：“什切青大学经济科学与
管理学院创建了一个创新的博士课程：经
济学，管理学和金融学。 研究主要集中在
与该地区和国家的商业环境的合作。” 研
究计划包括三个基本教育模块：
整体：理论部分侧重于学习当前经济科学
的基本趋势;
研究人员：具有广泛的科学和方法论元
素；
开展课程：在开展科学研究和教学模块方
面不可或缺 。
这些研究将在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项目
基础上实施，每位博士生将获得4万兹罗提
的研究经费用于研究、购买文学、参观会
议或图书馆查询以及出版他的科学作品的
费用。

Głogów国立高等职业学校的
双重研究课程
2018-08-28
Głogów国立高等等职业学校获得250万兹
罗提在“自动化与机器人”和“冶金学”
院系开展双重研究，资金来自业务计划知
识教育发展计划 资金将用于实施课程，购
买设备，支付学生参加实践课程的报酬，
以及非常有吸引力的行业课程。 在这两个
方向上，理论课将与来自工业部门的本地
公司的实际课程交替实施。 通过实施双重
研究课程，学生将建立并加强与雇主的联
系并获得专业经验，雇主对特定职位的候
选人的教育有影响，并且可以在学习阶段
努力建立正确的态度和习惯。

华沙大学研究人员将缩短使用
细菌DNA项目
2018-08-29
来自华沙大学生物学系细菌遗传学系的三
名博士生正在完成互联网系统的工作，这
将缩短识别和描述细菌基因功能的阶段，
时间将从几十天缩短到几个小时。 来自
生物学院的科学家解决方案有效缩短了使
用细菌DNA分析的科学项目研究的初始阶
段。 为此，华沙大学将很快推出一个网
站，任何在研究中使用细菌遗传分析的科
学家都可以使用。 该系统将在几个小时
内提供高质量的反馈，与手动分析细菌的
基因组序列长达数天相比，速度要快许多
倍。   更多信息： https://oferta.uw.edu.
pl/System-informatyczny-przyspieszy-
poprawne-opisywanie-sekwencji-
genetycznych-bakterii

近15亿兹罗提投入“快速通
道”竞赛中
2018-08-29
根据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NCBR）公布
的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将近15亿波
兰兹罗提会投入“快速通道”竞赛中的。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NCBR ）副主任 
Izabela Żmudka说：“快速通道竞赛是对
我国文明和技术飞跃的具体支持和具体成
果。 自今年年初以来，大型和小型公司都

向我们提交了500多个创新项目，申请总额
近40亿兹罗提的赞助资金。 由此可见，波
兰企业的创新意愿非常大”。 微型，中小
型企业竞争中的提案征集将持续到12月14
日。 对于大公司和领导者是大型企业的联
盟，申请可以在9月3日至11月30日之间提
交。 更多信息： https://www.ncbr.gov.
pl/o-centrum/aktualnosci/szczegoly-
aktualnosci/news/polska-na-szybkiej-
sciezce-do-innowacji-49099/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建造的残疾
车辆
2018-08-30
几年前由克拉科夫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
院 的 学 生 构 建 了 一 辆 残 疾 人 超 轻 型 车
辆“Buzz”将由机会批量生产。 在波兰
电视台播出的几个节目中，一辆汽车响应
了使用轮椅的人们的需求和大城市居民的
交通问题。 您只需用手就可以方便安全地
使用汽车。 用户不必特意从手推车换到汽
车 ，只需要把小车放入车辆里便可以轻松
卡在驾驶员座位上。 更多信息： http://
panorama.tvp.pl/38674929/auto-dla-
osob-na-wozkach

第二届欧洲创新周
2018-08-30
9月17日至21日第二届欧洲创新周将在卢
布林举行。 超过1,300名参与者将参加28
个主题会议，其中将有80多位发言人参
加。 活动的目标是结合科学和商业领域的
经验和成就。 活动将从卢布林大学实验室
的开放日开始。 第二天将举办青年科学家
论坛，创业交流以及卢布林省城市和伙伴
地区的辩论。 作为欧洲创新周的一部分，
还将举办创新盛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
将在下一届主题会议上讨论卢布林地区的
智能专业化：生物经济，医药，低排放能
源和信息技术。 该活动计划还包括生物创
新，4.0经济和2.0医学的小组和研讨会。 
更多信息： https://etilubelskie.pl/



INNOVATIONS 2018-2019

178

IUSER计划支持波兰电力行业
2018-08-31
作为IUSER部门计划的一部分，国家研究
与发展中心将共同资助波兰电力部门的创
新。 IUSER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智能设
备和系统生产者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以产
生能源以及管理系统和分布式能源元素。 
项目包括：减少能源消耗的学习系统，智
能风电场管理系统，小型水电站和太阳能
农场的水轮机。 来自波兰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的Bartosz Konopacki在接受波兰电
台的访问时表示：“根据欧盟法规，波兰
将实施不依赖煤炭的新能源生产技术。 今
年，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在电力工程领域
的研发项目方面头入了 2700万兹罗提”。

哥白尼大学正在寻找抗击癌症
的新工具
2018-08-31
哥白尼大学化学系研究小组将参与“结直
肠癌空气生物标志物”（ABC-Cancer）
国际项目，项目旨在寻找一种用于诊断结
肠癌的微创工具。 共同实施项目的科学
联盟是：作为领导者作为项目领导者的荷
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 、弗劳恩霍夫过程
工程实验室IVV研究所、慕尼黑大学III综
合医院和哥白尼大学。 主要目标是开发
新的方法和标准操作方案，包括统一生物
样品的制备和分析方法、以及通过耦合色
谱技术和离子迁移光谱法分析粪便和肠道
气体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呼出的空
气。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5601

塔尔努夫国立高等职业学校的
双重研究
2018-09-03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向塔尔努夫的国立高
等职业学校拨发了资金以启动双重研究。 
双重研究学习的主题是电子与电信和机电
一体化，招生将在2018/2019本科学习中
进行 。 双重研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研究，
学生们将在 Grupa Azoty S.A.、Zakłady 
Mechaniczne TarnówS.A 和ATB Tamel 
S.A.公司进行实习。 双重研究的学生们在

毕业之后将获得工程师学历。  

别尔斯克 - 比亚瓦的学生共同
创建了一个保护自然环境的项
目
2018-09-03
别尔斯克 -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科学大学信
息技术俱乐部的学生与双子座公园购物中
心和人民创新设计基金会合作创建了太阳
能门户站, 旨在通过使用太阳能来关注对自
然环境的尊重。 太阳能门户站将设立在购
物中心的入口处，配备了收集太阳能的光
伏电池。 这使得诸如充电器和交互式多媒
体装置之类的设备的工作成为可能。 照明
由几十个LED点组成，当运动传感器通过
时，它将与运动传感器相结合。 项目还包
括实施一个网站，其中包含有关门户网站
的信息， 由学院的学生完成安装光伏和电
子等工作。

MINIATURE 2比赛获胜者
2018-09-04
95名研究人员获得了MINIATURE 2竞赛
奖，他们将获得325亿兹罗提用于实施科
学活动，如初步研究，试点研究，查询，
实习，科学咨询和会议旅行。 获奖者包
括：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的Beata Bielska
博士，她将获得近40000波兰兹罗提，用
于实施“在波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商
业化，国际化和多样化条件下的学生抄
袭文化”项目； 来自波兰科学院的Zoia 
DanutaWóycicka博士的 “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在欧洲博物馆的叙述中拯救犹
太人”项目获得了30000兹罗提赞助资
金； 来自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的Anna 
Szpakowicz博士的“缺血性心脏病患者
动脉粥样硬化和肥胖悖论发病机制中的新
脂肪因子的作用”项目获得了50000兹罗
提。

华沙将建立中国人工智能中心
2018-09-04
TCL将在华沙开设其在中国以外的最大研
究中心，研究中心将开发人工智能并希
望与华沙大学的科学家合作。 TCL是全球

第三大电视制造商。 超过100名科学家将
在华沙开展项目，其中包括学习和理解
肢体语言或图像分析。 TCL欧洲研究中心
负责人Bartosz Biskupski在接受“共和国
Rzeczpospolita”日报的采访时说：“研
究关于促进人类与可以“灌输”家用电器
的设备进行互动的新功能”。 据他介绍，
将在实验室创建的项目将进行技术革命。 
Bartosz Biskupski补充说：“我们专注于在
波兰开展研究，因为我们需要具备数学和
算法技能的人才能工作，目前在这一方面
波兰的科学家具备极高的科学水平。”

弗罗茨瓦夫撒克逊波兰创新日
2018-09-05
德累斯顿理工大学、弗罗茨瓦夫医科大
学、 德累斯顿医科大学与弗罗茨瓦夫萨克
森自由州联络处共同邀请各位于9月20日
上午9点至下午4点参加第二届撒克逊 - 波
兰创新日活动。 萨克森 - 波兰创新日是一
个展示两国知识和技术转让最佳范例的机
会，活动将连接合作伙伴，启动合作，寻
找资助机会和成功展示的平台。 创新日
的活动口号是“个性化生物医学和医疗技
术”，会议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弗罗茨
瓦夫总领事馆的主持下举行。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自动作战系
统
2018-11-12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安全与防御先进技术
中心和塔尔努夫机械厂邀请大家参加“
自主战斗系统 - 未来还是现在”研讨会。 
研讨会将于11月15日在西里西亚理工大
学教育和会议中心主席团举行，地址为
Konarskiego 18B，在研讨会期间将交付
12篇论文。 演讲者包括国防部代表，工业
界和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科学家，克拉科夫
AGH理工大学，华沙军事技术大学和克拉
科夫教育大学。 组织者承诺会采取其他措
施与欧洲联盟基金使用自主作战系统和提
供科学和研究防御项目资金机会相关的道
德和政治挑战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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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将建立
eCareMed医疗平台
2018-11-13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获得了6700
万兹罗提资金用于医学平台eCareMed
的创建，项目的建立是为了满足肿瘤学，
心脏病学和神经病学领域早期诊断领域
患者的需求。 西里西亚数字医疗平台
eCareMed - 远程医疗和医疗数据探索
将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等待诊断，治疗和
康复的时间，也将增加医生对患者检查结
果。 平台将允许在电子卫生领域使用信
息和通信技术，该项目的领导者是卡托维
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并且与扎布热西里西
亚心脏病中心、别尔斯克 - 比亚瓦贝斯基
德肿瘤中心、格利维采玛丽亚居里 - 斯科
沃多斯卡肿瘤中心、西里西亚大学医疗中
心共同合作。 更多信息： https://sum.
edu.pl/uczelnia/wiadomosci-z-zycia-
uczelni/9024-niemal-67-mln-zl-dla-
slaskiego-uniwersytetu-medycznego-
w-katowicach-na-slaska-platforme-
medyczna-ecaremed

弗罗茨瓦夫化学家正在开发水
凝胶3D打印方法
2018-11-13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Anna Witek-
Krowiak博士、Anna Dawiec-Liśniewska
博士和Daria Podstawczyk博士正在开发
水凝胶3D打印方法。 三位研究人员已经
为他们的项目申请了专利并且准备公布产
品。 弗罗茨瓦夫化学家的研究方向分为三
种： 用于3D打印的水凝胶和热塑性材料
的组合； 农用化学品和放置生物体； 水
凝胶中的藻类。 所有这些实现都遵循一
个共同的想法：设计具有特定属性和形状
的结构。 三位科学家认为他们的想法有实
现商业化的机会，因为波兰是世界上除了
荷兰和韩国以外少数生产人造蛋白丝的国
家。 研究人员强调该方法可以应用于其他
复合材料。 更多信息： http://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co-mozna-
wydrukowac-z-hydrozelu-11025.html

卡托维兹教学与医学模拟中心
2018-11-19
SPIN-US有限责任公司与西里西亚医科大
学技术转移中心于11月28日共同邀请各位
前往卡托维兹教学和医学模拟中心参加科
学和商业早午餐“Miliard in patent 5”
会议。 会议将讨论：提供医药和制药领域
的解决方案和生活质量技术在经济中的应
用，确定未来研究成果商业化的项目，并
建立新的关系，可以成为实施研究和实施
项目的基础。 会议所提出的创新将涉及以
下方面：美容医学领域的微创治疗; 可生物
降解的敷料纳米纤维; 在照顾最年轻患者的
医疗保健方面的新方法; 3D技术在现代解
剖学教育和现代聚合物合成方法。 更多信
息： www.miliard5.evenea.pl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成为
SmartAgriHubs项目合作伙伴
2018-11-20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成为SmartAgriHubs
项目的108个合作伙伴之一，项目旨在加
速欧洲农业和食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项
目预算为2000万欧元，资金由欧盟资助。
项目将建立一个广泛的欧洲范围的数字
创新网络数字创新中心。于2018年11月
1日开始实施项目，协调员是荷兰大学。 
SmartAgriHubs旨在创建一个相互联系的
生态系统，利益相关者在从早期研究到农
场应用的不同创新阶段共同合作。农场将
涉及2千旨在使数字化过程适应农民的特定
需求的实验。

第十五届 “波兰和德国跨境电
力行业 - 明天的能源世界”会
议
2018-11-21
锡隆纳葛拉大学、卢布林能源开发协会、
电 力 工 业 和 环 境 保 护 协 会 、 勃 兰 登 堡
州、E.DIS AG和东勃兰登堡商会共同邀请
各位参加于11月29日和30日举行的第15
届“波兰和德国的跨境电力行业- 明天的能
源世界”会议。 会议第一天的主题是：勃
兰登堡州目前的能源回收挑战以及欧盟的
能源和气候政策，以及地区面临的挑战。 

第二天降举行关于“电力工程的突破性创
新，包括冷生产”“波兰高效热电联产的
新支持机制”和“分布式热电配电- Bad 
Belzig，作为电力和热岛”的讲座。 更多
信息： http://www.pnke.pl/

EURAXESS研讨会
2018-11-22
什 切 青 西 波 美 拉 尼 亚 理 工 大 学 区 域 创
新与技术转移中心（RCIiTT）邀各位参
加“EURAXESS：移动门户网站、补助
金、奖学金、工作机会“研讨会。 活动当
天将了解门户网站的工作原理，如何为研
究人员搜索工作机会和资助，以及建立自
己的帐户，以便能够与科学界进行沟通并
参与针对研究人员的活动。在会议期间，
还将介绍门户网站提供的职业规划工具以
及创建和发布科学简历的规则。 研讨会
将于11月29日在RCIiTT总部举行。地址为
Jagiellońska 街道20-21号。由于研讨会
的互动形式，每个参与者都需要携带自己
的电脑。研讨会申请截止日期为11月26日
星期一。

比得哥什与托伦2018 Inova-
Croatia 奖项
2018-11-22
来自比得哥什与托伦的科学家的发明在
2018年Inova-Croatia获得了奖项。共有
来自30多个国家的800多项发明参加了此
次竞赛。 由卡齐米日大学、比得哥什医科
大学以及托伦哥白尼大学的科学家团队发
明的“3D上肢无力儿童被动外骨骼”获
得了发明展金牌。 国际发明展Inova Budi 
Uzor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三个最古老的发
明展览。今年参加在萨格勒布举行的国际
博览会上除了发明家，科学家，企业家以
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业研究中心的代表之
外，还有10万余观众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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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隆纳葛拉空间技术公园”
项目
2018-11-22
卢布林省宣布将实施“锡隆纳葛拉空间技
术公园”项目，技术公园将建在属于锡隆
纳葛拉大学的Nowy Kisielin的一块地块
上。 园区的概念是将现代化和专业化的
实验室，设备和试验台以及数据处理中心
结合在一起，其形象将与创新和空间领域
的公司所期望的研究和实施工作的方向相
对应。 技术公园最终将提高卢布林地区
的创新能力。4月卢布林省空间研究中心
PAS与锡隆纳葛拉大学签署了意向书，确
认了合作实施项目的意愿。项目和做伙伴
是HERTZ Systems 责任有限公司。 更多信
息： http://www.infoserwis.uz.zgora.pl/
index.php?rusza-konkurs-na-budow-
parku-technologii-kosmicznych

卢布林研究人员获得2018 
iENA 奖项
2018-11-22
在纽伦堡举办了2018 iENA “创意，发
明，新产品”第70届国际博览会，这是欧
洲最大的此类展览之一。卢布林玛丽亚居
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Aneta Ptaszyńska
博士和她的团队获得了银牌。 卢布林玛丽
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的Katarzyna 
Skałecka宣布道：“我们的科学家在博览
会上提出了对抗蜜蜂疾病的方案，方案将
用于开发一种治疗真菌感染和支持免疫系
统的方法。”

技术转让程序创新：科学 - 产
业” 项目
2018-11-23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波兰科学院、琴
斯托霍瓦理工大学和华沙理工大学作为由
科学部资助的对话计划的一部分将开展“
技术转让程序创新：科学- 工业”项目。 
来自AGH科技大学的Zbigniew Kąkol教授
在接受“波兰日报”的采访时表示：“有
必要改造现代大学的观点，在除了教育和
研究之外，我们应当追求第三个目标：实
践中使用技术诀窍，科学与商业之间的合

作成为创新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Zbigniew Kąkol教授补充道：“科学行业
期望知识转移。我们并不指望科学家想出
办法来开一家工厂。这些活动的发起者必
须是行业内的专业人士。”

PKP集团与工业发展局共同寻
求铁路创新
2018-11-23
“创新＃铁路2023”竞赛已经正式开始，
初创企业代表可以提交适用于铁路的现代
解决方案。由四家铁路公司和风险投资基
金的代表组成的评委会将选出获奖者，并
且颁发极具吸引力的奖金。 竞赛将着重在
以下的几个解决方案： 铁路客运; 创新铁
路技术; 现代营销与生态，电效率，电动汽
车销售。 初创企业，中小企业和研发单位
代表均可参加竞赛。 被选中的解决方案开
发人员可以有机会在PKP集团的基础架构
中进行试点实施。竞赛由PKP股份有限公
司、PKP 城际股份有限公司、PKP 波兰铁
路股份有限公司、PKP CARGO 股份有限
公司和工业发展局共同组织。

托伦科学家获得了纽伦堡iENA 
2018奖
2018-11-26
来自哥白尼大学的科学家在纽伦堡举办的
第70届国际博览会“创意，发明，新产
品iENA 2018”中获得奖牌和特别奖。 他
的“获得含有低聚杂环化合物的杂化碳材
料的方法”发明获得了银牌； “具有加
速植入部位愈合和减少血栓形成的特性
的血管内支架”、“基于来自刺五加提取
物的适应原作用的制备”“基于刺五加
（Eleutherococcus senticosus）提取物
的适应原作用”等发明获得了铜牌。 台湾
发明者协会的特殊区别奖是“获得真菌来
源的生物制剂加速高分子材料降解和生物
制剂的方法”。

格但斯克大学临床中心获得“
创新准则”竞赛
2018-11-26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大学临床中心获得
了“创新准则”竞赛，并且被授予使用条
形码识别医疗设备的权利，条形码识别可
以尽量减少医疗错误的发生。 医疗条形码
识别系统于2015年在格但斯克启动，目标
是在特定患者的治疗过程中用于医疗设备
的IT系统中的有效分配- 基于跟踪和追踪的
全球标准产品（所谓的可追溯性）。 比赛
由GS1 Polska基金会组织。这是唯一一家
获准接受波兰和欧盟公司加入GS1系统并
授予使用GS1代码权利的组织。全球GS1
组织在全球150个国家开展业务。从2018
年起，基金会将为使用GS1标准提高效率
的公司和组织颁奖。

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研究人
员在克罗地亚展览上获得了奖
项
2018-11-26
来自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的
研究人员在2018年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
举行的Inova发明家展览会上获得了奖
牌。 在克罗地亚展览会期间，奥尔什丁
大学的发明者展示了一种用于迫击炮注入
的气动振动给料器，发明的作者是来自
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土木工程研究所的
Robert Wójcik教授。他的发明获得了一
枚金牌。 来自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技术
科学学院的博士Mateusz Pietkiewicz和
Andrzej Ostrowski的关于防波堤用电原型
的发明获得了银牌。 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创新与技术转移中心主任Eliza 
Popławska-Jodko在Gazeta Olsztyńska
的采访时表示：“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
里大学在专利和创新数量方面一直处于波
兰高等教育机构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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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大学将实施现代化IT系
统
2018-11-27
托伦哥白尼大学与SIMPLE SA公司签署了
一项协议，协议将提供并实施支持大学管
理流程的IT系统，包括系统集成科学，教
学，研究和管理（SINDBAd）。 新工具将
涵盖财务和会计，人力资源和工资，计划
和分析，采购，教育和科学以及项目等领
域。通过实施新系统将减少将相同数据重
新输入IT系统的需要，并充分利用处理此数
据所产生的效果。SINDBAd还将允许电子
引入许多流程，尤其是在会计凭证流通方
面。 SINDBAd系统将作为哥白尼大学现代
化的一部分实施，项目还提供管理员工培
训。

波兰研究人员是人工智能方面
的领导者
2018-11-27
华沙科技大学教授Tomasz Trzciński教授在
接受Newseria Innowacje信息机构采访
时说：“波兰致力于人工智能发展的专家
被认为行业的领导者，他们参加了许多科
学中心的研究，特别是在国外。我们引进
国外市场的技术往往比目前提供的技术要
好。” 波兰政府计划利用人工智能专家的
潜力。11月，数字化部发布了“波兰人工
智能战略假设”，通过该计划将创建一个
完全或部分开放的匿名医疗数据中央存储
库。 2019年数字化部还将计划为在经济
中开发新的人工智能计划，创建数字创新
中心以及启动虚拟人工智能研究所提供支
持。

2018 ESA清洁空间工业日
2018-11-29
2018年11月23日至11月25日航空学院
空间技术中心的员工参加了在荷兰诺德
韦克举行的2018ESA清洁空间工业日。 
在活动期间，来自空间技术部的Paweł 
Nowakowski介绍了由航空研究所代表的
的波兰联盟开发的“专用推进剂”开发的
最新成果。联盟包括：Mesko股份有限公
司、有机工业研究所和Gamrat特种生产

厂。 根据航空研究所提供的信息，波兰解
决方案在欧洲工业中非常受欢迎，其工作
将与欧洲航天局一起继续进行。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科学
俱乐部是Pro Juvenes比赛中
最好的团队
2018-11-29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Robocik”自动
化和机器人科学协会赢得了由波兰共和国
学生议会组织的Pro Juvenes竞赛。科学
圈的学生们因创意活动和创新项目而获得
了比赛。 自动化和机器人科学协会的主要
项目是自主水下机器人。2018年8月，机
器人参加了加利福尼亚的RoboSub比赛，
进入了半决赛并赢得了Unity环境中最佳
计算机模拟的特别奖并且进行了船测试。
学生们宣布建造一个新版本的机器人，
明年他们希望在比赛中获得更高的荣誉 
“Robocik”自1997年以来成立于机械工
程学院，是该大学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圈之
一。学生项目中包括使用人工神经网络，
工作视觉系统以及自动车辆模型对工业机
器人进行分类。

格但斯克大学与STARTER企业
孵化器签署合作协议
2018-11-29
格但斯克大学与STARTER企业孵化器签署
了合作协议，两个机构将在许多层面开展
长期合作。 STARTER企业孵化器组织来自
商界的专家、教育行业的代表、初创企业
以及港口和物流行业的代表进行会议。其
负责人Jerzy Piotr Gwizdała表示：“签订
合同是我们大学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学生们将能够参与许多有趣的项目，获得
经验和实践技能，而教授们将获得新的发
展机会”。 合作协议规定联合组织科学会
议，专题讨论会，以及各种形式的知识转
让和相互启发，以实施研究相关的研究，
技术转让和研究成果的商业化。

奥波莱1400多万现代ICT解决
方案
2018-11-30
来自奥波莱省的47家公司将获得超过1430
万兹罗提将用于实施现代ICT解决方案。可
以为现代客户服务系统或IT和通信系统获得
补贴，以改善企业的运营。 获得资金的项
目包括：设计了微处理器生产和铸造生产
线监控系统，销售平台和IT系统，支持招聘
公司。 在收到的第一份共同融资中，将实
施移动培训平台，虚拟交易会系统，视频
学习平台，专业在线销售系统的实施以及
用于自动化内部流程和创新实验室软件的IT
系统。

华沙“观点：2018女性技术峰
会”会议
2018-11-30
2018年11月27日至28日在华沙举行了“观
点：2018女性技术峰会”会议。活动的合
作伙伴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欧盟数字经
济和数字社会专员Maria Gabriel作为会
议嘉宾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前景教育基金
会组织，旨在支持IT和新技术领域的创新，
以及波兰作为高质量IT教育场所的国际推
广。来自欧洲和中亚的一千多名才华横溢
的女性参加了此次会议。 此次举行的会议
和研讨会以及辩论主要涉及IT和大工程的未
来，并有助于获取行业知识，帮助建立联
系网络并规划职业生涯的下一阶段。 更多
信息： https://womenintechsummit.pl/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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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使用的波兰技术
2018-11-30
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公立学校教师
Rashed Ali Hashem博士在波斯湾地区
最佳教师竞赛中获得了超过100万兹罗提
的奖金。这位老师在自己的学校资助了12
所现代实验室，其中有一间实验室配备了
波兰的“魔毯”。 来自Good One PR公
司的Michał Zębik通知道：“获奖项目
包括创建实验室，展示科学成就和鼓励身
体活动。其中一个实验室配备了来自波兰
Funtronic公司的互动投影仪，支持身体和
心理活动的“魔毯”。 “魔毯”是一种用
于学前教育和早期教育的设备。这款交互
式投影仪可用手和腿的动作支持，配备了
一套多媒体练习，游戏和动作游戏，孩子
们可以学习英语，数学，历史甚至编程元
素的基础知识。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设计了用于
汽车电池的高性能冷却系统
2018-12-03
Byotta公司是由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毕业生
创建的分拆公司，为电动汽车电池设计高
性能冷却系统。该设计将与格丁尼亚三连
城无轨电车通讯公司合作进行测试。 设
计使用原始设计的热交换器的活性液体
冷却系统和使用可变相材料的被动冷却
的组合。它有助于显着缩短电池充电时
间，同时延长电池寿命。它还必须回收部
分废热以使车辆变暖。 公司总裁Mariusz 
Smentoch通知道：“我们项目的目标是
创建一个电池温度管理系统，即使在极端
情况下，即在快速充电或非常动态的驾驶
期间也能保持电池的最佳温度。” 更多信
息：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ontent/nowa-spolka-spin-off-pg-
pracuje-nad-systemem-chlodzenia-
baterii-do-pojazdow-elektrycznych

克拉科夫农业大学开发的创新方法
2018-12-03
来 自 克 拉 科 夫 林 业 大 学 农 业 学 院 的
Jarosław Socha教授的团队开发了一种
创新的树木生长模型，模型可以利用空
中激光扫描结果。 Jarosław Socha教授
说：“到目前为止，波兰大部分地区树木
生长的估计是不精确的，并且基于过时的
模型。我们已经证明，世界上第一个重复
空中扫描可以开发树木生长模型。激光扫
描可以在数万公顷甚至整个波兰开发当地
模型和观察树木。” 新方法的研究资金来
源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

波兰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开发
支持对抗成瘾应用程序
2018-12-04
波兰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开始
了全国范围的成瘾研究。为此创建了一个
特殊的应用程序Nalogometr。 该申请是
从有瘾的人收集有关强迫性饥饿的数据。
每天参与研究的人都会被问及使用特殊量
表对强迫性饥饿感染的恶化。医生也会询
问他们的健康状况并要求完成有关生活的
调查。这将使研究人员了解成瘾问题的规
模并开发支持方法。 在Nolometer中收
集的数据将转发给波兰科学院心理学研
究所，所有数据均为完全匿名的并且对应
用程序的访问受到PIN码的保护。 更多信
息： https://play.google.com/store/
apps/details?id=pl.badanienalogow.
nalogometr&hl=pl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成立基因工程中心
2018-12-04
在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兽医学院成立
了配备有现代和独特的研究基础设施的基
因工程中心。中心的建立耗资近550万兹
罗提。 中心的设备允许在小动物模型，无
特定病原体和良好实验室实践（GLP）的
环境中培养和进行体内生物医学研究- 基
础和临床前研究。该中心还将成为培训学
生和博士生的地方。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
学大学的科学家在基因工程技术的应用方

面拥有多年的经验，可用于创建转基因
细胞和动物研究模型。目前正在与西里
西亚皮亚斯特医科大学合作对乳腺癌细
胞化疗耐药的分子机制进行研究。 更多
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pl/
aktualnosci/48665/centrum_inzynierii_
genetycznej_upwr.html

波兰年度企业家奖
2018-12-05
波 兰 科 学 基 金 会 通 知 道 ： “ H O M I N G 
PLUS计划的获奖者、XTPL纳米技术公司
的创始人兼总裁Filip Granek博士在安永
会计师事务所组织的第16届比赛中获得
了年度企业家奖。” Filip Granek博士
是世界上现代太阳能电池制造技术和纳
米材料技术领域的最佳专家之一。比赛
评委授予他“2018年度企业家”称号，
以“致力于突破性技术，让世界变得更
好”。 Filip Granek博士将代表波兰参
加 2 0 1 9 年 E Y 世 界 企 业 家 竞 赛 的 国 际 决
赛，竞赛于明年6月在摩纳哥举行。 更
多信息： https://przedsiebiorcaroku.
pl/news/filip-granek-prezes-xtpl-s-a-
zostal-przedsiebiorca-roku-2018/

格但斯克大学电视录音与电影
文献模拟实验室
2018-12-05
格但斯克大学开设了现代化的电视录制与
电影文献模拟实验室，实验室为跨学科十
实验室，将为来自新闻和社会交流以及电
影和视听文化学校的学生提供使用。 这是
波兰最现代化的电影实验室之一。格但斯
克大学在2014年至2020年期间获得了波美
拉尼亚省区域业务计划超过400万兹罗提
的资金，格但斯克大学方出资约为100万
兹罗提。 在开幕式期间，录制了一个现场
节目。录制节目由Beata Czechowska-
Derkacz博士发现以及由格但斯克大学
校长Mirosław Czapiewski博士为大家
带来了天气预报。 更多信息： https://
ug.edu.pl/media/aktualnosci/80613/
uroczyste_otwarcie_laboratorium_
symulacji_nagran_telewizyjnych_i_
dokumentacji_ilmowej_uniwersyte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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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与格但斯克
大学的跨学科研究：分散能源
2018-12-06
格但斯克大学与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将创建
一个跨学科和独特的联合研究领域：分散
能源。两所大学都就跨学科研究领域签署
了合作协议。 建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分
散能源是对现代国家发展需求的回应。专
家认为，分散的电力行业为国家的能源安
全提供了比集中式电力安全更多的安全保
障。与此同时，传统能源的作用正在减
少，而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和重要性正在增
加。 新的研究领域将由两所大学指定的单
位进行。格但斯克大学与格但斯克科技大
学的最佳专家以及实验室和实验室的接触
将确保高水平的教育质量。

华沙理工大学设计的卫星已成
功发射
2018-12-06
2018年12月3日来SpaceX Falcon 9火箭
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的美国空军基地
发射，其中包括由华沙理工大学动力与航
空工程学院运营的学生宇航员团队建造的
卫星。 根据华沙理工大学提供的信息，
学生们已经在PW-Sat2卫星上工作了近六
年。这是波兰第四颗卫星，也是华沙大学
学生建造的第二颗卫星。 PW-Sat2是一
个CubeSat卫星。它具有10×10×22cm
的矩形形状。他的任务将持续40天。在
此期间它将做四个实验。最重要的是测试
创新的脱轨帆。设计的解决方案是防止已
经完成任务的卫星留在轨道上。 更多信
息： https://pw-sat.pl/

西里西亚大学校电动汽车充电
站
2018-12-07
西里西亚大学将与GreenGoo有限责任公
司合作，为西里西亚大学校园将提供电动
汽车和充电站。 GreenGoo 有限责任公
司将在卡托维、索斯诺维茨、霍茹夫和切
申等地安装充电站，并将为学术界，居民
和游客提供数十辆电动汽车。可以使用移
动应用程序租用它们几分钟来使用车辆。 

电动汽车充电站已经在霍茹夫校园内进行
了调试。在不久的将来投资将在其他地点
完成。

波兹南科技园区开设基因组实
验室
2018-12-07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基金会在科技园开
设了一个基因组实验室。基因实验室配有
现代化的装备并将进行分子生物学领域的
研究。 实验室的活动将包括旨在制备测序
材料的过程，主要是从提供的材料中分离
DNA/RNA及其纯化，例如从受污染的培
养物或组织片段中分离遗传物质。实验室
将进行研究，开发和商业研究。 在遗传杂
交和转基因植物的情况下，DNA测序和遗
传密码的读取可用于选择具有可转移至下
一代的特征的个体。它加快了引进有用植
物新品种，识别细菌种类和探索遗传病机
制的研究过程。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学生赢
得了2018 Robotex竞赛
2018-12-07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的学生在爱沙尼亚
塔林举行的2018Robotex机器人竞赛决赛
中获得了第二和第三名。 这是比亚韦斯托
克学生在世界冠军在环上建造和对抗机器
人的另一项成功。来自比亚韦斯托克理工
大学机械系的学生已经在中国，美国和罗
马尼亚的国际机器人竞赛中获得了比赛。 
作为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项目的一部分，该
团队获得了改善其建设和“最好的3.0！“
竞赛的财政支持。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创建了具
有通信系统的卫星
2018-12-10
由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科学家和学生建
造的电信系统ESEO S-50科学卫星已经从加
利福尼亚州的范登堡基地进入太空。 该系
统是完全由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创建的技
术解决方案。它包括一个微波发射器，一
个卫星车载电脑和一个微波天线。卫星的
任务是管理传输数据的交换。整个设备重

0.8千克，天线由超轻材料制成，重量不到
40克。发射器将以以10 Mbit / sec的速度
向地面站发送大量卫星数据。 ESEO（欧洲
学生地球轨道器）卫星是作为欧洲航天局
教育计划的一部分而创建的，自2000年开
始实施，共有30所欧洲大学参加，其中包
括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化学系质
量流式细胞仪
2018-12-11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化学系创建了成像实
验室。该设施已经配备了质量流式细胞
仪，用于分析和诊断细胞样本和高级蛋白
质组学的最现代化设备。这是波兰唯一的
此类设备。 质谱细胞仪是一种分析技术，
最近彻底改变了学术实验室和制药行业的
现代医学诊断。在进行分析时，使用质谱
通过金属原子的质谱分析进行样品测试，
金属原子用作标记物。 在质量流式细胞
仪中，可以测试癌细胞或白血病细胞，血
细胞，甚至寄生虫和细菌的细胞。在理工
学院，该装置将主要用于研究蛋白水解酶
（蛋白酶）- 分解肽键的特殊蛋白质。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cytometr-masowy---
ultranowoczesny-aparat-pomoze-w-
diagnostyce-110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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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科学与商业的平台
2018-12-11
华沙大学举办了一次致力于普遍性平台的
会议，会议是一个智能系统，支持学生在
新学或独特技术领域提高能力并将学习与
商业相结合。平台允许公司和学术人员之
间的直接联系。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Piotr Dardziński在会议期间说道：“像这
样的解决方案可以使讲师和大学以不同的
方式看待教学过程。平台向我们展示了教
学的方向。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满足业
务需求的能力。企业家，学生和大学都可
以从这个解决方案中受益。平台已经被来
自波兰各地的13所大学和近1,000名学生使
用，在商业方面，已有14家公司与微软建
立了合作关系。 更多信息： https://www.
gov.pl/web/nauka/universality-polski-
start-up-laczy-studentow-informatyki-z-
pracodawcami

AGH科技大学成为“现代材料
技术”竞赛的领导者
2018-12-12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宣 布 了 战 略
研 究 和 发 展 计 划 “ 现 代 材 料 技
术- TECHMATSTRATEG”的比赛结果。
议筹资的12个项目中有一半将在克拉科
夫AGH科技大学参与的联合体内进行。 
TECHMATSTRATEG计划涵盖五个战略领
域：建筑材料技术，光子和纳米电子材料
技术，功能材料技术和具有设计特性的材
料，无废料材料技术和可生物降解工程材
料技术以及能量储存和传输材料技术。 
TECHMATSTRATEG旨在刺激波兰经济的创
新和竞争力的增长。计划总预算约为2亿兹
罗提。

格丁尼亚创建SIR的波兰亚轨道
火箭
2018-12-12
SpaceForest公司的工程师正在研究SIR
火箭或亚轨道项目。 Perun作为由国家研
究与发展中心共同资助的项目的一部分由
SpaceForest公司设计。项目旨在制造第
一枚能够装载50公斤货物的波兰火箭，

最高可达150公里。计划在2019年第四季
度推出全尺寸火箭模型，火箭将在2022
年飞行。 根据SpaceForest总裁Robert 
Magiera提供的信息，Perun将能够为微
重力环境中的研究提供一个有利可图的平
台，并且可以成为波兰和国外市场上客户
的有吸引力的商业选择，为世界上这类服
务提供最低价格。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在爱沙尼
亚获奖
2018-12-12
科 学 圈 O F F - R O A D 在 爱 沙 尼 亚 著 名 的
Robotex 2018年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弗
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设计的火星探测器
天蝎座X获得了奖项。 天蝎座X是由OFF-
ROAD科学圈成员创造的第六辆火星探测
器。它采用模块化结构，其结构主要由航
空铝和聚酰胺- 轻质材料制成，具有优异
的机械性能。车辆的轮胎的特征在于非常
好的粘附性，因为它们由cordura制成并
填充有泡沫聚苯乙烯颗粒。 火星车有四轮
驱动，每个都由一个独立的BLDC 250W
发动机提供动力。它有足够的力量来克服
最苛刻的地形和障碍，例如洞和陡峭的方
法。 Robotex是针对机器人爱好者的最
大国际活动，在塔林的展览中心举行。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scorpio-x-nagrodzony-w-
estonii-11049.html

波兹南经济大学研究人员为警
署设计车辆
2018-12-12
1月初由波兹南经济大学的科学家共同创
建的巡逻和干预车原型将在警察部队进行
测试。该项目的工作持续了近一年。 改
变目前对警察机队功能的思考方式的原
型是作为研究和开发项目的一部分而创建
的。它由三个合作伙伴组成的联盟建立：
波兰内部安全平台（协调员），波兹南经
济大学的特殊目的工具（科学合作伙伴）
和GERMAZ汽车之家（工业合作伙伴）。 
项目目的是创造一种最适合警方需求的车
辆，彻底考虑到警务人员的意见和期望。

科学地理空间分析和卫星计算
中心
2018-12-13
这 是 华 沙 科 技 大 学 与 埃 尔 布 隆 格
OPEGIEKA、Hexagon和Cloudferro公司
共同开展的CENAGIS项目的目标是建立世
界级地理空间科学分析中心，使用最新的
地理信息和IT技术。 “科学地理空间分析
和卫星计算中心（CENAGIS）以及地理产
品测试/认证实验室”项目将由马佐夫舍省
的区域业务计划共同资助。项目的价值接
近2500万兹罗提，其中来自欧盟的赞助为
1880万兹罗提。 根据华沙科技大学提供的
信息，对CENAGIS框架进行地理空间科学
分析的主要思想是开发用于工业，服务和
办公室的数据分析的新模型和算法。

雅盖隆大学科学家研发了加强
鱼类免疫系统的方法
2018-12-13
克拉科夫雅盖隆的研究人员研发的创新
产品将增强鱼的免疫系统。 Wojciech 
Fiałkowski博士在接受“波兰日报”的采
访时说道：“由于进口鱼必须忍受长期旅
程的不便，育种者会预防性地给他们抗生
素，这也可能有副作用。” 同时雅盖隆大
学的科学家也获得了产品专利：Wojciech 
Górecki博士、Wojciech Fiałkowski博士
和Łukasz Pijanowski博士。研究方案预防
性地增强了鱼的免疫系统，并且没有必要
进行抗生素治疗。 该试剂在外部使用，它
与鱼在游泳的水混合通过皮肤和消化系统
吸收。这是一种完全创新的方式来管理这
种类型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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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核研究中心开发在金属基
底上生产氮化钛层的创新方法
2018-12-13
来自国家核研究中心的Marek Barlak博士
与电子材料技术研究所的科学家合作，为
在金属基底上生产氮化钛层的创新方法申
请了专利。 项目旨在开发一种生产氮化
钛层的方法，该方法具有均匀的相组成，
高耐久性和耐磨性，同时保持最低的摩擦
系数和对基材的良好粘附性。该专利的实
际应用的一个例子是轴承的生产。 该专利
方法基于将两种技术结合到一个技术周期
中：强烈等离子体脉冲技术和在氮气氛中
加热的等温方法。

波兹南现代化动物农场
2018-12-17
在波兹南大波兰先进技术中心新建了动物
农场。农场是波兰最现代化的设施之一，
为生物医学科学的体内和体外研究创造了
机会，特别是药理学，毒理学，肿瘤学和
病理生理学。 农场位于适合SPF（无特定
病原体）动物和转基因动物的建筑物内，
配备了一个连续和紧急通风系统，有三种
类型的过滤器，直通式高压灭菌器，自动
洗衣机和带工作人员风淋的锁，以及体内
成像设备，计算机断层扫描仪，分析和组
织学实验室。 在农场可以使用适当的动
物模型对人类疾病（传染病，癌症，遗传
决定的）的病理机制进行分子和生理学检
查。

波兹南理工大学开发新型生物
燃料生产技术
2018-12-17
波兹南理工大学Piotr Oleśkowicz-Popiel
教授赢得了AgroBioTop比赛。他研发
了一种环保的新技术，用于从奶酪和酸
奶生产的废物中生产生物燃料。 新技术
是单阶段的并且基于酸乳清的使用。波
兰在奶酪生产方面排名第四（仅次于德
国，法国和意大利）。生产的副产品是
乳清，通常简单地排放到污水中，有时
直接进入湖泊或河流。 欧盟国家承诺将
食物浪费减少到30％。在2025年和50％

到2030年，Piotr Oleśkowicz-Popiel教
授利用有机废物生产生物燃料所开发的
技术支持实现这一目标，也影响了能源
生产来源的多样化。 AgroBioTop比赛奖
章来源于波兰科学院生物技术委员会。 
更多信息： https://www.agropolska.
pl/o-irmach/nagroda-agrobiotop-za-
technologie-wytwarzania-biopaliw-z-
odpadow,1450.html

克拉科夫农业大学科学家在国
际比赛中获奖
2018-12-17
克拉科夫农业大学科学在森林管理领域的
国际竞赛中获得“ForestValue--创新森
林生物经济”奖项。 农业大学波兰团队
将实施”气候条件变化和森林稳定性减弱
时代的可持续生物经济森林管理创新战略
（I-MAESTRO）“项目。来自克拉科夫
的Jarosław Socha教授将与法国，德国
和斯洛文尼亚的研究小组合作。 项目协
调员来自法国的国家环境与农业科学技术
研究所（IRSTEA）。 更多信息： https://
forestvalue.org/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创新伤口
治疗研讨会
2018-12-17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正在创建创新伤口治
疗研讨会，研讨会上将进行ESW 体外冲
击波。项目将作为莫扎特2018/2019计划
的一部分实施。 项目负责人是来自神经
系统疾病系的Robert Dymarek博士，研
讨会主题是“受到伤害：组织一个用于治
疗慢性伤口冲击波的创新研讨会”。项目
旨在缩短治疗的持续时间，减少伤口的疼
痛和渗出，以及减少与愈合受损相关的压
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并改
善生活质量。 “莫扎特”项目支持高等
教育和科学合作伙伴关系的市政计划和经
济活动部门是2012年由弗罗茨瓦夫市议
会通过的一项计划。其目的是通过使公司
获得科学家的智力潜力来支持弗罗茨瓦夫
劳动力市场。   更多信息： https://wca.
wroc.pl/dr-robert-dymarek-decumed-
organizacja-innowacyjnej-pracowni-

leczenia-ran-przewleklych-skory-z-
zastosowaniem-fali-uderzeniowej  

波兰研究人员测试了Haller水
芹的特性
2018-12-17
来自植物研究所的Alicja Babst-Kostecka
博士获得了波兰科学院举办的“波兰未来
投资”奖。 奖项旨在奖励那些为环保项
目做出贡献的研究人员。 获得主题涉及
Hallera水芹（Latin Arabidopsis halleri）
，一种白色开花的多年生植物，已经扩散
到采矿堆和矿井，土壤中含有高浓度重金
属的污染区域。 Hallera水芹能够在这样的
条件下生存而吸引了科学家的注意。它能
够超级蓄能，可以累积比其他植物多100至
500倍的重金属。Babst-Kostecka博士的
团队准备了一个欧盟项目，以了解该功能
的来源以及如何正确使用。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实施国际项目RUBIZMO
2018-12-19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与来自10
个欧洲国家的15个合作伙伴共同实施了
RUBIZMO农村发展项目。 项目参与者承
诺识别和选择50个成功的业务案例和20个
新的业务模型，以分析复制条件和开发工
具：虚拟业务案例库; 关于为实施创新商
业模式创造有利条件的指导; 一套用于在
农村地区建立集群和发展网络的工具以及
支持转型的工具。 项目旨在通过激励和实
施基于价值链生物学，环境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理念的创新商业模式，为在多样化的
农村地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做出贡
献。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
edu.pl/aktualnosci/48758/rubizmo_
nowoczesna_gospodarka_wiejska.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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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莫希奇国家高等职业学校开
设激光射击场模拟器
2018-12-19
在扎莫希奇国家高等职业学校的国家安全
工作室配备了激光射击场模拟器。 根据学
校提供的信息，在学校创建了一个激光射
击场，让学生熟悉射击训练的基础知识。
包括学习射击态度，学习处理武器，瞄准
科学。 扎莫希奇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校长
Andrzej Samborski教授说道：“我们推
出创新的解决方案，旨在提高教育质量和
准备毕业的年轻人。我们不断发展和完善
我们的教学基础。现在是时候了，为了国
家安全方向，我们正在开设一个现代化的
研讨会，其中包括激光射击场和与安全领
域相关的其他因素。“

华沙理工大学将电影变成漫画
书
2018-12-20
华沙理工大学学生的解决方案Comixify将
电影框架转变为漫画，欧洲和美国电影制
片人以及漫画出版商对于该项目非常感兴
趣。 Comixify由理工学院电子与信息技术
学院的学生创建：Maciej Pęśko、Adam 
Svystun和Paweł Andruszkiewicz并
且 在 计 算 机 科 学 研 究 所 计 算 机 图 形 学
系Przemysław Rokita教授和Tomasz 
Trzciński博士的监督下进行。 在Comixify
网站（https://comix i fy . i i .pw.edu.
pl/?ref=steemhunt）上，可以看到电影
片段“低俗小说”和“星球大战：第一部
分- 暗谱”中产生的漫画。该创新方案还可
以通过上传您自己的文件（最多50 MB）
或使用YouTube上的链接免费测试。

物理化学实验室与综合数据安
全中心
2018-12-24
位于大波兰省葛尔若的Jakub学院开设了
一个物理化学实验室，该实验室配有综合
数据安全中心。实验室为政府和自治机构
以及社会经济环境服务。 实验室和数据安
全中心的任务是根据适用的法律地位和专
业标准，在政府，自治和社会经济机构的

需求下实施化学技术和信息安全以及业务
连续性领域的创新解决方案和服务。 学
院技术人员的学生将使用实验室。此外，
由于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合作，在实验室进
行的研究将有助于设计和创建解决方案，
使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满足企业的需求和要
求。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基于实践的
国际研究计划
2018-12-24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正在开发
一个基于工作学习（WBL）公式的培训计
划。以奥地利为模型的研究将首先在保加
利亚加布罗沃的技术大学进行。 格但斯克
科技大学还将创建一系列实践，例如建立
一个电子平台，公司将根据这个平台宣传
空缺，学生申请空缺并根据实际工业情况
开展工作。 此外还将推出电子研讨会，即
为公司导师和学术教师提供培训。还将有
一个专门讨论思想，经验和最佳做法交流
的讨论论坛。 项目旨在建立一个新的伙
伴关系结构，促进技术大学和制作公司之
间的有效合作，并得到地方当局和社会伙
伴的支持。 更多信息： https://pg.edu.
pl/aktualnosci/-/asset_publisher/
h W G n c m o Q v 7 K 0 / c o n t e n t / n a -
wydziale-mechanicznym-tworzony-
j e s t - m i e d z y n a r o d o w y - p r o g r a m -
studiow-opartych-na-praktyce

波兰科学家和工程师将参与木
星研究
2018-12-24
科 学 和 高 等 教 育 部 通 知 道 ： “ 来 自
Astronika公司和波兰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
的波兰科学家和工程师将参加由欧洲航天
局实施的JUICE任务（JUpiter ICy moon 
Explorer）。” 在2022年将向木星发送
一个太空探测器，将对其中的四颗卫星
进行调查：Io，Europe，Ganymede和
Callisto。探测器用于在这些物体的表面下
搜索液态水。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说
道：“随着我们攀登技术可能性的高峰，
我们迎接超出我们想象的挑战。在15和16
世纪，海外探险由国王赞助，今天这个功

能被现代政府接管。波兰政府也采取了这
一职能，并注意到空间项目在负责任发展
战略中的作用以及采用波兰太空战略。”

罗兹科技大学在2018首尔国际
发明博览会上获奖
2018-12-27
罗兹科技大学发言人Ewa Chojnacka
说道：“罗兹科技大学微电子与信息技
术系的五项发明在2018年韩国首尔国际
发明博览会上获得奖牌，三项发明获得
了金牌和两枚银牌。” 优化建筑成本
和开采地下高压电缆线系统发明获得了
金牌，项目作者是：Andrzej Cichy博
士、Bartosz Sakowicz教授、George 
Anders教授和Marek Kamiński博士。 
ARUZ项目：真实复杂系统分析仪，这是
一个使用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技 术 的 化 学 过 程 模 拟 器 获 得 了 第 二 枚
金牌。它的作者是：Jarosław Jung博
士、Piotr Polanowski博士、Rafał Kiełbik
博士、Krzysztof Hałagan博士、Witold 
Zatorski教授、Jacek Ulański教
授、Andrzej Napieralski教授、Tadeusz 
Pakuła教授和MarekCieślak。 获得
第 三 枚 金 牌 的 是 M S c 的 立 体 图 像 配 准
助手项目，项目作者为：Piotr Perek博
士、Dariusz Makowski博士、Aleksander 
Mielczarek博士和Andrzej Napieralski教
授。  

AGH科技大学创新项目：模仿
植物的太阳能电池板
2018-12-27
来 自 克 拉 科 夫 A G H 科 技 大 学 的 学 生
Karolina Gocioł建立了一个用于控制太阳
能电池板的创新设备，结构模仿植物在最
有利的阳光照射下的运动。 项目假设将太
阳能电池板放置在茎形骨架上，骨架具有
较小的太阳能电池和控制与其连接的结构
的机构，可以在太阳的变化位置后自由移
动。这一点允许面板根据光的入射角度改
变倾斜角度，以便尽可能有效地使用太阳
能。 Karolina Gocyk在2018年格丁尼亚
E(x)plory期间赢得了项目创意的奖项。目
前她的设想正处于原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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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大学EIT食品项目
2018-12-27
来自华沙大学心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
和机械与管理学院的研究人员将参加由EIT 
Food领域的知识与创新社区资助的19个项
目。 EIT Food是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所的
一部分，研究所是欧盟的一个机构，支持
欧洲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EIT Food是一
个知识创新社区，致力于食品行业的现代
化。它由来自13个国家的50个合作伙伴组
成。其中包括大学，研究单位和企业，其
中包括：华沙大学，剑桥大学，霍恩海姆
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博世，雀巢，百
事可乐，西门子，索迪斯和波兰玛斯派。 
华沙大学的科学家将在2019年实施的项目
将涉及教育，创新和沟通。

比亚韦斯托克科学家发现了松
树根的不寻常特性
2018-12-28
来自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和比亚韦斯托
克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就松树根虫在抗击
结直肠癌方面提出了专利申请。这是对比
亚沃维耶扎森林中发现的真菌在癌症治疗
中的应用进行研究的结果。 2018年初科
学家们的报告显示在比亚沃维耶扎森林中
发现了一系列150多种真菌的提取物，该
森林位于Hajnówka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
学林业学院的科学与研究中心。 科学家
们首先在实验室生长的生理细胞和结肠癌
细胞上测试根虫的性质，然后测试实验室
小鼠的性质。 实验药理学工厂的负责人
Halina Car教授解释道：“专利申请涉及
这种真菌的新应用，其抑制结肠癌细胞的
发展。”

格但斯克工业大学毕业生获得
波兰塑料转换器协会奖项
2018-12-31
来自格但斯克工业大学化学系高分子技术
系的Agnieszka Sulowska在波兰塑料加工
处理协会的竞争中获得了塑料领域最佳毕
业论文的第一名。 获奖作品涉及聚醚树脂
在组织工程中的应用，将工程与医学相结
合旨在修复受损组织。它使用生物材料，

细胞和生物活性成分的组合，创造了支持
组织再生的功能结构。 组织工程用于多
孔组织支架。可以生产它们的材料包括天
然聚合物，合成聚合物和无机生物材料。
它们可用于骨再生，软骨，肝脏，伤口愈
合，心脏贫血的治疗和作为药物释放系统
的过程。

波兰 - 日本信息技术学院MBA
课程
2018-12-31
波兰- 日本信息技术学院在华沙和微软合
作的IT MBA课程即将开始，招生将持续到
2019年3月1日。 波兰- 日本信息技术学院
与微软合作创建的MBA研究旨在扩大，
补充和系统化有关波兰和世界IT市场的知
识。 研究旨在为学生提供管理领域的现代
知识，公司发展战略，分析和基于IT行业
细节解决业务问题的方法。 IT MBA课程面
向中层，高层和高层管理人员。参与的条
件是完成研究和几年的专业经验。 更多信
息： https://mba.pja.edu.pl/

断层扫描和显微断层扫描测试
的新解决方案
2018-12-31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是断层摄影和显
微断层摄影研究中使用的解决方案的共同
作者，使用该方法可以更准确地获得给定
物体结构的图像。新研究方法已获得专利
保护。 “由用于X射线检查的具有低X射
线吸收系数的材料构成的物体的制备方
法”由Andrzej Woźnica博士、Jagna 
Karcz博士、Jerzy Karczewski博士与
Marcin Binkowski博士合作共同发明。 发
明的灵感来源于研究淡水海绵（Spongilla 
lacustris）的结构，它们生活在原始水生
动物以及各种不对称形状的特征。为了
更准确地了解它们，来自西里西亚大学
的生物学家团队决定以三维图像的形式
再现海绵的内部结构，以及其他使用计
算机断层扫描和显微断层扫描。 更多信
息： https://www.us.edu.pl/obraz-z-
badania-tomograficznego-bedzie-
jeszcze-dokladniejszy-patent-dla-us

华沙大学研究人员正在开发用
于手术显微镜的数字附件
2019-01-02
华沙大学物理学院研究人员正在开发用于
手术显微镜的数字附件，利用新发明可以
在显示器上显示显微镜图像。 到目前为
止，通常在显微镜下进行操作，以便外科
医生在显微镜上放置数小时并通过一副眼
镜观察手术区域。 华沙大学物理系助理教
授Piotr Wasylczyk说道：“我们的解决方
案，而不是寻找显微镜眼镜，让你看一个
非常大的三维屏幕，并显示显微镜看到的
东西。” 根据华沙大学提供的信息，他们
现在所提供的是现有显微镜的附件。这是
他们重新开发完全数字立体显微镜的第一
步。

PW-Sat2卫星脱轨帆
2019-01-03
2018年12月29日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开
始与脱轨帆相关的实验。尝试发送信号进
行分发是成功的。 根据理工大学提供的信
息，卫星帆的开放发生的时间早于计划。
美国办事处负责跟踪空间碎片，这并设有
威胁PW-Sat2卫星的设施。2018年12月27
日，标有SCC＃39841的设施以约3.6 km 
/ s的速度通过PW-Sat2，距离仅为79米。 
脱铁帆会增加卫星的气动阻力系数，从
而降低其在轨道上的速度。随着时间的推
移，卫星将越来越低，直到它最终在地球
大气层中燃烧。根据华沙理工大学提供的
信息，这应该在12个月内发生。没有脱轨
帆的卫星将在轨道上运行长达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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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中央商学院新课程
2019-01-03
华沙中央商学院决策支持与分析部开发
的“白银决议”计划被欧盟委员会纳入创
新雷达计划。 “白银决议”程序用于支持
使用决策树方法的决策，并且是连续操作
之间关系的图形表示以及这些操作的可能
后果，并且能够分析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
性。 华沙中央商学院强调道，该计划利用
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将各种活动的潜在结果
转化为客户和医生以说明患者可能的治疗
途径。该软件还在大学用于科学和教学目
的。用户社区已遍布150多个国家。 目前
它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此类高级功能的完全
免费且开放的软件。 更多信息： https://
www.innoradar.eu/innovation/29875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创新伙伴
关系”会议
2019-01-03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与波兰美
国商会组织邀请各位于1月15日参加“创
新伙伴关系”会议。 会议将总结“创新孵
化+”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春季在克拉
科夫技术大学的TRL +竞赛中选出了16个预
先实施的作品。由科学和商业代表组成的
投资委员会选择了具有最高实施潜力的项
目。 此次活动也将是克拉科夫科学家与美
国和波兰公司代表建立直接联系的机会，
这些公司对其解决方案的商业化感兴趣。

IP盒生效
2019-01-04
自2019年1月1日起IP盒正式生效。该解决
方案面向开展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企业家，
活动与知识产权的创造，发展或改进直接
相关。 根据企业家和技术部所提供的信息
解决方案针对企业家在研发上花钱，开发
或购买新技术，如果将其商业化并获得相
应的所有权，那么商家即可获得合格的知
识产权。并且要支付收入额的5％的CIT或
PIT税。 IP盒在许多国家运营，例如以色
列，荷兰，英国，爱尔兰和卢森堡也有类
似的解决方案。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学生是
PGNiG青年创新大赛的获胜者
2019-01-07
来自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动力工程专业的学
生Jędrzej Wrzaskowski在第四届PGNiG
波兰石油和天然气采矿研究和开发项目
Young Innovation竞赛中获得第二名。
他参加竞赛的主题是“从DME获取氢作为
电动汽车元素的示范系统”。 获奖作品包
含解决储氢问题的建议。它假定使用合成
燃料DME（二甲醚）作为载体，然后在蒸
汽重整过程中回收氢气。小型装置使其可
以安装在由燃料电池驱动的电动车辆中，
从而能够以安全和生态的方式使用氢气。 
PGNiG的创新青年竞赛旨在从PGNiG集团
的活动领域中寻找创新理念，这可能会启
动研发项目的实施。

华沙理工大学开始建造PW-
Sat3卫星
2019-01-07
PW-Sat2项目副主席Dominik Roszkowski
在接受杂志“Chip”采访时宣布道：“
华沙理工大学动力与航空工程学院开始
建造PW-Sat3卫星。它将由下一届学生创
建。” 在4周内，PW-Sat2卫星执行了所
有计划任务。该任务的成功证明华沙理工
大学学生开发的帆技术可以帮助解决空间
碎片破坏探测器，船舶以及国际空间站的
问题。 由比头发薄10倍的聚酯薄膜制成
的脱轨帆的分布是卫星的主要任务。在执
行任务期间，还可以拍摄波兰历史上第一
张卫星地球卫星图像。照片将显示瑞典
南部、挪威上空的云层、北海和波罗的
海。 更多信息： https://radio.pw-sat.pl/
gallery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
斯卡大学研究人员获得了“地
质学2018”竞赛主要奖项
2019-01-08
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大学新闻办公
室BeataWie lowińska-Pawlak通知
道：“Tomasz Pieńkos教授、Andrzej 

Trembaczowski博士和Artur Wójtowicz
博士在“地质学2018”竞赛中获得了环
境部的主要奖项。“ 竞赛旨在促进创新
服务和解决方案，促进可持续管理环境资
源的活动并支持科学发展和地质知识的普
及。 竞赛授予了领域开发和推广波兰地
质，科学和技术解决方案以及基础发现的
项目。奖项授予科学家的“工业，创新”
类别奖项，旨在改进研究自然环境和地
质构造中元素同位素组成的质谱技术。 
更多信息： https://www.gov.pl/web/
srodowisko/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法已送
达至众议院
2019-01-08
关于Łukasiewicz研究网络的新法律草案
已送交至众议院审核，提案在去年已提交
至众议院但并没有通过立法程序。 项目假
定将在波兰科学领域建立一个研究机构网
络，网络将由一个中央单位负责。据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所强调，Łukasiewicz中心将
成为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协调者。中心还将
制定“向外部实体提供专业工具的程序”
，包括企业，这将允许在科学和商业之间
架起一座桥梁。关键是要让发现和科学工
作转化为经济上的成功。 Łukasiewicz研
究网络在运营的第一年将耗资2500万兹罗
提，未来10年每年将达到1750万兹罗提。

Jan Kochanowski大学参加国
际项目
2019-01-09
位于凯尔采的Jan Kochanowski大学代表
波兰参与国际项目“全反射X射线荧光的
欧洲化学元素分析网络”。 项目涉及元素
分析的X射线方法，是欧洲科学和技术研
究（COST）领域合作的一部分。来自23
个国家的49名科学家均参与了项目。 项
目管理委员会Darius zBanaś教授Aldona 
Kubala-Kukuś博士组成。他们都是Jan 
Kochanowski大学物理研究所的员工。 
项目参与者将参加会议和科学会议，在此
期间他们将交流经验。项目价值6000万欧
元，将在2019  -  2020年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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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氧化石墨烯和纤维素特殊
膜的新方法
2019-01-09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有关的研究人员开
发了一种生产氧化石墨烯（或其衍生物）
和纤维素特殊膜的方法，该方法可以从水
溶液中去除痕量的重金属，并且在光谱方
法的参与下用于重金属离子。 新方法中
膜的特征在于相对于纤维素具有高含量的
氧化石墨烯，这有助于增加材料的吸附能
力。因此它可用于从水溶液中去除大量重
金属离子如镉，铅或钴。 新发明已获得
专利保护，新研究方法的作者是光谱方法
分析实验室的负责人Rafał Sitko教授和
西里西亚大学化学研究所博士生Marcin 
Musielak。

使用患者语音分析方法检测疾
病系统
2019-01-11
来自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和
医生以及克拉科夫公司Techmo的专家将
开发一种VAMP诊断系统，即医疗专业人
员通过语音分析帮助诊断患者。 国家研究
与发展中心项目拨发了近1000万兹罗提资
金。项目将实施4年，在实施项目期间可以
与患者进行电话交谈期间启动医疗诊断。 
根据健康市场门口网站提供的信息，将有
超过500人将参与研究，包括患有以下问题
的患者：神经退行性变化，痴呆，中风和
中枢神经系统的变化，冠状动脉疾病和外
周动脉粥样硬化，心力衰竭，肥胖，代谢
综合征，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呼
吸系统疾病，抑郁焦虑症和精神分裂症。

波兰科学院高压物理研究所研
究氮化镓生产晶体技术
2019-01-11
波兰科学院高压物理研究所获得来自工业
发展署拨发的近1500万兹罗提用于购买
Ammono，从而获得用于从氮化镓生产
晶体的技术。 科学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
说道：“这表明科学和工业、科学和企业
家精神可以相互合作。” 企业和技术部
长Jadwiga Emilewicz说道：“对我们而

言，创建全球知名品牌非常重要。我们拥
有这方面的所有资源，尤其是有才华的科
学家。氮化镓被认为是光电子和电子领域
的突破性创新。” 从氮化镓晶体切割的板
可以用作基板，尤其是用于蓝光或高功率
LED的技术，例如用于汽车灯或混合动力
汽车和电动汽车中的电流转换器。

卡托维兹大学与弗罗茨瓦夫研
究人员开发了新的温度测量方
法
2019-01-14
西里西亚大学和弗罗茨瓦夫波兰科学院低
温与结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了一种新的
温度测量方法，可用于构建光学温度传
感器。 该解决方案允许基于物体发射的
辐射测量来确定物体的温度，但是测量
在不与物体接触的情况下进行。光学传感
器可用于生物医学诊断和有毒条件下的测
量炼油厂，发电厂和矿山。 新解决方案
的作者是：Wojciech Pisarski教授、UŚ.
Joanna Pisarska教授、Witold Ryba-
Romanowski教授、和低温和结构研究所
代表Radosław Lisiecki博士。

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与
Labvenn公司合作项目
2019-01-15
经过六个月的紧密合作弗罗茨瓦夫美术
学院和希维博济采公司Labbvenn完成
了“下西里西亚创新奖金”项目。 项
目准备了一个全面的设计文件和一个狗
或猫的袋子，一张床和一件猫的家具原
型。Labbvenn为动物提供家具和配件，
并且宣布在弗罗茨瓦夫大学开发大规模生
产设计。 “下西里西亚创新奖金”项目是
下西里西亚地区发展局提供的商业和科学
环境之间合作的支持。项目于2018年6月
至12月在学院设计部实施，项目价值共计
71000兹罗提。

波兹南科学获得波兰微生物学
家协会科学奖
2019-01-15
波兹南理工大学有机化学系的Wojciech 
Smułek 博士作为文章“无患子皂苷，对
碳氢化合物的影响，细菌菌株在短期和长
期接触污染物后的生物降解”主要作者获
得了波兰微生物学家协会的科学奖。 文
章的共同作者为Agata Zdarta、Piotr 
Krawczyk、Teoil Jesionowski和Ewa 
Kaczorek。文章介绍了微生物学，表面
活性剂物理化学和环境工程等领域的跨学
科研究。 研究结果可以更有效地设计受石
油衍生物污染的区域的生物修复过程。此
外，先前研究的结果表明含有皂苷作为天
然表面活性剂的植物提取物具有很高的潜
力。

航空研究所与Gyro-Tech公司
共同开发创新直升机旋翼
2019-01-17
航空学院完成了与Gyro-Tech创新航空公
司联合开展的研究项目。 项目开发的创新
直升机旋翼基于地面测试和空中测试已经
证明了全球质量和与目前市场上使用的产
品相关的最高竞争力。 根据航空研究所
提供的信息，作为“超轻型直升机创新型
复合转子”项目联合工作的一部分，设计
了两种类型的转子，其中一种是在航空学
院开发的一种创新型材，专门用于轻型直
升机的转子。 项目由来自航空研究所运
输和能源转换中心的Tomasz Szczepanik
负责，整个项目由智能发展业务计划共
同资助。 更多信息： https://youtu.be/
xjjYPnoeE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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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什丁研究人员发明吸收二
氧化碳的装置
2019-01-17
来自奥尔什丁的瓦尔米亚 - 马祖里环
境 科 学 学 院 环 境 工 程 系 的 M i r o s ł a w 
Krzemieniewski教授、Marcin Zieliński教
授和Marcin Dębowski教授获得了波兰和
欧洲专利局获得了CO2吸收装置的专利。 
据olsztyn.com.pl报道，科学家的发明基
于藻类捕获CO2的原理。 他们开发了一种
将它们封闭在由有机凝胶制成的胶囊中的
方法。 因此安装将占用很小的空间。 藻类
所需的二氧化碳和热量将由装置和光纤提
供。 这样的农场上的藻类会产生纯氧。 奥
尔什丁的科学家正在筹集资金以启动试点
装置。他们的发明对燃煤发电厂和热电厂
来说是个很有意思的解决方案。

波兰激光自由电子构建
2019-01-17
国家同步辐射中心SOLARIS将参与波兰自
由电子激光的建设。 SOLARIS中心是使用
同步辐射进行的研究中心，研究将在雅盖
隆大学开展。 SOLARIS中心PolFEL项目的
合作伙伴之一，项目的领导者是Świerk国
家核研究中心。 自由电子激光器FEL除了
同步加速器之外，还是现代科学中使用的
技术最先进的研究设备。 PolFEL将允许开
发物理，化学，生物学，材料工程和其他
领域的基础和技术研究。

哥白尼大学科学家的发明获得
国际奖牌
2019-01-17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巴黎国
际创意大奖赛以及台湾高雄国际发明与设
计博览会上获得了6枚奖牌。 在巴黎获得
金牌和在高雄获得银牌的是以下发明： “
具有加速植入部位愈合和减少血栓形成的
特性的血管内支架”； “获得真菌来源的
生物制剂的方法，加速了聚合物材料的降
解和生物制剂”。 在巴黎获得金牌和在高
雄获得铜牌的发明是：“基于刺五加提取
物的适应原效应的制备和基于刺五加提取
物的适应原效应制备方法”。 来自14个

国家的150项发明参加了巴黎的展会，来
自21个国家的代表在高雄的展会上展示了
380多项发明。

波兹南职业治疗创新会议
2019-01-18
波兹南医科大学邀请各位于3月5日至6日
参加第二届国际科学与培训会议“职业治
疗创新”。 会议主题为：我们认为值得从
国际视角审视当前波兰早期的职业治疗经
验。会议期间将讨论以下问题：波兰实施
的创新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教育和
实践领域的国际趋势？目前的国家特异性
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不变？。 自2012年以
来，职业治疗一直存在于波兰的学术教育
中。这一创新挑战由克拉科夫、弗罗茨瓦
夫、波兹南、华沙、格但斯克和比得哥什
大学承担。会议组织方是波兹南大学健康
科学学院老年病学和老年学系职业治疗实
验室。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与下西里
西亚省成为战略伙伴
2019-01-21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与下西里西亚省政府
签署了战略协议。 文件由弗罗茨瓦夫科
技大学校长Cezary Madryas教授与和下
西里西亚省省长Cezary Przybylski共同签
署。合作将在以下领域展开：自治- 科学- 
创新- 商业。 合作将为下西里西亚省和大
学的可持续发展开展联合活动，通过转让
知识和提高地方政府雇员以及地方和区域
领导人的技能，支持地方政府的发展，并
启动下西里西亚发展的联合会议。 下西里
西亚省省长Cezary Przybylski说道：“我
们在财富方面是仅次于马佐夫舍省的第二
大省。如果不与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大学
合作，我们将无法取得这样的成功。“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wspieramy-nauke- i -
biznes-na-dolnym-slasku-11080.html

波兹南大学支持残疾人论坛
2019-01-21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残疾学生办公室与
残疾学生协会“Ad Astra”邀请各位于2月
27日至28日参加残疾人大学全权代表大会
第四届论坛“支持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
创新解决方案”。 论坛旨在促进支持残疾
人领域的创新解决方案，传播知识并提高
对这些人在高等教育中运作的认识。 论坛
期间将讨论在大学为残疾人提供资金支持
的新现实，与专家组织支持的各个方面的
专家的研讨会，以及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的代表会面并且致力于“无障碍大学”
竞赛。

“阅读人类思想”应用程
序获得Garages Inventory 
Review奖项
2019-01-21
来 自 卡 托 维 兹 西 里 西 亚 医 科 大 学 的
Tadeusz Sułkowski、Adam Siedlaczek
和Tomasz Pucek-是卡托维兹西里西亚科
学节“Garages Inventory Review”的
获奖者。 “阅读人类思想”应用程序以
获得最具启发性的技术概念赢得了“西方
日报”公民投票。项目旨在通过鼓励老年
人积极活动并将家庭和公寓留在公共场所
来激活老年人的思想。应用程序提供了一
起度过时间的机会，例如外出喝咖啡或使
用平衡棍走路。 应用程序将为于5月14日
至15日在卡托维兹举行的欧洲创业日做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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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什国家高等职业学院配备
新设备
2019-01-22
卡利什国家高等职业学院社会科学与人文
学院组织与交通管理实验室配备了一流的
专业软件摄像机。 卡利什大学的组织和交
通管理实验室还有一个用于驾驶员和无人
机的模拟器，通过它可以进行交通监督。
学生和讲师还可以使用11个计算机站，配
备专门的软件来分析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
科学与人文学院副院长Paweł Kamiński博
士说道：“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
它与专家法院专家和评估师在他们的工作
中使用的程序相同。内部安全学生有机会
获得实用技能。”

比亚韦斯托克学院实施创新+
项目
2019-01-22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比亚韦斯托克医
科大学与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总结了共同在
支持研究转移和科学工作成果到工业方面
的共同成就。 在过去的两年，三所大学一
直在实施创新+项目。项目资助了26项实
施工作、创建了4家公司并提交了14项专利
申请。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创新与技术
研究所（IIiT PB）是创新孵化器+项目的领
导者。董事会主席Tomasz Stypułkowski
表明：“科学项目商业化是将其推向市场
状态的过程，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最重要
的是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也证明了
它对整个商业和科学方面都有意义。”。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探索红外
线范围内新光源
2019-01-22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对中红外线新光源的
研究即将结束。这是一项非常先进的技
术，正在由世界上很少的科学中心进行测
试。 项目开发的红外光源工作波长范围
为2000至6000纳米。这些是人眼看不到
的范围。它们的主要优点是价格低廉，结
构简单，可靠性高，低温工作。 中红外
线广泛用于医学，也可以增加患者诊断方
法的可用性包括癌细胞的识别和分类。它

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气体检测方法，例如在
矿井中使用。 研究由Sławomir Sujecki
教授指导。该项目由欧洲委员会共同资助
和国家科学中心Polonez共同资助。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badania-nad-nowymi-
zrodlami-swiatla-11082.html

什切青海事大学建立制冷和空
调实验室
2019-01-23
什切青海事大学机械系海洋机械与设备系
成了制冷与空调实验室，工作室是在专有
员工项目的基础上创建的。 在实验室中研
究人员将专注于开发节能解决方案并且最
重要的是对环境安全。冷却装置对自然环
境产生巨大影响，科学家的任务是寻找能
够使效果尽可能小的解决方案。 什切青大
学的新单位配备了一个用于测试制冷自动
化站、一个带有热回收的通风装置的测试
台、一个用于填充和回收制冷剂的教学站
以及一个用于学生和官员干部的冷库。

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家与IBI 
Verde公司共同研发新的里程
表
2019-01-23
西里西亚大学的科学家以及IBI Verde 有
限责任公司共同研发了一种新的里程表，
里程表将用于测量每日大气降水量的装
置。发明已经受到专利保护。 设备将记
录降雨，雪，冰雹，露水甚至雾的重量变
化，将测量信号传输到数据采集和处理模
块。因此记录大气降水的实际持续时间以
及它们积聚的收集系统重量的变化。 里
程表可以在各种降雨强度和风速下获得精
确的重量测量，其特点是空气动力学形状
和经济的测量系统。它的形状与世界气象
组织的建议相符，因此收集器碗周围的风
场不会出现误差。 更多信息： https://
w w w . u s . e d u . p l / i l e - w a z y - m g l a -
nowy-opadomierz-objety-ochrona-
patentowa

华沙大学的生物学家研发了新
的除草剂
2019-01-24
来自华沙大学的生物学家发现了化学结构
具有创新性，并且在控制杂草方面具有非
常高的效力。 发明的主要作者是华沙大
学生物学系的植物实验生物学和生物技术
研究所的Rafał Archacki博士和Paweł 
Siedlecki博士。在进行的研究项目中寻找
刺激植物生长和发育的蛋白质调节剂时偶
然发现了新物质。已经测试了几十种选定
的化合物。研究人员设法找到了几种有希
望的分子，这些分子将继续发挥作用。然
而一些测试物质与研究人员的期望相反，
不是刺激生长抑制它甚至破坏植物。 除草
剂经受了非常有希望的功效测试。现在研
究人员将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进行测试和
现场试验。

哥白尼大学的学生获得竞赛赞
助资金
2019-01-24
托伦哥白尼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生
在“与花旗一样一起取得进步”竞赛中获
得了主要奖项及10000兹罗提。资金将用
于“机器人自动化：机器人的用途”项
目。 项目旨在展示使用机器人在计算机程
序在业务流程中的好处并将创建工作以执
行管理后台员工的任务。 目前在运营领域
及后台缺少员工，项目的解决方案是自动
化和机器人化，这在操作领域变得越来越
普遍，而在后台办公室，它们只是取得了
人工的位置。项目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引
起了人们对后台办公流程自动化和机器人
化的需求以及教育机器人领域经济大学学
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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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生命的创新应用
2019-01-25
Reanimator应用程序的工作正在开展，
应用程序用于帮助心脏骤停的人。应用程
序将于2019年下半年上市。 丹麦KMD波
兰分公司的年轻开发人员与华沙理工大学
的学生创共同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不仅可以指导用户逐步完成急救过程还
可以使患者/患者家属找到最近的可用除
颤器。 目前应用程序包括模块：急救支
持，除颤器搜索和急救教程。 KMD 公司
因研发Reanimator应用程序获得了ABSL 
Diamonds 2018奖项的“社会责任活动”
类别荣誉。

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理工大学
青年科学家获得奖项
2019-01-28
来自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理工大学的三位
年轻科学家获得了什切青市市长奖，这是
一项针对现代技术和创新的硕士论文和文
凭论文竞赛。
Paweł Grochocki的论文“混合动力障
碍的混合障碍电机”获得了针对现代技
术和创新的最佳硕士论文或毕业论文的奖
项。 获得了关注现代技术和创新最佳博
士论文奖的是： Kamila Stępny博士的论
文“使用虚拟现实技术的CNC手动编程系
统” Dariusz Pulikowski博士的论文“由
Rutherford型Nb 3Sn多芯电缆制成的绕
组超导线圈的实验和数值试验”。 比赛自
2008年以来一直举办，比赛面向什切青大
学的年轻研究人员和毕业生。

华沙理工大学在节能经济方面
的新解决方案
2019-01-28
华 沙 理 工 大 学 与 皮 亚 斯 特 市 及 T e r a z 
Energia公司签订了一项旨在开发和商业化
技术解决方案，以支持建设节能环保型经
济的三方合作协议。 合作方将共同实施能
效，分散式RES（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
等领域的项目。将使用该协议签署方的知
识，技术和资本潜力。大学将邀请科学家
和学生共同创造准备商业化的创新技术。 

Teraz Energia公司是华沙理工大学创新孵
化器的一部分，致力于智能能源网络，物
联网和虚拟发电厂领域的技术开发。

科沙林科技大学 “EngiMath 
数学在线教育模式”国际项目
2019-01-29
科沙林科技大学将开发和实施现代数学教
学方法，“EngiMath教育中的数学在线
模型”项目由欧盟根据Erasmus +计划资
助。 除了科沙林科技大学以外，其他项
目参加方有： 爱沙尼亚Tallinna Tehnika 
kãrgkool大学（作为项目协调方）、爱尔
兰莱特肯尼理工学院、葡萄牙Politcnico 
do Porto、西班牙Universidad Del Pais 
Vasco / Euskal Herriko Unibersitatea和
罗马尼亚Universitatea Tehnică克卢日纳
波卡。 项目旨在开发和实施创新，使用各
种信息技术和通信手段更新工程研究学生
的数学教学模式。实施项目的大学将为一
年级学生设计和开发数学课程。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电信系
新建筑开幕式
2019-01-30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企业家和技术部长Jadwiga 
Emilewicz，小波兰省省长Piotr Ćwik和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当局参加了克拉科
夫大学计算机科学，电子和电信学院新大
楼的开幕式。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在
开幕仪式上说道：“在技术进步紧张的时
代，信息通信技术，电信或网络安全领域
的专业教育是我们应该采取决定性重点的
领域之一。在这些地方决定了波兰经济的
未来。” 新大楼将推出以下实验室：超快
速计算机网络，LTE 4G / 5G蜂窝系统和无
线ICT网络。

CRT生产玻璃板发明
2019-01-31
华沙陶瓷和建筑材料研究所陶瓷和混凝土
部门的员工获的 “使用CRT从废CRT玻璃
和玻璃板生产玻璃包层或外墙包层的方
法”发明已获得专利保护。 发明可以从

CRT玻璃的废碎玻璃和少量通常可用的无
机材料获得玻璃板。 根据研究所提供的信
息，发明已经提交给欧洲专利局以便在其
他欧洲国家进行保护，其高水平也得益于
陶瓷瓦制造商打算将其用于工业规模的玻
璃砖生产的兴趣。

托伦行业基金3.0视觉传播者项
目
2019-01-31
哥白尼基金会大学的研究和治疗团队获
得 了 由 谷 歌 和 O r a n g e 的 3 . 0 部 门 基 金
会共同主办的竞赛一等奖。本次大赛围
绕#TechForGood领域即利用技术在社
会服务的最新成果。 获得奖项的是：来
自人文学院的Bibianna Bałaj博士、来自
物理学天文学和应用计算机科学学院的
Jacek Matulewski博士、来自致力于视
觉控制的传播者“光明”基金会的Anna 
Betlejewska和Monika Kuilińska。 解决
方案将帮助事故或中风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造成的只能活动眼球的患者通过手机短
信或短电子邮件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沟通
的。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5907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启动跨学科
纳米技术课程
2019-02-01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启动了由大学七个学院
实施的纳米技术跨学科领域的研究生课
程。课程将在夏季学期进行，设计模式为
个人学术关怀。 学生将获得物理，化学，
材料工程，设计，结构的新的跨学科知识
和工程材料的性能，并与使用用于在纳米
技术的现象和过程的数值模拟现代化的计
算机工具的能力相结合的生产技术。 毕业
生将可以在高科技产业公司工作，工作领
域涉及到电子，光电子，光学，光子学，
医学，制药，环保，汽车工业，航空航
天，机械，纺织服装，化妆品，农业和食
品工业的现代技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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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将建立一个
数字医疗平台eCareMed
2019-02-01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将实施“西
里西亚数字医疗平台eCareMed远程医
疗和医学数据探索”项目。项目是为了
满足肿瘤学，心脏病学和神经病学早期
诊断领域患者的需求而创建的。 平台将
使用电子卫生领域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服务旨在提高治疗患者的安全性和舒适
度。eCare Med将通过医学实体之间的
远程会诊，考虑到疾病的特异性，实现全
面的诊断和单独选择的治疗。 项目的合
作伙伴是：扎布热西里西亚心脏病中心、
格利维采肿瘤中心、贝斯基德肿瘤中心、
别尔斯克- 比亚瓦和卡托维兹医科大学临
床中心以及上西里西亚医学中心。 更多
信息： https://sum.edu.pl/uczelnia/
wiadomosci-z-zycia-uczelni/9339-
sum-podpisal-umowe-na-realizacje-
projektu-slaska-cyfrowa-platforma-
medyczna-ecaremed-telemedycyna-
i-eksploracja-danych-medycznych

奥波莱科技大学新电子显微镜
2019-02-01
奥波莱科技大学成立了专门的实验室材料
工程与能谱仪（EDS），能够在放大倍数
达30万倍的扫描电子显微镜JSM-840A系
统上。 新的显微镜与X射线EDS结合是一种
强大的工具，可以确定样品的元素组成。
其尺寸为几微米。创建地图中具有微米空
间分辨率的较大的样本区域元素的分布。 
用EDS系统扫描电子显微镜是用于表面，
地下区域和材料结构的特性的有用和日益
普遍的技术。可以在非常高的放大倍数下
观察样品。

卢布林医科大学医学模拟中心
拥有最现代化的腹部模拟器
2019-02-04
卢布林医科大学医学模拟中心医学生将在
练习时使用到最现代化的腹部模拟器。设
备将模拟生理和病理的各种癌变症状。 医
学模拟中心拥有技术最先进的腹部训练

器，可以准确评估腹腔内发生的情况。设
备将在专业化期间的下个月内为医生提供
培训。 未来来自外国中心的医生也可以使
用仪器。哈佛大学，斯特拉斯堡的IRCAD
中心或美国外科医生学院的合作初步宣布
已经完成。

弗罗茨瓦夫Scalings项目国际
研究联合会会议
2019-02-04
国际研究联盟的Scalings项目的参与者将
参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会议，弗罗茨瓦夫
大学是国际研究联盟的Scalings项目的合
作伙伴之一。 来自奥地利，丹麦，法国，
西班牙，德国，瑞士，英国和意大利参与
该项目的大学的约30名教授和博士参加了
会议。 Scalings项目涉及在城市引入可再
生能源领域的创新。研究主题包括进行能
源转型的欧洲大学校园。其指导原则是让
社会参与共同创造科学和创新，包括最近
流行的负责任科学和创新发展。

波兹南警察测试巡逻和干预车
辆原型
2019-02-06
“Preatorian”是警察的巡逻和干预工
具，由波兹南经济大学专用车辆参与创
建，接下来将进行测试阶段。 车辆原型
由三个合作伙伴共同研发：波兰国土安全
平台协调员、目标公司UEP科学合作伙伴
和 GERMAZ工业合作伙伴。项目旨在创
造一种最适合警察需求和期望的车辆。 在
Praetorian原型的工作期间，创建了20种
专有解决方案，确保了车辆的多功能性和
完整配置的可能性。这辆车既可以在日常
巡逻中使用，也可以在确保比赛或音乐会
等大型活动的情况下工作。  

Solaris支持约旦同步加速器断
层施工
2019-02-07
展望2020计划将推出BEATS项目，该项目
涉及在约旦SESAME同步建设使用“硬X射
线计算机断层扫描来执行”。项目涉及九
个中心，包括克拉科夫国家同步辐射中心

SOLARIS。 科学中心将支持约旦同步加速
器的需求，在他们使用的研究和技术的发
展，主要通过科学发展，在断层的建设经
验交流，通过加强科学活动。 SESAME同
步是一个独立的政府间组织，其成员包括
来自塞浦路斯、埃及、伊朗、以色列、约
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机构。中心的使
命是提供该地区世界一流的科研基础设施
和国际科学合作的发展。

波兰加入了欧盟委员会太空机
器人集群
2019-02-07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a访问凯尔采凯尔采科技大学期间
宣布了波兰加入PERASPER欧洲航天产业
集群。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a说：“
波兰在机器人领域越来越强大。 我们对航
天工业人员的需求也在增加，这与波兰公
司和机构多年来不断增长的潜力以及他们
参与越来越多的任务和太空项目有关。” 
PERASPERA集群的任务是为欧洲机器人技
术的发展制定路线图并支持欧洲委员会在
Horizon 2020计划下组织Horizon Europe
机器人领域解决方案的招标。

有机合成中使用的化合物的新
方法
2019-02-07
波兰专利局授予对于西里西亚大学大学、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和有色金属研究
院研究人员新发明的专利保护。 研究人
员开发的（E）-1,4新方式是二取代对称
1,3-烯炔的新合成。这可以在具有生物活
性，包括抗细菌化合物的合成可以采用不
饱和有机化合物。 它们也可以在有机发
光装在WOLED图形显示的类型的二极管
的合成中使用作为构建块。 本发明的作
者是：Patrycja Żak博士、Małgorzata 
Bołt、Jan Lorkowski硕士、来自波兹南
密茨凯维奇大学的Cezary Pietraszuk教
授、Grzegorz Benke博士、来自d有色
金属研究院的Katarzyna Leszczyńska-
Sejda博士和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的Dawid 
Zych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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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物理学家发
现了光磁三维记录的新可能性
2019-02-08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说道：“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物
理学家取得了另一项科学成就。他们发
现了光磁三维记录的新可能性。研究结
果已在科学期刊“自然”上发表。” 研
究团队在物理学院磁学物理系Andrzej 
Stupakiewicz教授的带领下开展了工作。 
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选择性超快记
录磁性细胞在一层石榴与钴离子的混合
物 。仅使用具有光学参数（例如偏振，波
长和光强度）的组合的超短激光脉冲进行
记录。 Andrzej Stupakiewicz教授解释
道：“这个独特的机会打开了“光磁3D
录制”的道路，这将允许更有效地利用光
来记录数字存储器中的信息。” 更多信
息：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
s41467-019-08458-w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研究员
获得欧莱雅 -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奖学金
2019-02-08
来 自 波 兹 南 密 茨 凯 维 奇 大 学 的
JoannaGościańska博士获得了欧莱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子科学教育奖学金。 
JoannaGościańska博士在吸附活性药物
物质的过程中分析了多功能介孔碳材料。
研究旨在找到如何使用中孔煤作为药物载
体的问题的答案。这是一个创新的，几乎
未开发的主题 。 JoannaGościańska博
士的项目包括止痛药和抗生素。，研究结
果将允许限制药物的剂量 - ，药物将在一
天中逐渐释放到体内，并确切地释放到药
物中。 波兰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以及波兰科学院是欧莱雅波
兰妇女和科学计划的合作伙伴。

第九届全国学生发明家竞赛
2019-02-08
由凯尔采凯尔采大学举办的第九届全国“
学生发明家”竞赛已经正式结束。 对获
奖者将能够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第47届

国际展览。 获得竞赛的是： 来自卢布
林科技大学的Piotr Terebun 和 Michał 
Kwiatkowski 的发明：“液体材料的等离
子体活化的装置”； 来自凯尔采科技大
学的Mateusz Wrzochal 发明：“作为用
于检测转矩推力圆锥滚子轴承的装置”； 
来自克拉科夫科技大学的Julia Radwan-
Pragłowska和Łukasz Janus 的发明：“
可生物降解的壳聚糖纳米复合材料/聚（
天冬氨酸钠）/ Fe3O4具有铁磁性”； 来
自卡托维茨西里西亚大学的Michał Pielka 
的发明：“用于系统监测身体的运动功能
和呼吸功能”； 来自来自弗罗茨瓦夫的生
命科学大学的Ewa Kozłowska、Monika 
Dymarska、 Monika Urbaniak、Jakub 
Grzeszczuk、Jordan Sycz、Patryk 
Kownacki、Iga Franczak 和 Agata 
Matera的关于具有高治疗潜力的类固醇化
合物的生物转化的一系列26项发明。  

为卢布林科技大学三星孵化器
实验室
2019-02-11
2019年2月6日卢布林科技大学电气工程
与计算机科学学院三星孵化器实验室正
式开放。 企业家和技术部长Jadwiga 
Emilewicz参加了成立仪式。 总部位于卢
布林的三星孵化器将专注于网络安全和物
联网项目。已经拥有商业概念或产品原型
的个人或团队可以申请孵化器。 他们将获
得工作空间，电子设备，实质性和技术援
助，财政支持，培训和讲习班。 已申请参
加计划并顺利通过的企业家可以使用三星
配备的实验室。

波美拉尼亚科技园区，他们正
在研究大气监测系统
2019-02-11
格丁尼亚波美拉尼亚科技园的Pelixar公司
获得了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可以在污染
方面准确监测大气。 科技园已经建造了一
种用于空气测量的防雾无人机，可以精确
定位污染源。通过测量，可以为选定的位
置创建可视化和污染分布图。测量方法与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合作创建。双方还创建
了一个可以以烟雾云的形式显示污染物的

分布的应用程序。 新的解决方案将有助于
更好地理解和理解烟雾云的形成，运动和
浓度，并预测它们的发生。整个系统将以
航空大气监测（LMA）的名义运行。

凯尔特科技大学校长奖
2019-02-12
来自比得哥什科技与生命科学大学机械工
程学院的Sandra Śmigiel博士获得了凯
尔采科技大学的“基于移动劳拉心电记录
仪”的学生科技发明人特别奖。 Sandra 
Śmigiel博士的发明是用于监视基于无线
数据传输劳拉的技术与设备的心脏的电活
动，用于接收和处理数据的系统。该发明
的联合创始人是Damian Ledziński 博士
和Tomasz Andrysiak 博士。 全国学生发
明大赛自2010年起就由凯尔采技术大学
举办，竞赛旨在在学术环境中建立创新文
化。今年的竞赛中来自全国各地的波兰20
所高校提交了139个解决方案。 361名发明
家参加了比赛，其中包括157名学生。

欧洲航天局使用波兰软件
2019-02-12
欧洲航天局在其研究中心使用了波兰软
件。 欧洲航天局的工程师刚刚批准了由波
兰Astri公司开发的系统的最终版本，该系
统将用于测试用于空间应用的GNSS卫星导
航接收器。 波兰公司设计了一种通用软件
以实现测试设备的集成，为空间应用测试
GNSS接收器创造一个全面的环境。 这类
接收机将安装在卫星和发射导弹上。 软件
作为2017年由欧洲航天局委托华沙公司委
托的FLIGhT（GNSS测试的可扩展环境）
项目的一部分而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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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博士生获得“学
生发明家”奖项
2019-02-12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材料科学
系的博士生Michał Pielka获得了由凯尔采
技术大学举办的“学生发明家”竞赛。今
年竞赛中来自波兰波兰全国各地的20高校
共提交了139个解决方案。 Michał Pielka
博士的参赛作品是与相关的解决方案监测
人体的运动功能，呼吸功能和脉搏一起的2
个发明专利。解决方案是开发方法允许将
数据发送更多的信息，以简化程序。 此次
竞赛的获奖者将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第47
届国际展览和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欧洲
核研究组织举办的研讨会活动 。

雅盖隆大学医学院的创新项目
应用
2019-02-12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医学院普外科作为已
被列入世界著名外科诊所集团的唯一波兰
诊所将在国际外科创新项目中进行合作。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提供的信息，该计划
由美国克利夫兰诊所运营。 项目包括在月
度视频会议中定期交流知识和经验等。 梅
奥诊所，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和西奈山纽约诊所也参与了
项目。

在动物营养中使用昆虫蛋白质
2019-02-13
由农业和农村发展，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
和国家兽医研究所组成的科学联盟正在进
行“利用昆虫蛋白质替代在动物营养启用
其生产发展的战略发展”研究项目，该研
究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资助。 来自瓦尔
米亚-马祖里大学兽医防治部门和兽医饲料
卫生学院的Tadeusz Bakuła解释道：“ 昆
虫的消费有助于战胜世界上的饥饿。世界
上至少有20亿人以各种形式食用昆虫。昆
虫不仅仅是食物短缺时的食物。” 昆虫可
以提供可持续和环保的人类食物和动物饲
料生产。

弗罗茨瓦夫大学创新工具
2019-02-13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完成了创新
的夹具工作，其操作要在微重力和真空
测试。 3月份设备将在距离地面80公里的
高度发射。 机器人测试应用程序对于零
重力导尿必须检查是否有可能使用干扰
夹取式夹纱器，微重力和真空。这些装
置由填充有颗粒上压差操纵的原理工作
的膜。充气夹具调整其形状的物体被解
除，并吸出空气后变硬的颗粒，膜收紧
关于这个问题，这样就可以将其移动。 
根据德国（DeutschesZentrumfürLuft-
und Raumfahrt）与瑞典航天局（SNSB-
瑞 典 国 家 空 间 局 ） 之 间 的 双 边 协 议 ，
实验在瑞典 - 德国Rexus计划的框架内
进行。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kosmiczny-chwytak-
studentow-pwr-gotowy-do-lotu-w-
kosmos-11097.html

华沙科技大学创造骨植入物
2019-02-13
来自华沙科技大学化学系得博士生Monika 
Budnicka 创造了一种革命性的骨植入
物。 着是海绵骨的合成替代品，可以用于
严重损伤后帮助骨骼再生。例如在癌症之
后。 Monika Budnicka在接受电台采访
时解释道：“我们开发的材料是可生物降
解的和有弹性的，也可以直接在手术室切
割。” Agnieszka Gadomska-Gajadhur
博士解释到，由她暂时监督这个类型的手
术项目，所使用的材料是从其他死者身上
取出的骨头。 目前没有人可以生产这种植
入物。

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技术转移
中心获得发明奖
2019-02-14
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技术转移中心获得的
五个发明获得2019 IPITEX国际展览金牌。 
来自25个国家的434个解决方案参加了展
览，什切青中心获得金牌的发明是： 检测
精神病的第一集的方法; 脐带收集套件; 通
过使用虚拟算法和QR码处理HIV和HCV的

试剂盒; 原型印模托盘上颚和性健康的移
动应用单边缺牙。 在国际展览获奖的发明
在“创新孵化器+”项目下由MareMed科
学联盟实施，其成员包括创新中心和什切
青海事大学。

雅盖隆大学科学家出现在“福
布斯”名单上
2019-02-14
来 自 克 拉 科 夫 雅 盖 隆 大 学 的 M a t e u s z 
Hołda 博士名列福布斯下属的“30岁以
下的欧洲”榜单的“科学与医疗保健”类
别。 福布斯杂志下属的“30岁以下的欧
洲”名单将在青年企业家、创新业务、科
学家、社会活动家、艺术家、政治家、
运动员中挑选出优秀的人员进行排名。 
Mateusz Hołda 博士是心脏解剖与组织胚
胎学研究团队共同创始人雅盖隆大学医学
院的研究团队心系代理主任。 由Mateusz 
Hołda 博士领导的团队的工作重点围绕心
脏的实验室印刷和三维可视化模型制作心
血管见效的形态正在为医疗和科研开发。

雅盖隆大学的考古学家开发了
一份约旦南部的数字指南
2019-02-14
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考古学家为约
旦南部开发了专业的数字指南。 除了有关
约旦自然和风景的信息，指南还包括在这
一地区进行的波兰研究。 指南有波兰语，
英语和阿拉伯语三个版本，指南的创建得
益于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财政支持。指
南可见：http://southernjordanguide.
com/ 去年克拉科夫考古学家在新石器时
代发现了一个定居点，在一个难以进入
的山区，没有人进行研究（Munqat的位
置）。 在约旦南部，他们还挖掘了围绕着
一个大型农庄的石墙，那里有商业和住宅
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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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波兰产品”
2019-02-15
KAEMMaria Krystyna Krupska公司、格
但斯克科技大学与Medical Inventi 公司共
同研发的骨替代移植物FlexiOss赢得了由波
兰企业发展局和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组织
的“波兰未来产品”竞赛。 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说道：“未来
竞争的波兰产品显示了多少潜力是波兰企
业家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在看到
现实和发展的这两种方式之间的接口创造
性张力是对波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突破性
解决方案的最佳配方。” 获奖者将有机会
获得十万兹罗提的项目推广资金。

波美拉尼亚学院研究人员获得
波兰智能发展奖提名
2019-02-15
来自斯武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学院的物理研
究所的Magdalena Pawlik在2019波兰
的智能发展奖“未来科学家”类别中获得
提名，获奖项目为“松花粉及其对波罗的
海远程测量的质量影响的光学特性。” 综
合测量海水中发现的松花粉和花粉粒的光
学特性，以及与不同光学重要水成分的混
合，将有助于了解天然水光学。研究结果
将有助于减少卫星地图创建和解释。 通
过参与研究和开发活动的波兰科研机构，
院校和企业运行的波兰智能发展奖格斗项
目，通过其创新的投资解决方案，并支持
波兰的可持续发展。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生态一次
性产品发明
2019-02-18
格但斯克工业大学化学系聚合物技术系发
明了一种创新的聚合物组合物，将用于生
产一次性环保餐具及有机回收。 新解决方
案包括从马铃薯粉和天然衍生的添加剂和
聚交酯的生物聚合物获得的热塑性淀粉。
由其获得的一次性产品在使用中是耐用的
并且同时保持环境友好的特性。它们可以
与食物残渣一起堆肥，并且是完全可生物
降解的。 首席研究员Helena Janik教授
解释道：“对于我们生产材料的生物聚合

物采用全天然来源或来自可再生资源的原
料，这比通常使用的石油材料显著优势的
原料易得。” 更多信息： https://pg.edu.
pl/aktualnosci/-/asset_publisher/
hWGncmoQv7K0/content/wynalazek-
z-pg-pozwoli-wytworzyc-ekologiczne-
produkty-jednorazowego-uzytku

植物抗性化学诱导剂
2019-02-19
由Marcin Śmiglak博士带领的科研团队研
发的植物诱导剂获得了研发专利。研究合
作伙伴是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科技园。 
Marcin Śmiglak博士多年来一直研究植物
生长刺激引起的真菌，病毒和细菌攻击单
个物种感染性的刺激。这项技术可以在作
物保护行业受到较大冲击，并获得专利保
护将开始发明的商业化的下一个阶段。 研
究表明所得到的化学部分是全身性的植物
中最熟知的诱导剂，刺激免疫有效针对病
毒，细菌和真菌同时。基于开放式电感器
的技术允许剂量使用制剂达比常规植物保
护产品低250倍。

克拉科夫技术大学将创建环境
空气动力学实验室
2019-02-19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将创建欧洲规模独特的
环境空气动力学环境实验室。实验室是为
该地区和波兰争取清洁空气的现代工具。 
大学获得了2014年至2020年由小波兰省地
区业务计划资助的近1800万兹罗提。 实验
室计划在Czyżyny的校园内建造，它将成
为波兰唯一的环境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 
实验室将运行关于城市烟雾和通风的动态
影响的模型研究和计算机模拟。 环境空气
动力学实验室将于2021年建成。 项目的总
价值超过2460万兹罗提。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空军技术
研究所
2019-02-20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空军技术研究所密切
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和教学合作，合作协议
由合同由副校长Bogusław Łazarz教授和

研究所所长Mirosław Kowalski教授共同签
署。 协定签署双方对加强各机构之间的联
系表示满意，这些机构的业务概况允许在
创新的知识领域进行协同的科学和研究合
作。签署的文件将是加强动态发展的民用
和军用航空业活动的第一步。 合同规定了
共同开展研究和开发，创新和实施活动，
以及实施由国内或国外资金资助的项目。
合作伙伴还将组织员工培训并采取许多其
他举措。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校园的
虚拟空间
2019-02-20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是波兰第一所实施
对学生，员工和访客友好的创新解决方案
的大学。 大学校园已有虚拟空间版本， 
Zonifero应用程序的作者是比亚韦斯托克
SoftwareHu公司，能够通过使用手机轻
松帮助找到实验室或演讲厅 。 比亚韦斯
托克科技大学发言人Dorota Sawiocka解
释道：“所有重要的地点都可以借助虚拟
地图找到，例如：院长办公室、职业办公
室、讲师室、医生办公室、复印点或自助
餐厅”。 还可以找到适用于特定文档的位
置，收集ID或索引，以及如何在PB库中找
到自己。 应用程序完全免费，适用于安卓
Android和苹果iOs的设备。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科学家创
造了波兰第一台伸缩装载机
2019-02-21
来自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科学家创造了波
兰第一台伸缩臂叉装机AGroLeo。它比具
有相同容量的其他装载机更窄，更灵活。
机器将用于农业和建筑。 AGroLeo是市场
上最常见的伸缩装载机种类之一，能够在
空间相对较小的情况下运行。它可以在任
何区域移动，包括窄方块甚至建筑物。虽
然它本身比较窄但是机器臂的中央调节确
保了车辆的良好稳定性。 格但斯克科技大
学液压与气动团队与Hydro-Metal Adam 
Gordziejczyk公司共同合作为车架和装载
机吊杆进行了液压驱动设计、施工文档和
强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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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Marian Palucha教授领导
的项目在Maestro比赛中获得
资助
2019-02-22
“基于有效分子建模新策略的液体成型
玻 璃 的 模 拟 和 实 验 研 究 ” 项 目 由 西 里
西亚大学间教育与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
Marian Palucha教授领导，项目在国家
科学中心组织的Maestro 10竞赛中获得
了资助。 Marian Palucha教授的团队检
查了分子的结构，其电荷的空间分布及其
刚度如何影响整个系统的结构，动态和
热力学性质。 根据研究结果，研究人员
希望确定哪种分子内特性对过冷液体的
过程特征最为重要：结晶，系统冷却过
程中异质性的动态增长和密度缩放。因
此，可以将简单和真实材料的结果标准
化。 更多信息： https://www.us.edu.pl/
projekt-kierowany-przez-prof-mariana-
palucha-doinansowany-w-konkursie-
maestro-10

波兰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PGNiG）邀请各位与来自世
界各地的创业公司合作
2019-02-22
波兰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PGNiG）
与波兰创业中心基金会共同启动了一个项
目，基金会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公
司。 波兰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为创新者
提供财务帮助，他们期望创新的解决方案
能够帮助其改善运营。 企业家技术部长
Jadwiga Emilewicz将出席活动。 波兰
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PGNiG董事长Piotr 
Woźniak表示：“我们为初创公司提供合
格人员的访问权限，这将是一个创新的合
作平台，PGNiG是一家全球性公司，需要
创新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们转向国外创
业公司的原因。 我们为最佳创业公司提供
50000欧元的奖励。 我们期望解决方案能
为我们带来利润。 同时我们也希望主要在
采矿业方面实施创新。”

来自克拉科夫和托伦的研究人
员是新天空地图的共同作者
2019-02-22
由来自18个国家200名多名天文学家其中
包括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和托伦哥白尼大
学的天文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利用干涉
LOFAR以前所未有的灵敏度伟大无线电巡
天从实施新一期公布的数据。 雅盖隆大
学出版的无线电天空的地图显示数十万个
以前未知的星系和天体物理学当代的许多
问题，如黑洞的物理和星系团的演变有了
新的认识。 波兰科学家的参与得益于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和国家科学中心的资金支
持。克拉科夫研究组共由六人组成，其任
务是“识别和审查分类形态成千上万的射
电源。” 更多信息： https://youtu.be/
GJ1YK5sKdTw

波兹南科技大学的Krzysztof 
Wegner获得波兰智能发展奖
2019-02-25
来自波兹南科技大学电子产品和电信部门
的Krzysztof Wegner获得了波兰智能化发
展奖2019类别中的“未来科学家”奖项，
获奖项目是“FLY  - 登记制度和空间成像” 
。 项目旨在开发用于空间图像配准和处理
的创新的系统具有非常高的分辨率，大量
登记的射线和广角采集。作品的结果将是
新一代空间图像相机的构建技术。 波兰智
能发展奖是全国性的奖项由参与研发活动
波兰研究机构，机构和公司，通过其创新
的解决方案和投资，重视波兰的可持续发
展，赞赏欧盟和国家计划的框架内最具创
新性的项目。 更多信息： https://www.
put.poznan.pl/pl/aktualnosc/polska-
nagroda-inteligentnego-rozwoju-2019

卢布林医科大学的人工骨
2019-02-25
根据东方期刊提供的信息，由来自卢布
林医科大学的Grażyna Ginalska教授和
Anna Belcarz博士研发的人工骨专利将有
机会在国外市场拓展。人工骨发明作者所
拥有的Medical Inventi公司将有希望在今
年获得CE标志，获得在CE标志后将可以

在世界范围内销售复合材料。 卢布林医科
大学的研究人员与卢布林科技大学合作推
出了一条技术路线，可以更大规模地生产
复合材料。 卢布林独立公立临床医院1号
创伤和急诊医学诊所主任Adam Nogalski
博士说道：“目前已有五位患者接受了人
造骨移植。这些患者在其他中心接受治疗
失败。通过使用人工骨患者恢复了健康且
无一人产生副作用。”

信息精炼中心将监测技术趋势
2019-02-25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委托信息精炼中心开
发一个解决方案用于从全球和波兰研究，
开发和创新趋势的来源获取和分析大量
数据。 来自信息精炼中心的Aleksander 
Żołnierski博士表示：“有效的研发和创
新活动支持计划应基于可靠的、能够识别
和预测技术趋势的最新数据。” 这就是
NCBR决定实施监测技术趋势的机制的原
因。最终，准确识别研发和创新领域的现
状将有助于改进NCBR的提供。 信息精炼
中是华沙大学成立的第一家衍生公司。

罗兹技术大学Pi日
2019-02-25
罗兹科技大学邀请各位于2019年3月14日
打破吉尼斯纪录成为构成Pi发展的最长连
锁人群。 小数点后的Pi数是无限的，我们
能却只能记得3.14。 Pi日是世界上最知名
的数字庆祝其盛宴的日期为参考。 目前吉
尼斯在“由人组成的Pi数量最长的发展”
类别中的记录是627人。该记录由mBank
基金会于2018年3月14日在华沙建立的。 
“Pi日”将于下午一点在罗兹科技大学B校
园指定的地点开始。加入开发Pi号码数学
链的每个人都将获得纪念物和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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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正在建
造电子滑板
2019-02-26
来自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和机
器人学院力学科学圈的学生正在建造一个
可以在气垫上移动的电子滑板。 根据AGH
科技大学提供的信息，学生们计划制作的
模型尺寸是：长80厘米长、宽40厘米、重
量约5公斤。接下来将根据之前的测量结果
开始制造能够承受人体重量的滑板。 目前
机器处于最终设计阶段将进行最后的修正
并进行必要的测量。 与此同时，AGH 科
技大学Hoverboard Team设计团队开始
完成对滑板车构造所需的设备组件。

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与诺基亚
车库合作
2019-02-26
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与诺基亚车库签署了
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为合作开辟了道路教
学课程和培训，科学界的支持和外部资金
资助项目的实施。 合作将在在工具设计和
工作环境实验室（设计系，室内设计与设
计系）进行。合作协议提供了广泛的知识
和经验交流，包括创新项目的开发、组织
实习论文和招聘会等方面的合作。 诺基
亚是全球最大的蜂窝网络宽带传输专家。
诺基亚公司最先进的技术可用于创建物联
网，5G，机器学习，人工智能，虚拟现实
和增强现实的解决方案。

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
学与Symkom公司合作
2019-02-26
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学与波兰
ANSYS渠道合作伙伴Symkom将在在工
业数值分析领域实施综合解决方案方面
进行合作。 合作协议由大学校长Anna 
Wypych Gawrońska教授和Symkom公
司总裁Leszek Rudniak 博士共同签署。双
方合作最重要的是与2019/2020学年在创
新技术和现代材料领域开展的双重研究。 
这些研究将在虚拟样机，设计和工业设计
专业方向展开。这些方向由Symkom公司
和机构的代表共同创建，大学的毕业生可

以在其中找到工作，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们
也可以通过在公司实习而获得收入。

热舒夫科技大学获得近1200万
兹罗提用于开发航空需求的技
术
2019-02-27
热舒夫科技大学获得近1200万兹罗提用于
实施“热舒夫科技大学自动化与机器人，
信息技术，电气工程，电子与电信区域中
心”项目。 研究项目将由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宣布的“区域卓越计划”计划实施。 
项目旨在加强热舒夫科技大学的研究潜
力，提高科学研究水平。 项目将在2019
至2023年间实施，其中包括技术开发和人
工智能（AI）、物联网（IoE）、机器学习
（ML）和满足航空业需求的大数据分析。

有机合成化合物
2019-02-27
西里西亚大学和格利维采有色金属研究所
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获得化合物的方
法，这些化合物可用于化学，有机合成，
生物化学以及化学技术，特别可以用于聚
合物技术。 科学家们开发了一种用于制备
1-丙烯基键入QCH = CHCH 3级1丙烯基（
和化合物）可以被用于制备在工业涂料，
印刷油墨中使用光固化性树脂，在光电子
学和微光刻和牙科。 新发明已受专利保护
并将用于制造生产：生产光纤的具有高折
射率的聚合物、抗癌预防的化合物、口香
糖的稳定剂和抗氧化添加剂以及具有洋葱
香味的香料或香气的混合物。

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太空采矿
研讨会
2019-02-27
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空间研究中心将于
2019年2月28日组织“太空采矿：波兰和
国际航天工业的视角”研讨会。 活动合作
伙伴是来自波兰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和海
牙国际空间资源治理工作组的专家，他们
将分享空间采矿技术和法律方面的知识。 
工程师、经济学家和律师将参加会议并且
在会议上回答有关在空间条件下提取原材

料的关键技术方面的问题、学习如何在波
兰法律中规范宇宙采矿问题。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组织学和细
胞学互动教学系统
2019-02-28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组织学和细胞学是波兰
第一个在实际课程中实现组织学和细胞学
互动教学系统的大学。 系统配备了数码相
机和平板电脑的显微镜，学生可以以图形
文件的形式保存组织学准备的图像，标记
图片中的特征结构。文件可以存档并发送
到学生的电子邮件信箱。 系统是一个互动
的咨询和教学平台。来自显微镜相机的图
像实时发送到助手的平板电脑。借助学术
教师计算机上的相应软件，可以在大屏幕
上显示给定学生显微镜的图像，显示图形
处理和讨论。

政府创新领域活动三年总结报
告
2019-02-28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在创新委员会新闻发布会议上说
到：“理事会的创新活动的影响是为社会
和经济需求开设大学和研究单位，为创新
者实施博士学位和税收友好制度”。 商业
和技术部总结了三年内政府在创新利于的
运作。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在“科学
宪法”和“执行理论纲领”之外也提及了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Jarosław Gowin
指出，这一新的解决方案将加强波兰研究
所应用研究和开发工作的国际地位。 理事
会对创新是由政府实施的创新政策，在公
共管理系统中注册的最重要的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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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居里罗多夫斯卡奖学金
2019-02-28
来自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组织与
管理、经济学教学团队的Paweł Sikora博
士 在欧盟框架展望2020计划下获得了玛
丽亚居里罗多夫斯卡行动计划（MSCA）
奖学金。 Paweł Sikora博士的“用于3D
打印技术的超轻质混凝土”项目获得了得
分为94.4 分，满分为 100分。奖学金将发
放24个月，可以用于与工业合作伙伴SIKA 
AG公司合作奖学金可以用于继续研究并实
施贝克项目的实施。 玛丽亚居里罗多夫斯
卡奖学金方案支持在其职业生涯的不同阶
段，资金在欧洲和非欧洲国家进行的研究
和培训的科学家。同时奖学金使机构能够
雇用研究人员并让他们的员工参与国际研
究和培训项目。

罗兹技术大学研究人员开发了
将PET瓶加工成3D打印机灯丝
的设备
2019-03-01
来 自 罗 兹 技 术 大 学 的 A l e k s a n d r a 
Gzowska和Filip Mikołajczyk开发了将PET
瓶加工成3D打印机灯丝的设备。 研究人
员的想法在ClimateLaunchpad竞赛上获
得了奖项。新发明不仅解决了垃圾过多的
问题，也是一个真正的产品，将PET瓶加
工成3D打印机灯丝。 Filip Mikołajczyk是
化学与工艺工程系博士生，他在接受门户
网站mamstartup.pl采访时说道：“3D打
印机市场正在极其动态地发展。多年来阻
碍发展的最大因素是设备和耗材的成本过
高。但是经过几年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
打印机的价格也从几千兹罗提降到了几百
兹罗提。” Aleksandra Gzowska和Filip 
Mikołajczyk成立了P3T工作室并且希望寻
找投资者来开发设备。

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TweetupMNiSW创新和“
快速路径”竞赛
2019-03-01
2019年2月27日星期三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举办了#TweetupMNiSW，致力于创新和
今年的“快速路径”竞赛。 科学与高等
教育部副部长Jarosław Gowin说道：“
创新是科学部的一个重要问题，正是这个
原因创造了关于创新的法律。相比之下，
实施理论是科学与商业合作的机会。”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任Aleksander 
Nawrat教授强调“必须有勇气创造创新”
。“快速路径”竞赛竞争，现在创新要容
易得多。 “快速路径”是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的旗舰计划，计划支持企业家的突破
性项目并且为项目提供实施资金。

华沙科技大学学生建立压缩空
气储能模型
2019-03-01
华沙科技大学储能科学圈的学生正在开展
一个建立压缩空气储能模型的项目。 华
沙科技大学储能科学圈的项目已经接近尾
声，储存能量压缩空气（压缩空气储能 
-  CAES），其设计团队已经工作了好几个
月。 学生完成了大部分由在建筑工作的“
准备阀的部件用于控制所述流动，管的  制
备，罐被连接到所述空气密封所有的连接
和热交换器的结构”  。 该模型采用绝热
技术制造，这意味着来自压缩过程的热量
用于在涡轮机之前加热空气。这是一项创
新技术，因此可以避免“需要从系统外部
带来能量”。 项目的最后阶段将是特斯拉
涡轮机的建造，该涡轮机将驱动小型发电
机。

西里西亚大学的新纳米催化剂
2019-03-01
西里西亚大学的科学家开发出一种纳米
催化剂，可用于制造具有潜在抗癌、抗
真菌和抗菌作用的化合物的合成反应，
新发明可用于制药行业。 纳米催化剂
为粉末形式，并且由于将纳米钯施加到
适当粒度的电解铜上而通过转移方法获

得。其特征在于使用它进行的高产率的
偶联反应和由于所用材料的可用性和低
钯含量而相对低的生产成本。 新发明的
作者是Jarosław Polański教授、 Piotr 
Bartczak博士、Mateusz Korc博士和
Maciej Kapkowski博士。新发明用于
进行Sonogashira偶联反应，在基本环
境中结合两种化合物：末端炔烃与芳基
或乙烯基卤化物。 更多信息： https://
www.us.edu.pl/nowe-rozwiazania-dla-
branzy-farmaceutycznej

诊断糖尿病肾损害的新方法
2019-03-04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发
出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早期诊断糖尿病引起
的肾脏损害。 新方法还将识别肾衰竭的风
险。 雅盖隆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尿液中
的微泡可以成为糖尿病肾病的新生物标志
物。 雅盖隆大学的团队Ewa Stępień博士
的带领下自2014年开始与波兰科学院核物
理研究所的科学家合作进行研究。发明已
经提交至专利局。

托伦科学家获得“女性创新”
竞赛
2019-03-04
来自托伦尼哥白尼大学生物与环境保护
学院遗传学系的Grażyna Dąbrowska
博士在第10届女性科学基金会组织的“
女性创新”竞赛中获奖。 Grażyna 
Dąbrowska博士与来自生物学和环境保
护学院的Zuzanna Znajjewska、来自化
学系的Ewa Olewnik-Kruszkowska博士
GrażynaSzczepańska博士共同创建的
创新解决方案“获得真菌来源的生物制剂
加速聚合物材料的降解和生物制剂”获得
了竞赛。 项目描述了波兰发生的真菌和其
他微生物的制剂，其含量约为20％，将加
速塑料的分解甚至是那些生物不可降解的
塑料。 重要的是该制剂易于制造且成本不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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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我们
需要大学和公司的创新者
2019-03-05
建立研究网络卢卡西维奇交易者应该很容
易找到一个合作伙伴，应该从科学的，但
主要是称职的研究人员，将能够开发新技
术实质性的资金支持。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在接受Newseria 
Biznes采访时说道：“Łukasiewicz研究
网络的建立意味着企业家应该很容易找到
合作伙伴，科学和高等教育不将给予科学
方面的实质性和财政支持，但最重要的是
能够开发技术的有能力的科学家”。 Piotr 
Dardziński补充道：“大学需要懂创新的
人，企业需要谁了解创新的人，我们需要
创新的投资者。项目实施原则是满足这些
需求的答案。”

托伦研究人员在国际团队中创
建了新的天空地图
2019-03-05
来 自 哥 白 尼 大 学 大 学 天 文 学 中 心 的
Magdalena Kunert-Bajraszewska博士
和Carole Roskowiński加入了国际天文
团队，他们刚刚发布了新的天空地图，地
图显示了数十万个以前未知的星系。 来
自18个国家的200多名天文学家组成的团
队刚刚发布了使用LOFAR干涉仪（LOw
频率算法）实现的前所未有灵敏度的新
天空无线电调查的第一阶段数据。 托伦
团队的研究由国家科学中心资助。 由此
产生的无线电天空图显示了数十万个以前
未知的星系，揭示了现代天体物理学的
许多问题，如黑洞物理学和星系团的演
化。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5953  

工业发展局将实施欧洲航天局
的企业孵化中心
2019-03-06
工业发展局签订了欧洲航天局欧空局企业
孵化中心ESA BIC的创业孵化中心的实施协
议。 工业发展局成为项目负责人并且加入
了三个地区联盟。 ESA BIC协调和欧洲航
天局的企业孵化中心网络并且共同出资。

其目的是支持正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的创
业孵化器的创作，其中的操作与使用空间
技术相关的。 由工业发展局领导的联盟
还包括三个机构：格但斯克区域联盟领导
者：Blue Dot Solutions 有限责任公司、华
沙地区联盟领导者：克拉科夫基金会企业
技术、热舒夫地区联盟领导者：罗兹、弗
罗茨瓦夫和喀尔巴阡山。

波兹南经济大学科学家的发明
获得了欧洲专利
2019-03-06
波兹南经济大学科学家发明的一种纳米
复合氧吸收剂获得了欧洲专利 本发明
的作者是波兹南经济大学商品科学系的
讲师和毕业生： Zenon Foltynowicz教
授、Wojciech Kozak博士、Karol Muc硕
士工程师、Joanna Stoińska硕士工程师
和Marta Urbańska硕士工程师。 新发明
基于零级铁的氧清除剂用于保护包装食品
免受氧的不利影响，有助于延长保质期并
积极影响产品的感官特性。可以防止食物
腐败从而减少食物浪费和。 新发明的革命
性质在于吸收剂可以是包装的一部分并且
不直接添加到食品中，如抗氧化剂。新发
明也可在无水条件下工作，并可用于保护
干燥食品。

来自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科学
家参与了波罗的海国际项目
2019-03-07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是波罗的海地区六个
国家的学术和研究机构之一，负责为洪
水规划领域的城市规划者开发工具。 项
目旨在建立全面的规划和实施智能系统
的排水和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服务的日
常实践的概念。这是捐款给一半的污染
物从市区到波罗的海流入水浸的结果削
减。 “波罗的海的保护免受污染所造成
的城市地区的强降雨洪水的结果”项目由
欧洲共同体领土方案区域间波罗的海地区
的资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和环境部门
通过与企业合作实现“斯武普斯克自来
水”目的。 更多信息： https://pg.edu.
pl/aktualnosci/-/asset_publisher/
hWGncmoQv7K0/content/naukowcy-

z-pg-w-miedzynarodowym-projekcie-
na-rzecz-czystszego-baltyku

Eco Fresh II空气净化装置在曼
谷和马来西亚展会上获奖
2019-03-08
现代空气净化器环保新鲜II的发明在国际发
明博览会在曼谷和公平马来西亚科技博览
会上获得了七个奖项。 Eco Fresh II是有
效的去除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油烟，氮氧
化物，二氧化硫，硫化氢，和有害微生物
的有害空气的现代设备。 来自格但斯克大
学化学系环境技术系的Adriana Zaleska-
Medynska教授带领的团队与罗兹的PHU 
Dytrych公司以及生物聚合物和化学纤维
研究所共同合作研发出了新设备。 新装
置旨在提高在餐馆的空气质量，其主要功
能是防止厨房（尤其是所谓的。开放式厨
房）的气味，油烟和通过燃烧，油炸和烧
烤形成的有害化合物的进入。

地平线2020会议
2019-03-08
欧洲联盟研究计划国家联络点邀请各位于
2019年4月4日在华沙理工大学创新管理
和技术转移中心参加地平线2020会议。活
动共同组织者为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这次
会议将有机会了解根据“地平线2020”计
划实施的波兰项目的选定实例以及在2019  
-  2020年期间申请竞赛的可能性。 在此
次活动中，将由欧洲联盟研究计划国家联
络点专家就地平线2020计划中的选定活
动和公开竞赛申请的详细规则进行几次简
短的平行专题会议。 更多信息： http://
w w w . k p k . g o v . p l / w p - c o n t e n t /
uploads/2019/02/ID_program_szkic_
V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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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理Jarosław 
Gowin：Łukasiewicz研究网
络将推动创新
2019-03-08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 o w i n 在 接 受 P u l s H R . P L 采 访 时 表
示：“Łukasiewicz研究网络的建立将使研
究机构相互竞争变得毫无意义并促进大家
进行合作”。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强
调建立这样一个研究机构网络将为波兰经
济的发展提供真正的科学基础，并赋予其
更具创新性。在他看来，波兰在传统行业
方面表现强劲，但是当涉及到创新的突破
性产品时，我们会做得更糟。 波兰有111
个研究所，Łukasiewicz的网络包含有37
个研究网络。 Jarosław Gowin表示：“
我们没有承诺合并所有机构。事实上，他
们受十六个不同部委的约束，大多数部委
认为他们希望继续受那些将履行行业职能
的机构的控制。我们尊重这些决定。”

卢布林科技大学创建了创新模
拟器
2019-03-08
卢布林科技大学创建了VR Syntia模拟器，
模拟器旨在培训所有类型的飞机和直升机
的飞行员以及训练无人机操作员。模拟器
在创新和先进技术中心的实验室中展示。 
来自卢布林科技大学技术信息系统研究所
的Jarosław Zubrzycki解释道：“在任何
航空培训中，必须在模拟器上补充试点教
育。目前，这种训练是在物理模拟器上进
行的，物理模拟器昂贵、复杂且尺寸过
大。此外，没有可能在战斗群中训练他们
的飞行，或者例如空战。” VR模拟器的有
效性证实了这些测试。由于可以编程大量
功能，高级图形，以及最重要的是军用和
特技飞机上存在的过载模拟，模拟器将增
加飞行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西里西亚科学家开发出有机抑
菌材料
2019-03-12
西里西亚大学和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
大学科学家团队开发了一种新的有机材
料，新材料可以防止细菌的生长和繁殖，
将能够涵盖医疗产品和日常用品。 牙
刷、淋浴间内部、入耳式耳机、键盘、手
机 这些都是表面细菌在使用中生长的物
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产品与皮脂，
食物残渣或粉尘形式的杂质一致，成为
微生物的良好滋生地。 发明的作者是来
自西里西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材料科学
学院的科学家：Andrzej Swinarew博
士、Tomasz  Flak硕士、MartaŁężniak硕
士、Jadwiga Gabor硕士、HubertOkła
博士Klaudia Kubik硕士以及来自卡
托 维 兹 西 里 西 亚 医 科 大 学 的 B e a t a 
Rozwadowska硕士。研究成果已受专利
保护。

华沙初创游戏大会
2019-03-12
华沙谷歌校区总部由波兰企业发展局、企
业家和技术部以及英国驻华沙大使馆组织
的初创游戏大会将截止至3月12日。 活动
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演示技术领域的初创企
业创造者的技能。 会议的一个要素是模拟
真实市场条件的游戏。作为投资者（70家
初创企业和25位投资者）的初创创建者和
受邀小组成员参与其中。使用手机上的应
用程序的虚拟游戏说服投资者尽可能多地
投资于所提出的想法。在游戏结束时具有
最高价值的初创公司赢得了主要奖项，奖
项为参加伦敦科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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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丁尼亚MUSE无人艇项目在
瑞典获奖
2019-03-13
来自格丁尼亚的Sears Technologies公司
获得了MUSE无人地面探测器项目的Stena 
Line螺旋桨奖，项目用于水文和水文研究
的转移工具。 Stena Line Propeller奖每年
授予波罗的海地区年轻创新公司ICT和海洋
技术领域的企业家奖。奖项在瑞典卡尔斯
克鲁纳的创新日会议上颁发。 MUSEMUSE
无人地面探测器在Spitsbergen波兰极地
站进行了研究工作。探测器由格但斯克大
学海洋学和地理系的科学家进行试验，收
集样本并在Hornsund峡湾的冰川前方检
查水。 尽管在极寒条件下进行探测，但
MUSE通过提供来自不同深度的数十个样本
和测量结果，全面实施了研究计划。

弗罗茨瓦夫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的学生开发了罗马尼亚蒂米什
瓦拉应用
2019-03-13
弗罗茨瓦夫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为想
要访问蒂米什瓦拉的游客准备了移动应用
程序，这是罗马尼亚的一个小镇，2021
年将成为欧洲文化之都。 弗罗茨瓦夫学
生使用基于GPS的移动应用程序他们对蒂
米什瓦拉中心进行了盘点，并选择了最具
吸引力和最熟悉的地方以反映城市的文化
生活。。获得的数据还用于创建交互式地
图，地图名为LightUP Timisoara！ 研究
领域主要包括城市中心的历史古迹，公园
和场所。应用程序可以读取这个地方的历
史，提供语言版本为英语、罗马尼亚语和
波兰语。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
upwr.edu.pl/aktualnosci/49083/skn_
puzzle_z_aplikacja_dla_timisoary.html

波兰向欧洲专利局提交的专利
申请
2019-03-14
波兰在2018年向欧洲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
请数量增加了19.7％。波兰申请数量的增
长率是欧洲最大的应用之一。 去年波兰向

EPO提交了534项专利申请（2017年共有
446项通知）。波兰申请排名第一的是克拉
科夫雅盖隆大学的12项专利申请，其次是
制药厂Polpharma （6个申请），克拉科
夫AGH科技大学（5个申请）和格但斯克
科技大学Fakro集团（4个申请）。 2018
年欧洲专利局共收到了超过174000份欧洲
专利申请。与2017年相比增加了4.6% 更
多信息： https://www.epo.org/about-
us/annual-reports-statistics/annual-
report/2018.html

格利维采有色金属研究所高性
能3D打印技术项目
2019-03-15
格 利 维 采 的 有 色 金 属 研 究 所
是“3DMPWIRE  - 使用铜基金属丝形式
的高效3D打印技术”项目的领导者。 项
目将生产技术将采用铜基合金开发，使用
3DMP（3D线材印刷电弧添加剂制造）
，可抵抗侵蚀性腐蚀环境（海洋）。该项
目开发的技术将用于生产等 用于船舶涡
轮机，螺旋桨和其他元件的叶片，适用于
海事行业。 由欧洲创新和技术原材料研
究所资助的升级项目由一个由以下组成的
联盟进行：波兰有色金属研究所、德国
Gefertec有限公司、西班牙Tecnalia、意
大利ENEA和比利时根特大学。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
的“交通”应用
2019-03-15
来自比得哥什科技与生命科学大学应用计
算机科学一年级的学生Bartek Mróz创建
了KomByd应用程序，程序将帮助用户更
容易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该应用程序可以
从谷歌在线商店免费下载，可以按名称搜
索停靠点并显示公交车的实际出发时间，
还可以跟踪路线上其他站点的公交车起飞
时间并在地图上搜索站点， 通过该应用程
序，您还可以管理季票，软件将提醒您需
要延长票证的有效期。 该应用程序支持三
种语言版本：波兰语、英语和乌克兰语。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研究人员研
究支持律师工作的人工智能系
统
2019-03-18
比利亚斯托克大学法学院宪法系博士Kamil 
Stępniak对世界上第一个积极支持律师工
作的人工智能系统提出了理论假设。 比
亚韦斯托克大学新闻发言人Katarzyna 
Dziedzik通知道：“人工法律智能系统是
一部能够取代律师的软件。该系统将独立
重建法律地位，分析客户的办公室情况并
提出解决特定法律问题的方法。” Kamil 
Stępniak通过创建系统的假设考虑了市场
上可用的IT工具的可能性。下一阶段的工
作将是创建特定的专有解决方案。Kamil 
Stępniak博士能够为研究方案获得开发资
金。

波兰科学家用3D打印机打印世
界上第一颗仿生胰腺
2019-03-18
来自华沙科学研究与发展基金会（FBiRN）
的研究人员使用3D打印技术上打印了世
界上第一个带有血管的仿生胰腺。 2015
年10月在FBiRN的倡议下成立了BIONIC联
盟，联盟包括： 科学研究与发展基金会与
Michał Wszoły博士的团队、波兰科学院
实验生物学研究所与Agnieszka Dobrzyń
教授的团队、由W. Święszkowski教授指
导的华沙科技大学材料科学学院团队、由
Artur Kaminski教授指导的华沙医科大学生
物结构中心、华沙临床医院和MediSpace
公司。 联盟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获得
资金作为STRATEGMED III计划的一部分
并且于2017年开始了对仿生胰腺的密集工
作。 更多信息： https://fundacjabirn.
pl/projekty/projekt-biodrukowanie-3d-
bionicznej-trzust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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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波莱理工大学学生建立了网
络原型
2019-03-19
奥波莱理工大学的学生已经建立了一个网
络原型作为其毕业论文的一部分，设计原
理将找到一种廉价和功能性假肢印刷3D
技术并通过特殊手套控制。 原型是自动
化和机器人的学生的项目“控制自己与机
器人的手”（作者Pavlo Sutysskyi），以
及“采用气动肌肉人手假体的物理模型”
项目（作者Yaroslav Antonchyk）。 
Mirosław Szmajda教授说道：“该项目是
为失去上肢的人创建的。市场上大多数的
假体是非常昂贵的，只有部分人能买得起
仿生假体。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低成本
的解决方案，其费用将约为1000兹罗提。
目前已经开发了一种假体模型，该模型将
进一步发展”。

波兰能源集团与波兰科学院研
究中心寻求创新技术
2019-03-21
波兰能源集团与波兰科学院流体流动机械
研究所能源转换和可再生资源研究中心
（KEZO）签订了合同。双方将合作开发
创新的非排放技术以支持波兰能源部门的
转型。 能源转换和可再生资源研究中心
KEZO是流体机械研究所的实验室，其目
的是开展清洁能源技术研究。 波兰能源集
团管理委员会主席Henryk Baranowski说
道：“我们与KEZO研究中心在研究和开发
领域开展合作。能源部门最大的实体和最
现代化的欧洲研究中心的协同作用将有助
于低排放技术的发展”。

波兰总统Andrzej Duda签署
了关于Łukasiewicz研究网络
的法案
2019-03-22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法案旨在确保将成
为该网络一部分的研究机构进行更有效的
合作。这将通过财务管理机制，人员，房
地产和知识产权的统一来实现。 在波兰有
111个研究所由16位部长监督，这会影响

其潜力的消散。 该网络将由37个研究所（
现在主要隶属于企业和技术部）以及波兰
技术开发中心加入。Łukasiewicz中心将负
责协调活动。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干扰
抓手”飞入太空
2019-03-22
由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设计的创新
式抓手装置在REXUS火箭上，火箭从瑞典
基律纳的Esrange航天中心太空港发射。
火箭已经上升到82公里的高度。 实验作
为瑞典- 德国Rexus / Bexus计划的一部分
进行，该计划是根据德国德国航空航天中
心和瑞典国家空间委员会之间的双边协议
进行。 项目涉及检查是否可以在微重力
和真空中使用干扰夹具。这种装置包括填
充有基于压差操作的颗粒的隔膜。可充气
的抓手使其形状适应待提升的物体在吸
出空气后颗粒硬化在物体上并收紧，由
此可以移动。 更多信息： https://pwr.
edu.pl/uczelnia/aktualnosci/chwytak-
naszych-studentow-wystrzelony-w-
kosmos-11138.html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创建新大
学互动校园地图
2019-03-25
弗 罗 茨 瓦 夫 科 技 大 学 的 学 生 A g a t a 
Kapusta创建了大学的互动校园地图。地
图有关个别建筑物和对学生很重要的地方
的信息如复印点或自动柜员机以及四个理
工学院建筑的计划。 在交互式校园地图上
方，地球工程，采矿和地质学院的GIS研究
和开发圈成员已经工作了数年。它的最新
版本基于之前学生项目的数据- 经过更新
并转换为GeoJSON格式。 地图由15个分
组的主题图层和两个基本地图组成，其中
有校园建筑，图书馆，自动取款机和复印
机点。在单独的视图中，有四个选定建筑
物的计划，用户可以从主地图视图访问。
有关对象的信息显示在弹出窗口中，在指
向所选对象后打开。 更多信息： http://
knbgis.pwr.edu.pl/kampus/kampus.
html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们
建造了一艘太阳能船
2019-03-26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动力工程和能
量学院的“Flow”和“Płomień”研究
小组的学生正在建造一艘太阳能船。机
身制作的复合形式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在
奥得河上进行第一次浮力测试。 太阳能
船长约5.5米、配备面积为6平方米的光伏
板、还将配备水翼即安装在机身下方的特
殊轴承襟翼。当船行驶时它们会使船体
从水中升起，由此阻力减小并且船可以
更快地流动。 太阳能船将于7月参加在摩
纳哥举行国际比赛，这是世界上规模最
大、最负盛名的赛事。不仅大学团队参与
其中，而且还有专业的建设者团队。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lodz-solarna-wkrotce-na-
odrze-11139.html

波兰智能发展奖用于骨重建复
合材料
2019-03-27
格但斯克大学陶瓷与建筑材料研究所科学
联合会，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生物技
术与分子医学研究所和SensDx 股份有限
公司成为2019年波兰智能发展奖的获奖
者。 奖项被授予“未来的创新技术”类
别用于实施“用于骨组织重建的具有抗菌
和再生特性的多功能复合材料”项目。项
目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科学研究和发
展工作战略方案共同资助。 项目旨在开
发和生产具有生物活性的材料，充当填充
骨缺陷的材料并形成细胞基质，同时支持
受损组织的再生。使用这种生物材料将
加速治疗过程并消除许多术后并发症。 
更多信息： https://ug.edu.pl/media/
aktualnosci/86837/polska_nagroda_
inteligentnego_rozwoju_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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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科学家关于快速
检测出尿路癌症发明
2019-03-28
Adam Lesner教授和来自格但斯克大学
化学系的Natalia Gruba博士已开发用于
检测尿路上皮癌的快速非侵入性的诊断
测试，通常被称为尿路癌症。 新发明的
测试对象为800人并在90%的患者身上都
体现了可行度。研究在技术转移中心UG
项目孵化器创新+金融支持进行。本发明
已经被全球专利，是目前在测试的实施
会谈。 新发明诊断试剂盒由两个部分组
成，在膀胱肿瘤细胞分泌的因素的影响下
使它们分解检测。测试的优点包括易于实
施，诊断效果和缩短等待时间，等待不
到60分钟。 更多信息： https://ug.edu.
pl/media/aktualnosci/87002/szybkie_
wykrywanie_nowotworu_ukladu_
moczowego_dzieki_naukowcom_z_ug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创新日
2019-03-29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组织与管理学院将于4
月4日邀请大家参加“创新日”活动。活
动将为交换学生，研究人员和企业家之间
的知识和经验，创新的解决方案和能力的
创造，开发和商业化，以支持年轻人的创
新。 组织者宣布活动包括有趣的讲座，展
台和利用创新的解决方案和设计思维创造
性思维的技术实践研讨会形式的兴趣， 与
会者还学会想通过视觉过程便于仿真和设
计新的解决方案，如何使用该设备的联网
控制机器人的通过WiFi实现，如何管理IT项
目。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正在建造
新型水下机器人
2019-03-29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的“Robocik”科学圈的学生正在研究新
型自动水下机器人。新模型将更大，配
备更多发动机和全新的机械手。 弗罗茨
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们已经拥有完整的
船模和由聚丙烯制成的框架。操纵器的
测试将很快在体育学院的游泳池开始进

行。 新设计将吸引具有未来主义外观的观
察者。设计将更轻，并配备更多的引擎，
四个水平移动，另外四个垂直移动。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 k t u a l n o s c i / z - n o w y m - r o b o t e m -
podwodnym-wystaruja-w-usa-11146.
html

格利维采有色金属研究所波兹
南分所
2019-04-02
有色金属研究所波兹南分所成立了现代化
实验室。欧洲区域发展基金为“以提高研
究能力为电动汽车和汽车市场发展的实验
室的现代化”项目共同出资。 项目旨在
根据与能量存储系统（RESS）和电池试驾
电动车辆的安全要求以在电动汽车能够研
究领域的现代研究基地。 项目领导者是
有色金属研究所波兹南分所，其他成员包
括：波兹南EXIDE技术SA股份公司、华沙
PIMOT汽车工业协会、别尔斯克- 比亚瓦
汽车研究与发展研究所BOSMAL 有限责任
公司。

足球科学
2019-04-02
日报“Puls Biznesu”通知道：“华沙
足球俱乐部Legia 将加强与创新者的合
作 ， 目 前 已 经 确 定 了 研 究 和 开 发 细 胞
LegiaLab。” 华沙俱乐部加入了位于
马佐夫舍地区格罗济斯克的Legia培训中
心。在这里还有一个初创企业的地方。他
们将获得体育基础设施，分析设施和战术
俱乐部，这将使他们能够快速验证他们的
愿景。 华沙  Legia足球俱乐部董事会全权
代表Tomasz Zahorski表示：“我们希望通
过体育产业，特别是足球能够让创业环境
感兴趣，他们可以在其中找到创新解决方
案的接受者。这个专业，无论是专业足球
还是业余足球，在世界和波兰都以非常快
的速度增长。当然越来越多的资金和对这
个行业的投资也将用于新技术。”

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将开发一
种治疗乳腺癌的药物
2019-04-03
奥尔什丁大学瓦尔米亚-马祖里兽医学院
开始了一个新的研究项目，项目旨在开发
用于乳腺癌治疗。 来自病理生理学，兽
医法医兽医管理学院的系的Małgorzata 
Chmielewska-Krzesińsk博士开始研究百
里醌在抗击癌症中的作用。她选择了一种
来自鲤科的小型淡水鱼斑马鱼作为研究对
象。Małgorzata Chmielewska-Krzesińsk
博士兽医学院的基因组学和转录组学实验
室是波兰第一个开始研究这种鱼的研究
工作的人。 Małgorzata Chmielewska-
Krzesińsk博士希望看到胸腺素对癌细胞的
影响。

波兹南科学家建造一个由五个
现代望远镜组成的观测综合体
2019-04-03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科学家将通过五
架现代望远镜观察天空。大学获得了300
万波兰兹罗提的资金。 目前波兹南大学正
在努力获得建立观察综合体的许可。整个
四个较小和一个较大的望远镜将安装在距
离波兹南市区70公里的Sierakowski的公园
内。 项目协调员Krzysztof Kamiński博士表
示：“公园非常的黑暗，波兹南市区的灯
光无法照射到这里。但是这也不是我们唯
一的实验目的地。实验地点的选取有很多
外部因素的影响。” Krzysztof Kamiński博
士刚刚从亚利桑那州返回波兰，在那里他
参观了波兹南大学波兰望远镜罗曼巴拉诺
夫斯基所在的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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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盖隆大学研究人员正在研究
人工神经网络的构建
2019-04-05
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Jacek Tabor 
教授正在研究创新人工神经网络的构建。 
的Jacek Tabor 教授说到：“神经网络
是软件结构和系统，其操作类似于人脑中
发生的过程。目前，我们越来越深入地了
解我们的大脑如何运作，因此我们可以翻
译这些知识并改进人工智能系统。” 在
Jacek Tabor教授的指导下将完成波兰神
经网络建设的全面工作。Jacek Tabor教
授负责雅盖隆大学的六个研究小组：数学
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物理学，天文学与应
用计算机科学学院以及管理与社会传播学
院。该团队将包括IT专家，程序员，统计学
家，生物统计学家和神经认知科学家。作
为TEAM-NET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将从波
兰科学基金会获得超过1900万兹罗提的奖
金。

波兰有色金属技术研究所参加
莫斯科沙龙“阿基米德2019”
2019-04-05
波兰有色金属研究所的发明在第二十二届
莫斯科国际沙龙“阿基米德2019”获得
金奖。获奖的发明是“通过低温热解处
理WEEE废物的方法“，发明作者为Jerzy 
Kozłowski博士、Wojciech Mikłasz工程
师和Dariusz Lewandowski硕士。 “阿基
米德”是最大和最知名的国际展览之一。
多年来主办方都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来
自世界各地的各行业专业人士均会参加展
览。 来自全球22个国家的500多项发明参
加了今年的展览，其中包括来自俄罗斯，
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塞浦路斯，马
其顿，斯洛文尼亚，奥地利，塞尔维亚，
罗马尼亚，捷克，波兰，印尼，韩国，泰
国，台湾，印度，中国，澳门，沙特阿拉
伯和伊拉克的发明者。

弗罗茨瓦夫大学开发测量附着
力表面积技术
2019-04-10
弗罗茨瓦夫大学电子微系统和光电子技
术系的科学家从Tango 3计划获得了研究
资金，由Teodora Gotszalka教授领导
的团队将开发一项先前开发的用于测量
物体表面附着力的新技术的实际研究。 
国家中心的使用覆盖微电磁系统的分子
相互作用的科学作品关注计量势力项目
基地- MetMolMEMS。研究人员已经开
发一个新的概念用于测量粘合力，这在
本质上是位于接触的两个表面上的分子
的化学相互作用的总和。 测量技术能够
找到在生产表面活性剂的应用，例如在
化妆品行业。这将允许您确定粘连的程
度，也就是一个产品是否具有更强或更弱
的行动。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rozwijanie-
nowej-technologii-pomiaru-adhezji-
na-w12-11159.html

雅盖隆大学开发了一种检测
DNA损伤的方法
2019-04-10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
一种方法，不仅可以指示DNA链中的损
伤，而且还可以准确地确定遗传密码发
生的位置。 发明是对个体DNA末端的敏
感识别（STRIDE），发明作者是：Jerzy 
Dobrucki教授、Magdalena Kordon
博士、Mirosław Zarębski博士和雅盖隆
大学生物化学和生物技术学院的Kami l 
Solarczyk博士。方法的开发及其商业化将
由科学家指定的intoDNA进行。发明目前
正在申请专利程序。 研究人员目前正在进
行与之相关的试点研究将STRIDE方法适用
于不同类型的生物材料。他们发现了这种
方法的新应用，并且选择了该方法最有可
能用于商业用途的领域。

卢布林科学家致力于优化电机
推进系统
2019-04-11
卢布林科技大学与卢布林高速赛车道展开
了合作，其目的是致力于优化电机推进系
统。大学将发展活跃登记，发送和专用于
高速公路数据的分析的系统。这样的系统
将允许上高速公路更高的技术水平引入
竞争机制。 卢布林科技大学研究人员与
卢布林高速赛车道的员工将共同合作改进
驾驶技术工作室。 卢布林科技大学热力
学、流体力学和空气驱动系主任Mirosław 
Wendeker教授说道：“我们的目标是为
Motoru Lublin团队提供技术支持，团队
已经参加了PGE Ekstraliga 2019年的比
赛。“ 研究获得了来自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区域卓越计划提供的资金。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钻石折纸
2019-04-11
来 自 格 但 斯 克 科 技 大 学 电 子 、 电 信 部
门的Roberta Bogdanowicz教授参
与 了 Q U N N A 基 于 量 子 效 应 的 成 像 和
Nanosensing：为下一代biodiagnostic
应用Novelglass金刚石光子的方法项目。
科学家将创造“钻石折纸”，这是一种具
有预定电学和光学特性的纳米粒子。 项
目使用了QUNNA纳米钻石，开发创新的
传感器用于在磁性和光学，电子和医疗
诊断的研究利用。 所开发的技术将在经
济中实施，其中包括更快和更精确地诊
断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该项目在第
一届波兰科学TEAM-NET竞赛基金会上获
得了超过1800万兹罗提的资金-。 更多信
息：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 o n t e n t / d i a m e n t o w e - o r i g a m i -
n a u k o w c o w - z - p g - p o w s t a n i e - w -
ramach-projektu-nagrodzonego-w-
konkursie-f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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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获得超过100万
兹罗提实施创新孵化器2.0项目
2019-04-12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格但斯克大学、格但
斯克医科大学和PG Excento有限责任公
司组成了科学联盟，联盟在Innovation 
Incubator 2.0计划中获得了110万兹罗
提研究资金。 科学联盟将开展实施前项
目，促进波美拉尼亚科学家的科学成果，
加强科学环境与商业环境的合作。波美拉
尼亚大学与商业代表会面，以提供技术报
价，科研或研究服务的结果，并参加科学
和商业展览和展览。 在今年比赛中，科
学联盟成为了获得评分最高的科学联盟之
一，这巩固了格但斯克大学在创新领导者
中的地位。 更多信息： https://ug.edu.
pl/media/aktualnosci/87382/ponad_
milion_na_wdrozenia_w_programie_
inkubator_innowacyjnosci_20

卢布林三星孵化器创业公司
2019-04-15
卢 布 林 三 星 孵 化 器 招 聘 工 作 已 经 结
束。2019年2月成立的波兰东部年轻企业
家开放空间旨在支持在数字安全领域运营
的创新型初创公司。卢布林投资的合作伙
伴是NASK、卢布林科技大学和卢布林市政
府。 在卢布林孵化器中四家创业公司将发
展企划。每个概念都涉及网络安全主题，
并提供对改善数字现实社会功能有实际影
响的解决方案。 初创公司RAW将在基于三
星KNOX平台构建的安全智能手机以及专
用通信器上运行。Billy Plus是一家在安全
教育领域开展业务的创业公司，创始人创
建了一个为儿童和父母学习外语的应用程
序。另一家创业公司是Cyber  Studio，该
公司为没有IT安全管理专家的公司提供服
务。考虑到最年轻用户的网络安全，Real 
Buddy将准备一个新一代应用程序来监控
搜索敏感内容的通信。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新研究中
心专家实验室
2019-04-16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开设了GEO-3EM研究
中心，研究中心的12个专业实验室配备现
代化设备。项目价值为1.026亿兹罗提。中
心建立在“Polinka”站和Geocentrum
教育和研究中心附近。 研究中心为三层
楼，拥有100多间不同的房间：实验室，
会议室，仓库和管理设施。基础设施将由
来自各院系的科学家使用：土木和水，
化学，电子，地球工程，采矿，地质和
机械。设施适应残疾人的需求。 大楼内
设有12个实验室。其中包括其中之一湿
法冶金工艺实验室，高分子塑料加工实验
室，地球科学与矿物工程实验室，认可
胶带实验室和安全生产认可实验室。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 k t u a l n o s c i / c e n t r u m - g e o - 3 e m -
otwarte-nowoczesne-laboratoria-dla-
dolnego-slaska-11166.html

卢布林科技大学科学家在日内
瓦发明展览会上获得奖项
2019-04-18
卢布林科技大学发明的可调式单螺杆挤出
机缸体和移动式等离子装置的调节机构在
2019年4月10日至14日在瑞士举行的第46
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获得奖牌。 可
调式单螺杆挤出机可调节筒筒的调节机
构获得金奖。这是卢布林科技大学和葡
萄牙科学家合作的额Newex项目的一部
分。Joanna Pawłat教授带领的团队由
年轻科学家组成。Michał Kwiatkowski硕
士和Piotr Terebun硕士是来自卢布林理工
大学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等离子技术
和可再生能源系的科学家，他们为农业和
食品工业的需求构建了一套等离子移动设
备。发明在展览会期间获得了银牌。

西里西亚大学项目在TANGO3
竞赛中获得资助
2019-04-19
由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数 学 物 理 和 化 学 系 博
士Andrzej Dzienia领导的科学项目在

TANGO 3竞赛中获得了最高级别研究资
助。 Andrzej Dzienia博士将开发出一种独
特的压力自由基聚合N-乙烯基吡咯烷酮的
方法，由此可以获得具有可控性质的聚合
物。这些化合物可以使用在制药行业。 所
开发的方法将减少催化剂和有机溶剂的使
用，同时保持高的工艺效率并控制所得大
分子的性质。与目前工业上使用的方法相
比，这使得整个压力聚合过程更加有效和
更加生态。

波兰科学家正在研究新白血病
诊断方法
2019-04-19
波兰科学家提出了一种诊断白血病的创新
方法由此可以预防疾病的复发。为了开发
专业诊断设备，他们刚刚在波兰科学基金
会的TEAM-NET计划中获得了2600万兹罗
提的资助。 研究工作将由五个科学单位组
成，该组织的领导者是华沙大学。作为该
项目的结果，将创建一个诊断设备，用于
快速，无标记的白血病细胞亚型的成像，
鉴定和分类。 六个多学科团队将致力于新
的诊断方法，包括来自肿瘤学家，化学家
和物理学家。这些研究小组将来自华沙大
学物理学院，华沙波兰科学院物理化学研
究所，华沙血液学和转化研究所，罗兹医
科大学和雅盖隆大学化学系。

托伦哥白尼大学的项目在“2019
年创新激励”竞赛中获奖
2019-04-23
由托伦哥白尼大学经济科学与管理学院进
行的“IMPULS 50+公共就业服务老年人
职业激活战略”在“2019年创新激励”竞
赛中获奖。 项目旨在改善改编增加失业
50岁以上的就业波兰的条件和发展地方合
作，支持劳动力市场新的有效手段发展的
公共就业服务的成效。 “激励创新”竞赛
由全球最大的商业教育学校网络AACSB 
International组织。85个商学院参加了
比赛，这是面向未来的教育，研究，社区
参与和信息解决方案的领导的一个解决方
案。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6070Photo by Sebastian Voortman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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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研究人员在日内
瓦获奖
2019-04-24
来自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计算机科学
与材料科学系的科学家的发明在第47届
国际发明现代技术和产品展“日内瓦发
明”期间获得了奖项。 Paweł Janik博
士、Michał Pielka工程师和Małgorzata 
Janik博士获得了由国际评委会颁发的铜
牌，以及泰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颁发的
特别奖，用于开发蓝牙低能发射器的广播
方法。 发明应用于呼吸监测器，是一种多
功能装置，其中包括控制与呼吸系统和运
动活动相关的各种参数，例如呼吸的强度
或频率以及为整个系统创建的脉搏和儿童
身体位置的变化。 “日内瓦发明”是欧洲
最大的活动之一，来自世界各地的发明家
与工业和商业代表参加了活动。

波兰培训技术在日内瓦创造性
展览会上获奖
2019-04-25
由弗罗茨瓦夫陆军部队和卢布林科技大学
联盟开发的培训技术在日内瓦第47届国际
创新与发明展览会上获得银牌。 波兰工程
师在日内瓦为无人机操作员提供技术，可
广泛应用于虚拟空间培训。 发明已申请
专利保护。 发明将显著降低无人驾驶飞机
操作员的训练成本。 这是一个开发解决方
案。在未来，它将允许任何设备和公用事
业的操作员在操作员能够处理实际设备之
前配备陆地部队。

Jarosław Gowin：我们必须
在学习上投入更多的预算
2019-04-25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在接受“虚拟波兰”门户网站采
访时表示：“要将科学研究转化为现代技
术必须满足几个条件。首先学习的开支
很高，其次，经济方面必须具备创新能
力。” 政府推出了所有有利于创新经济
的解决方案。它是由科学部与企业家和
财政部密切合作制定的两项创新法，以
及实施理论法，开辟了一条新的职业道

路，重点是与企业的密切合作。 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还说道：“在当时副总
理Morawiecki任期一开始就筹集了巨额
资金用于共同融资创业公司。除此之外还
建立了Łukasiewicz研究网络，该网络专
注于数十个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的商业
化。” 更多信息： https://opinie.wp.pl/
jaroslaw-gowin-panstwo-ktore-nie-
inwestuje-w-swoje-elity-intelektualne-
bedzie-panstwem-teoretycznym-
wywiad-6373161635583617a

西里西亚大学创新孵化器计划
2019-04-26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获得了用于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创新孵化器2.0下项目的拨款。
该计划旨在帮助促进科学成就，发展，创
新，以及加强科技与经济合作。 由西里
西亚大学，SPIN-US SPE和凯尔采的Jan 
Kochanowski大学组成的联合体将开展活
动，旨在通过寻求有兴趣实施研究和开发
成果的实体，促进技术提供和参与，开展
和加强科学界与商业环境之间的合作。科
学和商业展览和博览会。 活动还将生产前
的工作，适应的发明有兴趣的购房者的需
求。方案还提供了一种管理技术创新的投
资组合，并建立经纪人。

凯尔采年轻发明家
2019-04-26
凯尔采科技大学在第九届全国学生创新大
赛的获奖者获得了五枚奖牌，其中包括三
枚银牌并在第47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
会的两枚奖牌。 来自凯尔采科技大学的
Mateusz Wrzochal的用于测试圆锥滚子
轴承的推力矩方法获得了银牌 获得了第
二枚银牌的是来自克拉科夫科技大学的
JuliaRadwan-Pragłowska, 她的获奖项
目是“可生物降解的壳聚糖纳米复合材
料/聚（天冬氨酸钠）/ Fe3O4，具有亚铁
磁性”。 来自卢布林科技大学的Michał 
Kwiatkowski获得了第三枚银牌，他与团
队共同开发了一种低温等离子体以满足农
业和食品工业的需求。 日内瓦国际发明展
是欧洲最大，最负盛名的发明展览会，来
自五大洲的30000多人参加了比赛。

华沙科技大学是波罗的海大型
计算联盟领导者
2019-04-26
来自波罗的海八个国家的研究人员，企业
代表和技术园区正在实施BalticLSC（波
罗的海大规模计算）项目，项目旨在提
高使用大型计算能力的效率。华沙科技
大学是波罗的海大型计算联盟领导者。 
BalticLSC联盟的协调员Michał Śmiałek
教授说道：“我们的目标是支持创新活
动，主要是中小型企业，还要利用大公司
的计算盈余。” 根据PRACE欧洲先进计算
伙伴关系协会报告，由于现代计算方法的
应用延迟，欧盟每年损失2-3％的GDP。在
波罗的海国家这些指标更严重。通过实施
BalticLSC项目，情况正在改善。

奥波莱企业家的发明将阻止非
洲猪瘟
2019-04-29
企业家Jarosław Romanowski和他的团
队发明了专利并开始生产“Janobio“，
这是一种可以阻止非洲猪瘟流行病发展的
措施。 Janobio是一种生物杀灭剂：氯化
氢，通过加入一种特殊的稳定剂带电到一
滴水中。滴在病毒或细菌上的水喷雾像炸
弹一样。“爆炸”，破坏病毒的细胞膜或
脂质屏障。打开细菌或病毒组织，剩余的
次氯酸盐与稳定剂分解或消除病毒。 新
发明对人类来说是完全安全的。不会引起
中毒或皮肤刺激或烧伤。它非常容易用于
动物饲养员，兽医服务甚至猎人。它在普
瓦维的国家兽医研究所接受了检查并获得
了极高的分数。 更多信息： https://nto.
pl/opolanin-stworzyl-bron-do-walki-z-
afrykanskim-pomorem-swin-sukces-
prob-z-nowym-srodkiem-biobojczym/
ar/c8-14070163

Photo by Sebastian Voortman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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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致力于人工智能的波兰
门户网站
2019-04-30
华沙国家研究所信息处理中心在科学和
高 等 教 育 部 的 支 持 下 推 出 了 第 一 个 致
力于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的
波兰网站。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创
新 ， 在 波 兰 和 国 外 进 行 的 I S s 领 域 的 科
学研究主题材料以及IS发展战略可以在
artificialnainteligencja.org.pl网站上找
到上可以主题。 新媒体结合了信息和教育
功能。新闻部分介绍了广泛理解的人工智
能的研究和实际应用的最新信息。门户网
站还提供与数字技术和IS相关的想法、作
者简介以及有关该国和全球最重要的IS活
动的信息。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已运营空
气评估传感器网络
2019-04-30
波兰唯一的大学空气质量评估传感器网络
已经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校园运营了三
个多月。传感器提供的信息已经使数千人
受益，其中包括弗罗茨瓦夫的员工，学生
和居民。 该系统由二十个设备组成，项
目中使用的设备包括创新的测量设备，其
使用的方法是测量从空气中的灰尘颗粒反
射的光。根据计数和散射光的强度，计算
瞬时粉尘浓度。 项目旨在测量浓度并分
析所谓的污染物烟雾。在测试过程中还
检查了建筑物、气象条件和城市绿化对
污染物扩散的小型封闭区域的影响。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modelowe-badania-
jakosci-powietrza-na-kampusie-11174.
html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
学生创造了最长的风力叶片
2019-05-02
LM Wind Power在法国瑟堡的工厂生产了
一个挡风玻璃，其长度是风能史上第一次
超过100米的风力叶片。Łukasz Cejrowski
是项目的负责人，他毕业于比得哥什技术
与生命科学大学。 在瑟堡生产的产品高

107米，将接受测试，获得必要的商业化
证书并展示20多年没有问题的工作能力。 
新叶片将用于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风力涡轮
机，通用电气Heliade-X，单位功率为12
兆瓦。

第八届500强创新者见面会
2019-05-06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邀请各位参加第八
届500强创新者会议，会议为期三天。
为有志于最新技术的发展。 计划包括
随 着 科 技 的 C E O 参 加 小 组 讨 论 初 创 企
业发展的空间领域，医疗技术，生物技
术 产 业 4 . 0 技 术 。 届 时 V I G O 系 统 的 总
裁、Bioceltix、Pure Biologics、ToopL
oox、NestMedic、SDS Optic、Space 
is More、NeuroSys、AlphaMoon、SAT 
R e v o l u t i o n 、 K e l l 
ideas、Bioavlee、Captor Therapeu
tics、Nysa、InferMedica，eMedica
和Microscope IT的代表将分享企业的故
事。 会议期间将讨论新规光的研究和开发
领域的发展。也将有解决复杂的问题，公
众演讲Tedex型，工业设计和科技公司发
展的法律方面的方法论研讨会。 更多信
息： http://top500meetup.pl/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获得了1000
多万兹罗提资金
2019-05-07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综合学校课程SUM 
2”项目获得了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拨发
的1010万兹罗提的资助。 项目将提高教
学人员的能力，使学生掌握健康风险管理
的方向，具备知识和技能，允许健康风险
评估和预防保健计划以及教学人员参与统
计课程，数据库，专业软件和专业英语课
程。 获得的资金将建立一个配备有用于分
析环境和健康数据的设备和软件的计算机
实验室，还将允许实施医疗案例大学知识
库以及处理科学结论和办公室文件流通的
系统。

骨组织再生植入物
2019-05-07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是“用于骨再生医学
的多功能生物活性复合材料”项目的领导
者。项目在波兰科学基金会的TEAM-NET
竞赛中获得了近1400万兹罗提的资金。 除
了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外，科学联盟还包
括华沙陶瓷和建筑材料研究所，陶瓷和混
凝土部门;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和罗兹大学。
项目旨在开发新的聚合物- 陶瓷复合生物材
料，用于再生医学应用骨骼系统的受控再
生。 作为研究团队合作的一部分将开发用
于骨组织再生的多孔植入物和覆盖有创新
涂层材料的骨稳定植入物，其释放生物活
性生长因子和抗炎成分。

绿山城大学学生为收留所的狗
设计了假肢
2019-05-08
绿山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BiomedUZ科
学圈的学生为Reksio建造了一个假肢，
这是一只在被火车撞到后失去了一部分腿
的狗。 Reksio在主人过失之后去了收留
所。由于无法正常行走，它的情况正在恶
化。由于这些原因它没有被别人领养。绿
山城大学的学生为Reksio设计并制造了假
肢。 假肢包括被填充是凝胶垫并且与所述
残端，通过三维印刷获得。以及弹性玻璃
纤维和环氧树脂，其偏转是模拟水池的操
作并得到缓冲，并防止其他关节的超负荷
承载。弹性元件在印刷在3D打印机上制
成。 更多信息： http://www.infoserwis.
uz.zgora.pl/index.php?studenci-z-
koa-naukowego-biomeduz-stworzyli-
protez-dla-psa-ze-schroniska-w-nowej-
s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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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建造将参加欧洲航天局月
球任务
2019-05-08
波兰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正在建造一台小
型挖掘机，该挖掘机装置在由欧洲航天局
（ESA）发送到月球的着陆器上。 根据
space24提供的消息，挖掘机将下载富氧
的风化层。挖掘机将负责将风化层转移到
将产生水的热化学反应器中。 欧洲航天局
（ESA）打算在2025年之前向月球发送着
陆器。它将用于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显示
从当地Silver Globe矿产资源获得氧气或
水的可能性。这将是第一个专注于使用月
球资源的任务。

弗罗茨瓦夫学生在eVolo 2019
摩天大楼竞赛中获奖
2019-05-09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学生的清理
垃圾海洋项目是eVolo 2019摩天大楼竞赛
中的30件最佳作品之一。 弗罗茨瓦夫学
生的项目将是一个巨大的浮动活塞，直接
在水中压榨废物。如果不使用泵或负压，
它只会从地下水位中带走污染最严重的组
织。将垃圾压入草捆室的唯一力量是重
力。 直径超过4.5米的压力机将压碎垃圾
从而形成高度取决于废物密度和类型的圆
盘。然后垃圾将进入一个特殊的缓冲区，
从那里它们将被船只拾取并运往利用。 
今年共有478件作品参加比赛。评委会选
出了三个决赛并获得了27个奖项。弗罗
茨瓦夫科技大学获奖的成员是：Szymon 
C i u p i ń s k i 、 K a r o l Ł ą c k i 和 D o m i n i k 
Pierzchlewicz。 更多信息： https://pwr.
edu.pl/uczelnia/aktualnosci/studenci-
z-w1-wyroznieni-w-miedzynarodowym-
konkursie-evolo-11183.html

雅盖隆大学的重要发现
2019-05-10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生物技术小波兰中心
的科学家发现使用金离子形成的24壁蛋白
质笼，其几何形状与数学规则相悖。研究
成果已在“自然”杂志上发表 克拉科夫
研究人员参加了由Jonathan Heddle教

授领导的团队研究。报道朝着与在自然界
中未发现性能更广泛地使用人工帧蛋白的
步骤。这可以彻底改变靶蛋白疗法或使用
DNA或RNA的治疗，潜在地允许更大的效
率例如在对抗癌症。 这项长期研究由国家
科学中心资助，该项目的合作伙伴包括：
来自英国牛津大学和达勒姆的科学家，以
及来自日本，加拿大和斯洛文尼亚的科学
家。

“薄层光反应器”项目获得20
万兹罗提
2019-05-14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的Adriana Zaleska-
Medynska教授的“薄膜光反应器”项
目在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Tango 3比赛
中获得了资助。项目的预算为20万兹罗
提。 项目旨在设计，构建和测试一种创新
的薄膜光反应器，光反应器配备有由TiO2
和Ag2O和/或Cu2O的混合物构成的纳米
管形式的光催化层。 科学家们还计划创造
经济使用的消毒和/或处理的水相中，用于
生产和/或使用光化学发展并取得专利并有
兴趣在生产和/或使用此类设备的合作伙伴
的市场需求的诊断分析的光化学过程的概
念。 Tango竞赛旨在支持从事基础研究所
得结果的实际使用活动的科学单位。

华沙科技大学研究人员开发有
助于识别皮肤癌的设备
2019-05-16
华 沙 科 技 大 学 物 理 学 院 的 团 队 在
Agnieszka Siemion博士的领导下致力于
为该设备创建光学系统，设备将实时可视
化人体皮肤，识别癌症变化 T-SKIN项目
获得了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组织的第九届
LIDER计划的资助。 该装置将基于包含衍
射结构的光学模块。这些结构使用衍射现
象，其中包括波在遇到障碍时弯曲，因此
其传播方向发生变化。 科学家计划是创建
一个照明系统和皮肤成像系统和聚焦的高
功率密度的光点并重定向所述辐射从所述
检测器阵列上的不同的角度，这将允许在
皮肤深层的研究反射。

清理气道康复振荡背心
2019-05-16
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家们创造了一种用于振
荡气道的康复背心。该解决方案主要用于
对患有疾病的人进行物理治疗，因此分泌
物在气道中积聚例如囊性纤维化或支气管
哮喘。 背心是技术先进的产品，需要将
控制技术与隐藏在特殊设计的纺织材料
中的机械元件相结合。 发明的共同作者
Michał Pielka工程师解释道：“八个内置
振动马达使背心的振动非常强烈，使患者
反射性地排出肺部的分泌物。此外还有一
个特殊的开口，可以立即关闭设备。如果
在使用过程当中患者感觉不舒服可以立即
断开所有系统。”

西里亚大学科学家的康复训练
2019-05-17
在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游戏中创建
使用虚拟现实给有需要的病人肌肉骨骼系
统的暂时或永久的一个改过自新的特殊康
复，创伤后和风湿性疾病和骨科问题。 利
用传感器修复后可以扮演虚拟角色，例如
在游戏“未命中”或“Misiolot”中，然后
根据故事，试图避开许多障碍，收集蜂窝
或在房间之间移动飞船。 对于所有年龄段
的患者，情景都可以自由改变。 新发明的
共同作者Paweł Janik博士解释道“患者
必须进行武器或躯干的某些动作以达到游
戏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采集的蜂蜜，
苹果，许多片或进入房间的具体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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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科学家创新理念：科学 - 
启动 - 产业
2019-05-20
2019年5月22日至23日公路技术与创新研
究所组织的第5届年轻科学家创新理念：科
学 - 创业 - 工业会议将在AGH科技大学举
行。活动将作为Impact’19大会的一部分
举行。 会议面向年轻科学员工，博士生，
创业公司和学生代表。会议参与者将能够
发表有关创新产品，流程，社会，组织，
营销和机构解决方案。 会议旨在促进创新
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主要由年轻的
研究人员和学生创建。组织者希望在技术
与创新高速公路和行业代表的合作伙伴之
间展示创新解决方案及其推广将有助于更
快地实施。

波兰科学家希望在实验室中创
造两个新元素
2019-05-20
华沙大学物理系研究人员和美国国家核子
研究中心实验室表示在生产不久两个新的
超重元素并已发现元素的几个新的同位素
的可能性。 在华沙创建的理论模型用于
计算考虑到之前没有考虑过程。 华沙大学
物理系的Krystyna Siwek-Wilczyńska教
授解释说道：“在华沙，我们有一个简单
但可靠的模型，可以让我们估计新兴装置
中新元素形成的可能性“。 最近填充了
元素周期表第7行的自由空间，新元素获
得了新名称。 最重的（质子数Z = 118）
被称为oganesson以纪念学生发现者Yuri 
Oganessian。 目前科学家仍然不知道是
否有可能创造出人为的重元素

欧洲创业日
2019-05-21
由西里西亚科技大学毕业生创建的Startup 
WAAM被认为是欧洲创业日环境类别中
最好的三个项目之一，活动作为卡托维
兹第11届欧洲经济大会的一部分举行。 
WAAM是第一台接受可回收包装的波兰反
向自动售货机。该设备的特点是创新的机
械解决方案，可以更多地收集废物。 提供
游戏的专用应用程序与机器的非常规组合

创造了全世界第一个游戏控制台，其中收
集的废物充当虚拟货币。 对于收集的货币
将能够在虚拟世界中实现梦想。 革命性的
也是为投资者创造利润的系统，可以对选
定的产品或机器位置进行评分同时增加产
品的销售额。

欧洲波兰科学和创新基金
2019-05-24
科技部高等教育与行政机构、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国家机构开展学术交流、信息
处理中心 、国家研究所在当期的国家联络
点为欧盟的研究项目将分配来自欧洲波兰
科学和创新基金的210亿兹罗提。 副总理
兼科技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
说道：“在制定波兰科学战略时，我们接
受了创新适用于人的基本假设。创造发明
不仅可以改善国内生产总值也可以改善波
兰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在健康，安全或
教育等领域。为了实现我们必须投资于人
民及其勇敢有远见的项目，制定这样的目
标。”

比得哥什科学家发明奖章
2019-05-24
来 自 比 得 哥 什 卡 西 米 尔 大 学 科 学 家 的
发 明 在 塞 浦 路 斯 利 马 索 尔 举 行 的 2 0 1 9
年全球发明论坛上获得金奖。 发明的
作者是：Marek Macko教授、Józef 
Flizikowski教授、Michał Bogdański
硕士，Mariusz Lenc硕士、Dariusz 
Mikołajewski博士、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
的Emilia Mikołajewska博士。 这一成功
证明了经过深思熟虑的发展战略的成功以
及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在区域，国家和
国际市场上的创新推广。参加博览会和奖
项有助于长期促进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
成立50周年的成就，并有助于增加商业化
机会。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鼓励波
兰人参加欧洲地平线任务委员会
2019-05-27
“ 欧 洲 地 平 线 ” 计 划 成 员 招 募 活 动 将
持续至2019年6月11日。副总理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鼓励波兰人参加欧洲地
平线任务委员会希望波兰人参与这项合
作。 欧洲地平线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研
究和创新资助计划。它可以被所有欧洲公
民使用，而不仅仅是科学家和企业家。
目前，招聘到所谓的管理委员会任务委
员会。对于每个任务，将由15人组成，
关注目标的实现。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
部长Jarosław Gowin说道：“根据科学
部的5个领域，欧洲的后代任务是在长期
的协商和分析过程中选出的：气候变化，
肿瘤学，健康的土地，清洁的海洋，智慧
城市。我们希望波兰人成为这项雄心勃勃
的事业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将来自波兰的
最勇敢，最开放和最具创新精神的人们
纳入使命，并帮助欧洲迈向人类的一大
步 。” 更多信息： http://ec.europa.
eu/transparency/regexpert/index.
cfm?do=calls.calls_for_app

三所弗罗茨瓦夫大学将建立一
个电子服务平台
2019-06-03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医科大学和体
育学院将开展“弗罗茨瓦夫友好电子大学
平台”项目。 项目将建立一个电子服务的
多门户IT系统，系统将提供给学生和学术界
以及与职业办公室和科学单位合作的机构
和企业家。 创建的系统将包括针对学生，
大学工作人员，学术界以及处理广泛理解
的人力资源主题的实体的电子服务。 项目
获得了来自欧洲基金，下西里西亚省省长
办公室拨发的550万兹罗提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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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大学研究人员开发
失踪人员定位系统
2019-06-06
弗罗茨瓦夫大学地理信息学和制图系的科
学家开发了一个用于在开放区域找到失踪
人员的系统。根据计划在两年的时间里系
统将参与探索活动中的拯救生命。 由于地
理知识，信息技能和无人机功能的创新组
合，创建了一种算，其任务可以与从鸟瞰
图中搜索真菌进行比较。系统可以在航空
照片中发现人，人类只有一组像素，类似
于动物和灌木丛。 系统创建者团队决定成
立一家技术公司并将解决方案商业化。成
立了一家资本公司SARUAV 有限责任公。
该公司在弗罗茨瓦夫大学的赞助下运作，
并与大学许可协议相关联。PGE集团下的
投资基金Epic Alfa表示对该公司非常感
兴趣。 更多信息： https://uni.wroc.pl/
naukowcy-z-uwr-pomoga-ratowac-
zycie/

克拉科夫科学家为酶研究了保
护性的“笼子”
2019-06-06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小波兰省生物技术中
心实验室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将酶置于蛋白
质的保护性“笼”中的程序，随后从中产
生了晶体。因此，酶可以在保护其免受不
利环境因素影响的同时仍然发挥其功能。
这项研究由来自雅盖隆大学和赫尔辛基阿
尔托大学的科学家团队进行。 酶在人体细
胞中起关键作用，并且也用于工业中（例
如作为生物洗涤粉中的去污剂）。酶通常
对外部因素非常敏感，当它们在细胞环境
之外时，它们中的一些被分解。 项目资金
主要来自波兰科学基金会的归巢和团队项
目。

波兹南科技大学波兰科学网络
会议
2019-06-07
截止至6月14日可以注册第四届波兰科学网
络（PSN）会议。会议将于9月19日至21日
在波兹南科技大学讲座中心举行。 活动的
参与者将讨论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

各种科学领域的现代技术和创新领域。从
社会科学到精确科学。该领域的最新成果
将由波兰和国外的科学家在六个主题领域
展示：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医疗保
健，社交媒体和大型研究基础设施。活动
期间将组织辩论和讨论小组，以便与会者
交流想法和经验。会议由波兰科学院青年
科学家学院，波兰科学基金会奖学金俱乐
部和科学与高等教育部组织。

卢布林研究人员开发出创新生
物肥料
2019-06-10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生
物学和生物技术学院的科学家团队 Jerzy 
Wielbo教授的指导下获得了农业和农村
发展部长的雕像以及创新生物肥料开发
和专利的银牌。 该奖项在INTARG国际发
明和创新博览会期间颁发的。 卢布林玛
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新闻办公室
的Katarzyna Skałecka通知道：“本发
明的目的是刺激豆科植物的发芽，生长
和产量。” “基于豌豆根瘤菌代谢产物
生产的豆科植物生物柴油和Viciae GR09
生产这种生物肥料的方式”专利的作者
是：Jerzy Wielbo教授、Dominika Maj
博士、Anna Skorupska教授和Monika 
Marek-Kozaczuk博士。

扩展有关北极知识的应用程序
2019-06-11
由波兰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PAN）协
调的EDU-ARCTIC联盟推出了The Arctic 
Explorer Game应用程序，程序以测验的
形式扩展大家对北极地区的了解。 作者是
来自法罗群岛的13岁的Yngva，他在EDU-
ARCTIC联盟的竞赛中提出了创建通过北
极的虚拟旅程的想法，这可以扩展有关该
地区的知识。 穿越北极的旅程始于斯瓦尔
巴群岛，斯匹次卑尔根条约下的波兰在波
兰极地站进行科学研究。我们可以从3个难
度级别的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和自然
科学问题中进行选择。 正确回答将收集“
硬币”，让您在北极的其他地方“旅行”
：冰岛，格陵兰，法罗群岛，斯堪的纳维
亚或北美极地。 更多信息： https://play.

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pl.
americansystems.arcticexplorer

弗罗茨瓦夫大学研究员获得波
兰知识发展奖
2019-06-11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实验研究实验室主任
Joanna Błaszczak 博士在2019波兰智
能发展奖未来科学家类别中获奖。 奖项
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是智能开发中心。媒体
合作伙伴是主题部分“关于创新和投资”
和“goPL”计划。实质性合作伙伴是西里
西亚理工大学西里西亚商业道德和可持续
发展中心。波兰共和国专利局局长Alicja 
Adamczak博士是奖项的荣誉赞助人。 自
2016年开始获奖者将是面向未来活动的组
织和人员。获奖者实施的所有项目，投资
和项目都以创新为特征，是可持续和智能
发展的最佳范例。

克拉科夫研究人员建立欧洲超
级计算机
2019-06-11
来自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
将与欧洲合作伙伴一起建立一台超级计算
机。 它将比目前在欧洲运行最快的计算机
快10倍。 这项工作将作为欧洲联盟承诺的
一部分在Great EuroMill领域进行。 波兰
加入EuroHPC的宣言于2018年由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签署。 科学部将拨出500
万欧元用于建造一台计算机。 科学联盟包
括芬兰，比利时，捷克共和国，丹麦，挪
威，瑞典和瑞士。 超级计算机计划于2020
年完成，将在Kajaani的芬兰数据中心进
行。波兰的联合体由克拉科夫AGH科技大
学的学术计算机中心Cyfronet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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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INTARG发明和创新
国际博览会
2019-06-11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创新与技术转让中心
提交的四个解决方案在INTARG竞赛中获
得了奖项。竞赛是作为INTARG在卡托
维兹Spodek的发明和创新国际博览会
的一部分组织的。 在精炼过程中从用于
TetraPak类型的液体食品的多材料容器
中分离的废箔和层压箔的处理方法赢得了
金奖和评委会主席杯以及波兰生态学会主
席杯。 uFluidix微流体装置以及在反映体
内环境的条件下进行3D细胞培养的方式
获得了金牌和克罗地亚发明家协会的特别
奖。 具有增强相的聚合物基质的纳米结构
纤维复合材料及其生产方法获得了金牌，
合成胸腔内食管假体及其制作方式获得了
INTARG竞赛的铂金奖章。

卢布林“营销和人力资源管理
领域的创新”会议
2019-06-12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科
学与管理科学俱乐部将于2019年6月14
日组织了“营销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
创新”会议，会议将在卢布林玛丽亚居
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经济学院举行。 会
议致力于对营销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变化，
新闻，当前和未来趋势感兴趣的人们。 组
织者主要指导学生和博士生。 会议旨在交
流市场营销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发展经
验，观点和见解。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研究人
员获得了ATTRACT计划资助
2019-06-14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开发的用于生成
密钥和其他数据的随机比特生成器，旨在
为物联网和汽车市场以及移动设备提供安
全，经济，强大且小巧的工具的问题将由
国际研究人员联合会处理。 AGH科技大
学是波兰唯一获得ATTRACT计划资助的大
学。ATTRACT计划倡议汇集了科学和工业
研究和建设和运营望远镜，粒子加速器等
资本密集型的  科学仪器。 欧洲南方天文台

（ESO），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欧
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也参与了计
划。 ATTRACT主要任务是创建开放式创新
的一个全新的欧洲模式，它可以成为创造
就业机会和社会繁荣的动力。

波兰，丹麦和德国的物理学家
共同开创性研究将加速新技术
的发展
2019-06-17
来自华沙波兰科学院理论物理中心的科学
家的研究扩展了对物质量子特性的认识。 
在不久的将来它们的应用将加速新技术的
发展，如量子计算机和超精确的引力波探
测器 波兰物理学家Kazimierz Rzążewski
教授参与了一项开创性实验，该实验测量
了玻色 - 爱因斯坦凝聚物中粒子数量的波
动。 Kazimierza Rzążewskiego教授的团
队负责该项目的理论基础，该实验完全在
丹麦进行。 Kazimierza Rzążewskiego
教授说道：“我们与来自丹麦和德国的科
学家一起进行了前期测量。 我们打开了大
门，以更好地了解冷原子的统计特性。”

比亚韦斯托克“人才中心2”
2019-06-18
由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园负责的新想法“人
才中心2”平台正式开始运营。

平台的目标是通过创新的商业
理念为人们提供支持。 为新公
司提供专业服务，全面的指导
和会计，税务和法律服务。
该创业公司将根据由专门的孵化经理开发
的单独开发的开发路径进行培养。 积极完
成孵化过程并获得推荐后，即可申请80万
兹罗提为企业发展提供共同融资。
该项目的合作伙伴是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
学。

波兰科学家在中国空间站进行
实验
2019-06-18
中国和联合国在维也纳宣布的中国空间站
合作的实验是POLAR-2中国空间站的伽马
射线爆发偏振测量。项目由波兰国家核研
究中心参与的科学联盟编制。 波兰国家核
研究中心天体物理系主任Agnieszka Pollo
教授解释道：“由我们共同组建的第一个
POLAR任务于2016年在中国空间实验室天
宫2号上进行，观测到55次闪光，其中5次
能够测量极化。我们希望通过POLAR-2提
供更详细的信息。” 波兰国家核研究中心
参与的科学联盟由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
地球外物理学与中国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日内瓦大学组成。

西里西亚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
清洁金属带和薄片的方法
2019-06-24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Andrzej 
Swinarew博士、Jadwiga Gabor 硕士
以及专利律师Mariusz Grzesiczak开发了
一种方法和系统，用于脱脂和保护由金属
或其合金制成的防腐蚀带和薄板。 发明
已受到专利保护的保护。 在钢带生产过
程中由于需要反复弯曲材料，其表面覆盖
着高度油污的物质。 新的脱脂和防腐保护
方法由四个模块组成。首先，将干燥的技
术蒸汽以适当的角度吹到产品的表面上，
然后在高压下的压缩空气除去可能的残留
水分和固体颗粒。污垢由特殊的刮刀环收
集，最后一个阶段涉及使用防腐蚀保护物
质。 更多信息： https://www.us.edu.
pl/naukowcy-z-us-opracowali-sposob-
czyszczenia-metalowych-tasm-i -
arkus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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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研究人
员开发出连接难焊材料的技术
2019-06-25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材料科
学，力学与焊接系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
创新技术，用于焊接具有不同物理和化学
性质的材料组合。 弗罗茨瓦夫的研究人
员处理了被称为高级的材料。这包括石墨
与复合结构，钛和镁及其合金。它们的特
性 - 轻盈，高强度和良好的耐腐蚀性，使
它们在许多行业中非常受欢迎。然而这些
材料并不理想，问题是将它们与不可分离
的粘合方法结合起来，特别是在不同的组
合中。 Zbigniew Mirski教授的团队证实，
在组合的不同材料上使用中间层可以实现
其可焊性。该团队的研究成果产生了13项
发明和专利申请，并且在波兰力学工程师
和技术人员协会的竞争中名列第一。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 k t u a l n o s c i / n a u k o w c y - z - w - 1 0 -
opracowali-technologie-lutowania-
trudno-spajalnych-materialow-11246.
html

有色金属研究所实施
TECHMATSTRATEG竞赛项目
2019-06-25
有色金属研究所将实施TECHMATSTRATEG
竞赛的“的生产功能磁性材料的现代技
术的电子医疗和移动应用”战略项目。 
项目的战略目标是开发和推广新技术制
造低损耗磁性元件的3D应用程序和移动
电子医疗 。 项目将由科学联盟来共同实
施：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有色金属研究
所、华沙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波兰科学院冶金与材料科学研究所以及三
家公司：Trafeco  - 波兰的电力电子，铁路
和医药变压器，扼流圈和过滤器制造商、 
Megatech  - 高速直流和3D电机的设计者
和制造商、 3D Lab -粉末材料生产专家及
其在增量技术中的应用。

波兹南科技大学与华为开展合作
2019-06-25
波兹南科技大学与华为签署了合作协议，
根据合作协议华为公司将为大学提供最新
的高端ICT设备。合作伙伴还发起了第一届
波兰华为ITC大赛。 自2015年以来，双方
之间的合作一直在进行电子和电信部门实
验室的新设备将使学生和大学工作人员有
机会获得设计，配置和运行现代计算机网
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各种设备还允许您
探索基于中央控制器的安全问题和无线网
络。 去年华为ITC大赛的竞争吸引了4万名
来自800多所大学和学院的参与者。竞赛
的目标不仅是发展ICT行业的人才，为专业
工作做好准备，而且还要根据全球标准平
衡知识和技能水平。   更多信息： https://
www.put.poznan.pl/pl/aktualnosc/
pp-rozwija-wspolprace-z-huawei

格但斯克大学与森林研究所共
同拯救橡树
2019-06-26
格但斯克大学和林业研究所的科学家们
共同创造的专利生物制剂可以拯救被污
物移动器攻击的表层。 在这之前所有的
尝试都是无效的，并且在农场和其他植
被附近使用化学品是不可取的。 因此，
在滨海省省政府以及省道路管理局的大
力支持下科学家们尽心了这次尝试。 施
用的制剂含有生物致病因子的悬浮液，
其经常导致毛虫的大量发生，这导致害
虫分级的崩溃。由于缺乏诱导抗性和高
选 择 性 ， 以 及 对 动 物 和 人 类 的 完 全 安
全，喷洒生物制剂是一个节省两公里长
的大道的机会。 更多信息： https://
ug.edu.pl/media/aktualnosci/89271/
szansa_na_ochrone_alei_debowej_
dzieki_wynalazkowi_naukowcow_z_
uniwersytetu_gdanskiego  

波兹南医科大学团队获得坦纳奖
2019-06-26
波 兹 南 医 科 大 学 环 境 医 学 系 主 任 P i o t r 
Rzymski博士与其研究团队一起获得了美国
食品技术研究所的坦纳奖。 获奖作品“用

于生产含有必需元素的补充剂的品种灵芝
蘑菇的潜力”描述了在改良基质上培养黄
色湖泊的方法，从而生产富含硒，锌和铜
的食物。 食品技术学会（IFT）将奖项颁发
给“食品科学杂志”期刊上发表的最佳研
究论文的作者。 该奖项于6月在新奥尔良
举行的第19届国际IFT大会上颁发。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学生们建
造了一艘自动帆船
2019-06-28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SimLE技术俱乐部的学生
正致力于创建一艘完全自主运营的帆船。
秋天时他们计划在帕克湾进行首次全自动
巡航。 “海员”项目的潜在目标之一是参
加Microtransat挑战赛，挑战赛基于穿越
大西洋的独立船只。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
有人成功。这项任务很难实现，因为船的
最大长度可达2.4米，必须完全独立不可
能进行遥控，因此只能靠风强度移动。 目
前学生们设法制造了一艘测试船体（长约
1.5米），用于测试电子和控制算法。这艘
船已经有帆，索具以及控制所需的电子设
备。设计已成功通过了水的首次测试。

格利维采创立世界上第一个食
品冷冻干燥机
2019-07-01
Akcelerator Technologiczny Gliwice
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的FrostX初创公司由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科学家与Technopark 
Gliwice经营并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食品
冷冻干燥剂。 由FrostX开发的冷冻干燥机
主要用于小型生产商和食品加工商，例如
园丁，果农，餐馆老板，酒店经营者等。
明年将完成小型家用设备的工作。 冷冻
干燥是纯物理过程，其中不使用化学添加
剂。通过冷冻机可以自然地处理食物与保
存所有营养素和维生素。以这种方式创造
的产品具有不变的结构和颜色（它们不像
传统干燥那样起皱）并且即使25年也保持
其消费的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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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相关研究人员的
发明将有助于弹性体的制备
2019-07-01
与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有关的研究人
员发明了一种获得三嵌段大二醇的新方
法，这是一种主要用于合成聚氨酯弹性体
的中间体。新发明已申请专利保护。 新
发明的作者是： Zbigniew Grobelny博
士、Andrzej Swinarew博士、Justyna 
Jurek-Suliga博士、Kinga Skrzeczyna
工程师、Jadwiga Gabor硕士和Marta 
Łężniak硕士。 新发明弹性体在性能方面
类似于橡胶，其特征在于更好的技术参
数。它们由划痕或摩擦的机器或设备中的
元件制成。它们可以很好地用作金属和塑
料制成的各种部件的保护涂层。新发明具
有生态性，对自然环境没有负面影响，可
以成功应用于汽车，机械和化学工业，也
用于医疗甚至食品工业。

波兰研究人员参加德累斯顿欧
洲科学，研究和创新论坛
2019-07-02
来自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德国的欧洲研
究理事会（ERC）的获奖者参加了德累
斯顿欧洲科学，研究和创新论坛。波兰
代表包括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兽医学院的
Magdalena Król教授。 ERC是欧洲最
负 盛 名 的 资 助 。 在 波 兰 过 去 1 0 年 中 只
有少数人被授予生命科学类别的奖项。 
Magdalena Król教授在接受德国广播电
台“Deutsche Welle”的采访时说道：“
这些都是高风险的研究。这些研究一旦成
功将是世界性的突破。” Magdalena 
Król教授解释道：“我正在研究实体瘤的
固体细胞疗法。这些肿瘤不仅仅是白血病
的肿瘤。我们使用免疫细胞将药物输送到
肿瘤部分。 我们使用通常发生在我们体内
的生理机制，利用药物从内部杀死这种肿
瘤。”

波兰和德国的超快速计算机连接
2019-07-03
位于华沙附近奥特沃茨克的欧洲XFEL与
波兰国家核研究中心（NCBJ）打算建立

德国和波兰之间的第一个超快速计算机连
接 。 项目旨在使用波兰国家核研究中心
（NCBJ）的计算机中心（CIŚ）处理和分
析欧洲XFEL中生成的数据。 汉堡和波兰国
家核研究中心（NCBJ）之间的专用计算机
连接将确保每秒100千兆比特（Gbit / s）
的传输速率。 该连接将比目前与其他研究
机构的欧洲XFEL互联网连接快约100倍。 
德国全国网络研究和教育（DFN），超级
计算和网络中心在生物有机化学波兹南研
究所（PSNC），研究和学术计算机网络：
安装用于数据传输的一种新的高速连接，
与欧洲XFEL和NCBJ沿着该项目，将由参
加（NASK）和Deutsches Elektronen-
Synchrotron（DESY）。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电子导航
2019-07-04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电子标签可以很
容易地帮助残疾人在校园内导航寻找目
标。 这些设备已安装在30个地方，包括
在主楼，图书馆和车站等地。 传感器已
经安装在建筑物内部和高地上。他们拥有
自主的能源，可以让他们工作不少于三
年。要使用它们，只需使用智能手机或平
板电脑下载免费的Totupoint应用程序并
运行然后在校园周围移动。 安装在软件
内的扬声器在接近标记时，将播放有关当
前位置的信息。例如进入学生文化区或
Polinka站的食堂。 此外移动应用程序还
显示大量文本描述，其中包含有关在设施
内移动，信息和架构可访问性的信息。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 k t u a l n o s c i / z n a c z n i k i - u l a t w i a -
poruszanie-sie-po-kampusie-11269.
html

投资发展部部长授予地理信息
领域工作奖
2019-07-05
投资发展部长Jerzy Kwieciński为地
理 信 息 领 域 的 本 科 论 文 ， 博 士 和 博 士
后 论 文 ， 出 版 物 和 创 新 解 决 方 案 颁 发
了奖项。 共有19份本科论文、3份博
士 论 文 、 2 份 国 家 出 版 物 和 4 份 地 理 信
息 领 域 的 创 新 解 决 方 案 提 交 参 加 了 竞

赛。 工程类获奖者是： 来自华沙理工
大学大地测量学和制图学院的 Klaudia 
Kapeluszna和Paulina Syrokosz； 来
自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大地
测量学，空间工程和建设系的Dominik 
Niekurzak。 硕士论文获奖者是： 华沙科
技大学大地测量学和制图学院的Andrzej 
Szeszko、Anita Dylik、Magdalena 
Grudzień、Weronika Tulkowska和
Monika Władyka以及克拉科夫AGH
科 技 大 学 矿 业 测 量 与 环 境 工 程 系 的
Paweł Borek。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将共同资
助为华沙证券交易所建立一个
新的交易平台
2019-07-05
波兰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NCBR）和华
沙证券交易所（GPW）签署了一项合作，
合作将为与新WSE交易平台建设相关的欧
盟研发提供资金。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在签署波兰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NCBR）和华沙证券交
易所（GPW协议新闻发布会上说道：“
波兰是金融和资本市场创新发展变化的领
导者之一。我们必须要有资金支持创新项
目”。 项目价值为9000万兹罗提，波兰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NCBR）“快速通
道”竞赛的价值达到了3027万兹罗提。 
WSE管理委员会主席Marek Dietl表示：“
自营交易系统的创建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
和实施的资本市场发展战略。 新平台意味
着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并为交易所成员，发
行人和投资者引入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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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丁尼亚公司使用人工智能打
击网络欺凌
2019-07-05
位于波美拉尼亚科技园区的武士实验室是
波兰第一个打击网络欺凌的人工智能实
验室，实验室获得了欧洲计划“地平线
2020”的资助。 网络中的暴力问题非常
重要，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到每个人。特别
是儿童和青少年暴露在外。 武士实验室提
出的概念在全球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正
在开发的原型使用来自在线论坛和社交媒
体的真实数据进行非常严格的测试。 武士
实验室首席执行官Michał Wroczyński解
释道：“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了解目标解
决方案应采用的形状。我们的目标是在保
护方法上进行根本改变，停止暴力而不是
在事后做出反应。我们创建了世界上第一
个在线武士，这将确保儿童的安全。” 更
多信息： https://ppnt.pl/europejskie-
p i e n i a d z e - n a - p o l s k a - s z t u c z n a -
inteligencje/

科沙林科技大学和海洋渔业研
究所科学家获得奖章
2019-07-05
来自科沙林科技大学和海洋渔业研究所国
家研究所的研究小组在格但斯克举行的第
15届国际鱼类加工和产品展览会2019年
获得了Mercurius Gedanensis奖章。 研
究人员在设计用于整头或鲤鱼和其他鲤科
鱼类的真空清扫车的技术类别方面表现突
出。设备的设计和原型是作为“现代食品
和饲料产品的综合鲤鱼加工系统”研究项
目的一部分而创建的。 项目还创建了其他
设备，包括在鲤鱼内圆角的鲤鱼头和木匠
切削刀。这些设备的原型由科沙林科技大
学食品工业过程和设备部的实验室提供，
用于教育食品技术和人类营养领域的学生
并提供试验

波兰教育平台MOOC新课程
2019-07-08
波兰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NCBR）为
Navoica.pl平台准备免费在线课程并且将
分配近2000万兹罗提。 Navoica是一个

波兰MOOC（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教育
平台，面向所有对学习感兴趣，获得新能
力和技能的人使用可用课程。平台终身教
育，免费提供全天候服务。 Navoica去年
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和青年科学基金会发
起。比赛于2019年6月28日举行。MOOC
课程将扩大该平台的教育提供，包括语言
培训，编程研讨会，创业课程和现代营
销，甚至手语课程。 波兰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将为52个课程项目给予财政支持。 获
奖项目总额为2000万兹罗提。

Jarosław Gowin：太空行业
激发了波兰的创新
2019-07-09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和欧洲航天局于2019
年7月5日组织了一次关于E3P计划的研讨
会。活动合作伙伴为波兰航天局。 E3P欧
洲探险封皮程序是欧洲航天局的计划，包
括准备载人航天飞行的低地球轨道，并
进一步航班进入太空，和机器人太空探索
使火星和月球的发展。该计划具有科学
价值，并影响技术创新的发展。 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在开幕式上说道：“我
们将E3P计划视为加入雄心勃勃的太空探
索企业的机会。太空行业甚至注定要激发
波兰的创新。”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
强调道：“波兰首先希望在欧洲航天局的
框架内进行合作。确定波兰利益相关者在
空间部门加入其框架内的共同努力的机会
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

弗罗茨瓦夫陆军学院获得国际
发明节奖章
2019-07-09
弗罗茨瓦夫陆军陆军学院获得了硅谷国际
发明节（SVIIF）金奖。弗罗茨瓦夫大学在
美国展示了虚拟培训平台3DOF / nD的创
新技术和教育学生的创新过程。 教育学生
的创新过程与先前开发的技术解决方案相
结合，创造了一个连贯的创新模型，可用
于教育学员。这种协同作用是一种全新的
品质，解决方案受到了参赛者和评委会的
高度赞赏，其中将创新与金牌区分开来。 
弗罗茨瓦夫陆军陆军学院第二次参加了活
动。今年的活动由PALEXPO 日内瓦的展览

和会议中心以及硅谷的国际发明家协会联
合会组织。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大约200项发
明，创新项目和技术参加了活动。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员工成为全
国技术大师竞赛获奖者
2019-07-10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员工赢得了环境工
程领域的全国技术硕士学位。联邦科学
和技术协会委员会没有授予技术解决方
案“通过改变曝气过程的控制系统来改
善污水处理厂的能源消耗”。 研究人
员为城市污水处理厂开发了通用曝气控
制系统。其实施可以降低技术系统的能
耗，同时获得生态效应和废水处理的高
效率。 2016 - 2018年实施的项目由格
但 斯 克 环 境 保 护 和 水 管 理 省 基 金 提 供
资金。 获奖人员为： Sylwia Fudala-
Książek博士、Anna Remiszewska-
Skwarek博士、 Aneta Łuczkiewicz
博士、Rafał Węglare工程师、Ewa 
Zaborowska和Marek Chodnicki博士。

波兹南科学家将从患者体内采
集的脂肪中制造半月板
2019-07-10
位于波兹南 Morasku大波兰省先进技术
中心的3D生物打印机将用于从患者身上
采集的脂肪生成半月板植入物。 一个科
学家小组正在研究这个解决方案。 半月
板损伤的治疗主要包括患者在半月板被损
伤或切除之后随着时间推移导致膝关节退
化。 世界上目前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使用
是来自其他死者供体的移植物或用胶原蛋
白或聚氨酯植入半月板。 这些解决方案的
可用性及其成本使它们无法使用，而波兹
南科学家研究的植入物将使用患者自身提
取物来处理移植半月板。制造这种弯月面
的成本也将低于先前的解决方案。 更多信
息： https://uniwersyteckie.pl/nauka/
lakotka-prosto-z-drukarki-juz-za-chw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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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林玛丽·居里夫人大学设
计应用程序
2019-07-11
卢布林玛丽·居里夫人大学开发了UMCS 
GUIDE移动应用程序，面向外国学生和
卢布林玛丽·居里夫人大学的员工以及
居住在卢布林的外国人。 卢布林玛丽·
居里夫人大学发言人Aneta Adamska说
道：“应用程序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日常运
作，并在城市和校园内移动。 UMCS指
南包含有关大学和卢布林的基本数据。用
户可以找到有关安全，健康和心理信息，
时间表和受欢迎餐馆列表的信息。 他补
充说，通过这个应用程序，他们将能够了
解最有趣的城市景点，文化，娱乐和休
闲场所。” 应用程序可从商城下载： 苹
果商城： https://apps.apple.com/pl/
app/umcs-guide/id1460001587 谷歌
商城：https://play.google.com/store/
apps/details?id=pl.umcs.guide

华沙初创公司创建了专门用于
阿波罗11号任务的应用程序
2019-07-19
华沙Immersion初创公司与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和史密森学会合作，在阿波罗11号
登陆月球50周年之际创建了阿波罗登月
（AR）应用程序，尼尔阿姆斯特朗踏上
了银色地球仪。 Immersion首席执行官
PiotrBaczyński说道：“我们可以访问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历史资料，例如月
球着陆的照片或录音，这些材料成为我们
应用程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决
定在特定序列中使用其中一些，例如在火
箭发射模拟期间，在背景中你可以听到真
实的对话录音。” Immersion已经与美国
机构合作开展教育项目。他们为华盛顿媒
体博物馆Newseum创建了一系列项目，
最近与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合作。通过他
们的应用可以还原T-Rex。 Immersion公司
在美国市场上实现了80％的订单。 更多信
息： https://immersion.pl/nasa/  

华沙大学衍生公司将清理波兰
啤酒花种植园中的有害物质
2019-07-22
波兰生态啤酒花公司与华沙大学衍生公
司BACTrem签订了一份合同，公司开发
了一种创新技术，用于清除土壤中含有
的有害物质。 该技术旨在允许从波兰种
植园中去除致癌杂酚油的啤酒花，并为啤
酒厂的需求生产健康，干净的啤酒花。 
BACTrem公司承诺在有毒物质清洗啤酒花
种植园领域进行合作，采用特殊的土壤修
复生物制剂。它涉及有害的杂酚油的生物
降解。 BACTrem公司总裁Magdalena 
Popowska教授说道：“我们很高兴我们
开发的生物制剂将有助于波兰料斗从杂酚
油污染中释放出来。生物制剂行动迅速、
对环境安全，不含有毒物质或遗传修饰”
。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科学家们创
造选择性废物收集系统
2019-07-22
来自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科学家与Kępice
公社共同创建了一个创新的城市垃圾收集
和隔离系统。 作为公社智能城市垃圾管
理系统（SMOK）的一部分，地下垃圾箱
配有电子用户识别系统。 解决方案是选
择性废物收集点的新组织的一部分，作为
小型建筑的多功能元素。其目的还在于提
高居民对选择性收集城市垃圾的认识和参
与 。 “创新废物管理系统”项目在发展
部“人类智能城市”的竞赛中名列第三。
智慧城市由居民共同创造。“ 作为价值
160万兹罗提的项目的一部分，公社智能
城市垃圾管理系统将在Kępice的多户住
宅区建造和测试。 更多信息： https://
p g . e d u . p l / a k t u a l n o s c i / - / a s s e t _
publisher/hWGncmoQv7K0/content/
naukowcy-pg-z-gmina-kepice-tworza-
innowacyjny-system-selektywnej-
zbiorki-odpadow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学生为蜜蜂
蜂巢开发新监控系统
2019-07-23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的学生Filip Łojczyk、Adam Litwin 和 Igor 
Marciniak开发了一个设计和试验站，用
于监测蜂巢的参数。 监控系统用于在蜂房
内进行远程温度和湿度测量，并连续监测
其重量。测量数据允许开发用于远程评估
蜂群状况的精确方法，并且由于它们得到
更好的保护并抵消其数量的令人担忧的下
降。 数据在中央服务器上收集和存档，专
用应用程序允许快速访问和详细分析蜂群
中的主要条件。最终，开发的系统还可以
实现数据的长期统计。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失物招领
应用程序
2019-07-26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IT和管理学院
的学生Patryk Chojnacki和Tymoteusz 
Wojnarowski开发了一个可以帮助大学生
找到遗失物品的应用程序。 失物招领是
一款可以在任何安卓设备上下载的应用程
序。它非常易于使用，可以帮助那些在弗
罗茨瓦夫大学的火车上丢失或找到东西的
人。目前仅有英语版本，很快就会出现更
多的语言版本。 程序的操作简单直观，
首先必须登录然后单击“找到”或“丢
失”模块。接下来是填写表格，其中标
记有关丢失或找到的对象的详细信息。
软件中还提供了寻找地方。在表格中列
出了科技大学校园内的所有建筑物。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lost-and-found--aplikacja-
-ktora-pomoze-znalezc-zgube-11292.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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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科技大学纺织装载机
2019-07-29
罗兹科技大学材料技术与纺织设计学院已
经开发出一种技术可以使用纺织品充电器
为移动电子设备供电。 该发明可以取代市
场上存在的通常含有有毒物质的沉重的，
通常是大型的电力银行。 发明的作者是
Katarzyna Grabowska教授，基于对装饰
和混合线的结构和性质的研究，实现了她
的想法。 作为Innovation 2.0孵化器项目
的一部分，发明得到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的财政支持，项目旨在通过促进技术提供
和参与选定的展览和展览来支持管理研究
成果的过程。

哥白尼大学天文中心射电望远镜
2019-07-30
哥白尼大学天文中心的射电望远镜安装了
一个接收频率在8到16 GHz范围内的无线
电波的系统，即X波段。使用新系统已经
完成了第一次成功的测试观察。 使用新
系统的科学研究将基于对12.2 GHz甲烷
微波辐射线的观测。它的发射发生在大质
量恒星的诞生区域。由于其演化的性质，
最初几百万年以来通过光学望远镜看不到
新创造的恒星，因此对无线电和红外波
进行的研究目前是关于它们的最佳信息来
源。 大学天文中心的32米射电望远镜将
在10月庆祝入驻天文中心25周年。在过去
的25年中这种不同寻常的仪器取得了许多
发现。目前开辟了学习宇宙秘密的新可能
性。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6254

“马佐夫舍的创新者”竞赛
2019-07-31
截止至2019年8月19日可以申请参加“马
佐夫舍的创新者”竞赛。 马佐夫舍省省政
府组织的这项竞赛的目的是选择培养和实
施创新解决方案的年轻人才。 竞赛主题包
括技术（产品和流程）创新，组织创新，
营销以及可在日常业务实践中实施或应用
的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其他主题。比赛分
为两类：创新公司和创新科学家。 2019
年11月将选出官方晚会，并授予微型，中
小型企业科学家和公司提出的创新的成功

开发和实施。总奖金为11.3万兹罗提。 更
多信息： https://www.dropbox.com/s/
ywkc39oabvh1h3v/REGULAMIN%20
XI%20EDYCJI%20KONKURSU.pdf?dl=0

卢布林科技大学在美国国际发
明节获奖
2019-08-01
由卢布林科技大学的科学家创建的创新解
决方案得到了美国硅谷圣克拉拉国际发明
节的评审团的认可。发明获得了金牌，两
枚银牌和两枚铜牌。 由Zbigniew Pater
教授、Janusz Tomczak教授和Tomasz 
B u l z a k 博 士 发 明 的 数 控 斜 轧 机 获 得 了
金牌； 由Rafał Longwic教授、Kamil 
Szydło、Piotr Choniawka创建的乘客升
降舒适性评估装置获得银牌； 由Mirosław 
Wendeker教授、Mateusz Paszko和
Krystian Łygas发明的个人游泳训练师
也获得了银牌。 Przemysław Filipek
博士的CLBLDC无刷直流电机获得了铜
牌、Zbigniew Pater教授用于从废弃铁
路轨道的头部锻造斜杆的技术也获得了铜
牌。 在Zbigniew Pater教授教授团队中
开发的数值工厂获得香港发明家协会的认
可，并为其授予特殊雕像。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毕业生建
造一台非侵入式血糖仪
2019-08-01
由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创立的
Gluco Active创业公司正致力于一种用于
血糖水平的非侵入性测试的设备。设备应
该首先帮助所有糖尿病患者，也可供节食
和运动员使用。 新设备可以测试血液中的
葡萄糖水平，无需刺破皮肤。设备为手表
形状，易于使用切方便并且将使用光学和
分光光度法进行测量。所开发的方法假设
用特定波长的光切换皮肤数次，然后分析
所获得的结果。 Gluco Active公司创始人
也希望进行官方医学实验以确认他们的研
究结果。设备有望在2020年中期作为运动
设备进入市场。 更多信息： https://pwr.
edu.pl/uczelnia/aktualnosci/zamiast-
klucia--badanie-swiatlem-11297.html  

“下西里西亚绿色食品与健康
谷”项目
2019-08-01
弗罗茨瓦夫（UP）生命科学大学“下西
里西亚绿色食品与健康谷“项目被列入政
府战略项目清单。该决定由投资和发展部
战略项目组合监测委员会通知。 项目假
设绿色山谷的建立，广泛了解的生物经济
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利用创新知识和社
会责任，积极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 弗
罗茨瓦夫（UP）生命科学大学校长、绿
色食品与健康谷创始人Tadeusz Trziszka
教授说道：“基于区域资源生产和加工食
品，但为了利用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和巨
大的本土科学潜力，不仅有机会满足自己
的需求，而且还有机会在全球市场中建立
竞争优势。”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49743/
zielona_dolina_na_liscie_rzadowych_
projektow.html

西里西亚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
有助于癌症检测的装置
2019-08-02
西里西亚大学、体育大学和西里西亚医
科大学的科学家们开发了一种基于呼气
测试诊断上气道鳞状细胞瘤和肺动脉高
压的特殊装置。 人体呼吸样本中甚至有
数百种挥发性化合物。根据他们的分析可
以识别肿瘤标志物，表明癌细胞是否在人
体内发育。 该装置由一个放置多孔碳的
短管组成，其中放置多孔碳，在其上吸附
对诊断目的感兴趣的感兴趣标记。然后将
煤本身放入分析仪中，进行进一步的测试
以区分化合物。设备获得了欧盟境内工业
设计的保护。 更多信息： https://www.
us.edu.pl/diagnostyka-na-podstawie-
oddechu-wzor-przemyslowy-dla-
wynalaz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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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博士生获得
西门子奖金
2019-08-02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的博士生Jacek Szkopek创造了一个由气
动肌肉驱动的拟人抓手。他的作品获得西
门子自动化与机器人专业毕业生第九届比
赛三等奖。 采用3D打印技术制作的夹具设
计反映了人手的解剖结构，尤其是其骨骼
系统。肌腱系统在指骨内被引导，允许弯
曲和拉直各个关节。另一方面用适当的肌
腱移动的人造肌肉构成驱动系统。 Jacek 
Szkopek说道：“仿生解决方案越来越受
欢迎。我开发的设计允许您操纵各种形状
和艺术属性的对象，同时从力学到控制算
法完全适应技术解决方案的研究。” 更多
信息：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 o n t e n t / n a g r o d a - s i e m e n s a - z a -
chwytak-o-funkcjach-ludzkiej-dloni

波兰 - 中国创建的蜗牛机器人
2019-08-07
华沙大学物理学院研究人员与中国苏州大
学数学系合作，利用光敏弹性体技术，建
立了一个模仿蜗牛运动的微机器人。 由调
制激光束驱动和控制的10毫米长的机器人
可以在平坦的表面上移动，爬上垂直的墙
壁并在玻璃天花板上爬行。 软微型机器人
和聚合物实施机制的研究由国家科学中心
资助，作为“基于光响应聚合物的微尺度
执行机制”项目的一部分获得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拨发的资金。

未来属于自主运输
2019-08-08
基础设施部、汽车运输研究所（ITS）与华
沙科技大学交通学院联合会正在寻求实施
AV-PL-ROAD项目，项目将寻求新技术会
减少波兰道路上的事故数量吗？司机会失
去能力并被计算机取代吗？问题的答案。 
项目的首字母缩略词意味着自动驾驶汽车
（AV）和与其他车辆和基础设施（连通
自动驾驶-  CAD）通信的车辆。 AV-PL-
ROAD项目自2018年12月开始实施，旨在

帮助波兰应对与自动驾驶车辆以及未来自
动驾驶车辆安全实施相关的新挑战。其中
一个重要方面是创建CAD能力中心的计
划。通过建立实质性设施，ITS开发能力以
及投资自动化技术测试领域的研究设备。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干蜂蜜
2019-08-09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SGGW）的科学家生
产的干蜂蜜含量高达80％的天然蜂蜜。市
场上的蜂蜜含量只达到50％，其余的是麦
芽糖糊精，一种高血糖指数的补充剂。 在
改良产品中，麦芽糖糊精被营养素取代。
营养素是具有益生元特性的载体，支持消
化系统。 干蜂蜜包含在许多食品和膳食
补充剂中。尽管含有麦芽糖糊精，也可以
用作饮食产品中的甜味剂。 华沙生命科
学大学（SGGW）深信，市面上的产品
将很快被大学生产的干蜂蜜所取代。干蜂
蜜由食品科学学院食品工程和生产组织的
科学家组成：Katarzyna Samborska博
士、Aleksandra Jedlińska博士、Artur 
Wiktor博士和Dorota Witrowa-Rajchert
教授。

波兰创业公司的想法将在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实施
2019-08-09
从 9 月 开 始 来 自 阿 拉 伯 联 合 酋 长 国 的 学
生 将 受 在 弗 罗 茨 瓦 夫 - 热 舒 夫 创 业 公 司
ChallengeRocket创建的编程学习平台。
该项目将在几所学校进行试点。 波兰选手
成功击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近600名竞争
对手，并与由谢赫和政府机构KHDA创立
的迪拜未来基金会合作，该机构负责迪拜
私立教育的发展。平台的创建者指出，今
天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私立学校占50％
以上。市场，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在2023
年的估计，它将超过60％。 迪拜未来基
金会的加速主任Saeed Al Falasi认为，波
兰创业公司的提议证明了在教学过程中使
用现代技术的巨大可能性。迪拜未来基金
会，KHDA和ChallengeRocket的联合倡
议证明了我们对加速教育系统发展的重视
程度。

波兰 - 德国联盟寻求工业洗衣
店生态解决方案
2019-08-12
波兰- 德国科学联盟将开发一种解决方
案，为工业洗衣店带来节约和减少环境污
染。REWARD项目涉及华沙科技大学化学
与过程工程学院的科学家。 华沙科技大学
团队负责人Maciej Szwast博士说道：“
在工业洗衣店1公斤的干燥纺织品，使用多
达10升的水和6克的洗涤剂进行洗涤。” 
波兰- 德国科学联盟想要回收洗涤过程中使
用的大部分水，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回
收一些洗涤剂。回收的水可以返回洗涤过
程（在预洗阶段），洗涤剂- 减少添加到后
续洗涤循环中的新洗涤剂的量。 REWARD
项目旨在开发技术及其经济评估。

格丁尼亚海军学院举办北约
DEEP研讨会
2019-08-13
格丁尼亚海军学院实施了CALT（计算机自
适应语言测试）项目，旨在实施基于计算
机的语言适应测试的创新程序算法。 格丁
尼亚大学主办了北约DEEP研讨会，支持该
项目的实体是位于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
里大学的新闻与社会传播研究所。来自基
辅的乌克兰国防大学，索非亚国防学院，
格丁尼亚海军学院和北约DEEP ADL门户
的八名远程教育专家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
会的主题涉及使用LMS ILIAS平台和NATO 
DEEP ADL门户根据北约6001标准进行这
些测试。已做出实质性安排并确定了未来
行动的方向，包括下一个CALT承诺将于
2020年2月开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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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创新学院
2019-08-13
来自华沙中央商学院团队的学生Paulina 
Godlewska和Maciej Czyż在欧洲创新
学院举办的创业竞赛中名列第一。 华
沙中央商学院的学生是创建BotAid应用
程序的五名学生的国际团队的一员。 获
胜的解决方案使用人工智能，回答与学
生生活相关的问题，包括关于课程或考
试的问题。 更多信息： https://www.
inacademy.eu/blog/top-startups-
european-innovation-academy-hong-
kong-2019/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
创造用于储存可再生能源的技
术
2019-08-14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和其他三个欧洲研究中
心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现代技术，用于
储存和处理来自氢的能源，这是未来的燃
料。 研究人员正在实施FunKeyCat通过钥
匙掺杂在质子陶瓷电池的催化电极中的功
能分级项目，即通过在具有质子陶瓷导体
的电池的催化活性电极中的键掺杂获得的
功能梯度。除其他外，它将允许开发用于
构造燃料电池中使用的电极的陶瓷材料，
由此可以从氢燃料产生电力。 项目由国家
科学中心开展的M-ERA.NET 2竞赛共同资
助。奥斯陆大学和挪威SINTEF研究所以及
西班牙国家科学理事会的化学技术研究所
也参与其中。

波兰科学家建立在互联网上进
行自动品牌形象测试的平台
2019-08-14
SentiOne公司和波兰科学院斯拉夫研究所
（PAN）、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和弗罗
茨瓦夫科技大学共同开展Senti认知服务项
目，项目旨在建立一个自动测试互联网上
品牌形象的平台。 创新平台包括：自动图
像报告; 自动危机通知;自动回答客户经常
提出的问题。 这是基于人工智能的新一代
服务，算法“学习”分析波兰语的口语文
本。

波兰初创公司为学生，讲师和
企业家建立的平台
2019-08-16
Universality平台是为学生和讲师创建的，
平台适用于对技术和IT领域感兴趣的人员。
平台的创建得益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在
e-Pionier计划下的支持。 讲师在平台上发
布学生的任务，他们可以通过他们扩展他
们的知识。该门户网站也适用于寻求学生
在科技行业工作的公司。 创立大学创业公
司的创始人是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
Jerzy Czepiel。门户网站旨在满足那些希
望发展和扩展其技术领域知识的年轻人的
需求。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比赛
2019-08-16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了两项“快速通
道”比赛。预算为6亿兹罗提的“马佐夫
舍之路”适用于马佐夫舍省的公司，另一
场比赛“快速通道”适用于其他省份的公
司，预算为11亿兹罗提。 “马佐夫舍之
路”竞赛路径针对企业，企业联合体和企
业联合体以及从事工业研究和开发工作的
科学单位。比赛没有主题限制。 第二个是
针对计划实施研究和开发项目的波兰各地
（马佐夫舍省）的实体。这些项目的目标
是开发一种可以在业务中实施的创新解决
方案。

欧洲地区研究与创新合作网络
2019-08-19
埃尔布隆格国立高等职业学校与瓦尔米
亚- 马祖里大学一起加入了欧洲区域研究与
创新合作网络（ERRIN）。合作协议由埃
尔布隆格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校长Zbigniew 
Walczyk教授和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校长
Ryszard Górecki教授以及瓦尔米亚- 马祖
里省省长Gustaw Marek Brzezin博士共同
签署。 欧洲地区研究与创新合作网络成立
于2011年，是一个根据比利时法律运作的
非营利性协会。目前汇集了来自22个欧洲
国家的130多个不同组织。网络支持区域
研究和创新合作。为成员提供了分享项目
想法，最佳实践和个人联系的机会。结果

是为了所有合作伙伴的利益而迅速交换知
识。研究网络涉及欧盟资助的项目。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获
得“封面大数据”比赛
2019-08-19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开发了一个用
于对客户进行分类并产生促销活动的系
统，系统在波兰Żabka组织的“Cover 
Big Data”竞赛中获奖。系统的获奖者将
前往硅谷。 竞赛任务是在实践中使用大
数据，即大型可变和各种数据集。三人小
组参加了比赛，最初可以选择八个研究问
题中的一个，包括对Żabka应用程序客户
的分析。 系统由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IT和
管理学院的学生Paweł Kunicki、Adam 
Dłubak和Bartłomiej Lisek设计。竞赛评
委称项目“基于当前交易，现有供应和外
部条件的客户细分和生成个性化促销的
系统”，是最具创新性，盈利性和功能
性的。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pl/
uczelnia/aktualnosci/wygrali-konkurs-
big-data--w-nagrode-zobacza-doline-
krzemowa-11309.html

哥白尼大学分享土壤
（SYStem）项目
2019-08-21
托 伦 哥 白 尼 大 学 地 球 科 学 系 的 科 学
家共同创建的创新项目Share Your 
Soils（SYStem）获得了“伊拉斯谟+行动
2.战略伙伴关系”竞赛拨发的352000兹罗
提的赞助。 项目是对高等教育对当今“Z”
一代所带来挑战的回应- “数字原生代”
，他们期望使用各种移动技术和游戏化进
行教育。其目的是根据WRB的国际分类，
创建专门用于描述和分类土壤的寓教于乐
的社交媒体。 项目由来自捷克共和国，
爱沙尼亚，匈牙利，意大利，拉脱维亚，
波兰，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的大学联盟实
施，项目的一部分而创建的主要工具将是
一个移动应用程序，用于发送带有描述和
地理定位和分类提案的土壤概况照片。用
户将有机会互动并分享他们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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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瓦市可再生能源研究中心
2019-08-22
皮瓦市正在建立一个可再生能源研发中
心。根据GlobEnergia提供给的信息，由
于皮瓦将成为一个零排放和能源自给自足
的城市再生能源研究中心将于今年开始运
作。 再生能源研究中心正在城市污水处
理厂建设。项目由GWDA公司以及皮瓦
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和大波兰省商会实施。
实验室将研究在城市经济中使用可再生能
源的可能性。整体由大波兰省区域业务计
划共同资助，项目获得551000兹罗提资
助，项目总投资近100万兹罗提。 科学家
和专家将在太阳能和风能领域开发新的，
更便宜和更经济的解决方案。目前，已经
建立了太阳能电池板和办公室集装箱，其
中将对与可再生能源有关的新技术进行研
究。 更多信息： https://globenergia.
pl/pila-miastem-samowystarczalnym-
energetycznie-powstaje-centrum-
badawcze-oze/

华沙初创公司获得EIC 
Accelerator资助
2019-08-23
由波兰科学基金会（FNP）的一位获奖者
Piotr Garstecki教授共同创建的华沙初创
公司Scope Fluidics获得了190万欧元的
EIC加速器拨款，用于进一步研究创新的
BacterOMIC系统，系统将允许更快，更
便宜的细菌感染诊断。BacterOMIC也是
美国临床化学协会（AACC）竞赛中七个
最具开创性的诊断产品之一 由欧盟委员会
授予的着名EIC加速器拨款用于支持具有高
创新潜力的企业，主要是中小型企业，他
们希望开发和营销可促进经济增长的新产
品，服务和商业模式。 AACC是世界上最
大的医疗诊断专家和临床化学出版商，这
是该领域最重要的科学期刊。波兰创业公
司Scope Fluidics的解决方案，他的联合
创始人兼总裁是在2019年的颠覆性技术奖
中获奖并在加州八月AACC展会期间在创
新区展出的Piotr Garstecki教授。

卢布林科技大学开发用于电动
汽车的创新型充电器
2019-08-23
卢布林科技大学和PGE集团合作建造电动
汽车的双向充电站，并结合照明基础设
施，即在灯杆上运行。这是一个国家和欧
洲范围内的独特解决方案。 电气传动与机
械系主任Wojciech Jarzyna教授说：“
设备与照明杆集成在一起。节省了空间，
充电站不会干扰景观。充电站的安装可以
在例如替换给定位置的照明柱的过程中进
行。” 9月底卢布林电动车充电器将进行
入场测试。今年年底，前两个站将开始在
卢布林科技大学和PGE 集团运营。

第十一届“创新是女性”比赛
2019-08-26
由科学女性基金会举办的第11届“创新是
女性”竞赛申请将持续至2019年9月6日。
奖项是纽伦堡国际IENA 2019年颁发的获奖
发明。 竞赛旨在选择一种创新的专有（或
共同作者）技术解决方案或概念来实施已
经开发的解决方案。 获奖者将由竞赛委员
会选出，委员会包括基金会董事会成员。
他们将根据基金会专家提出的排名表做出
决定。 更多信息： https://kobietynauki.
org/index.php/2019/08/letnia-edycja-
konkursu-innowacja-jest-kobieta-xi-
edycja/  

波兰科学院研究“塑料”
2019-08-29
波兰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IPC PAS）的
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一种生态且廉价的方法
获得一种耐用且轻质的塑料材料，这些材
料可以在几年内由垃圾产生并分解。 来自
波兰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IPC PAS）
的Juan Carlos Colmenares教授他的团
队正在研究一种完全可生物降解的材料。 
Juan Carlos Colmenares教授说道：“
我们希望能够用可能持续数月，最多几年
的东西取代PET。”研究人员设法开发出
一种新的生产方法DFF（2,5-二甲酰基糠
醛）。研究结果发表在环境- 期刊Applied 
Catalysis B上。 DFF是一种化合物，已用

于生产药品，化妆品，香水，燃料和环保
材料。 Juan Carlos Colmenares教授
解释道：“已有基于DFF制备的聚合物测
试。它们分解成糖状单体。糖类是许多微
生物的美味食品。即使将一瓶这样的塑料
扔进森林，它也会比传统的聚合物分解得
更快。”

卢布林科技大学组建新一代飞
机
2019-08-29
卢布林科技大学的科学家们正在开发一种
新一代飞机，它结合了旋翼机和多旋翼飞
机的特点。 来自热力学，流体力学和航空
系Zbigniew Czyż博士是项目的经理，他
表示：“结合旋翼机作为轻型和简单机器
的优点，操作更便宜，多转子组件可实现
垂直起飞和着陆，将允许设计具有全新特
性的飞船。” SafeGyro是一种垂直起降的
混合型无人机，具有自转飞行的可能性，
使用起来既经济又安全，并且能够执行先
前分配给传统空气机的任务。Zbigniew 
Czyż博士补充道：“与具有相似起飞质量
的无人直升机相比，它的优势也是相对较
低的价格。” 项目的工作将持续3年。他
们的成本接近150万兹罗提。这些资金由国
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根据领导者X计划授予。

凯尔采科技大学将帮助企业实
施数字技术
2019-08-30
凯 尔 采 科 技 大 学 成 为 了 凯 尔 采 科 技 园
（KPT）的合作伙伴，园区将帮助企业家
通过在公司中使用现代数字技术来提高竞
争力。 学将利用其实验室组织专门培训。
合作协议由凯尔采科技大校长Wiesław 
Trąmpczyńsk i教授和了凯尔采科技园
（KPT）主任Justyna Lichosik共同签署。 
凯尔采科技园“KPT StartUp数字创新中
心”实施项目旨在是增加圣十字省地区数
字化转型的动态。 数字创新中心（DIH）
的合作伙伴关系将通过在广泛了解的数字
技术领域使用创新解决方案来帮助企业提
高市场竞争力。

Photo by fotograierende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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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310 Sugar项目
2019-09-02
ME310 Sugar计划的招募工作将持续至
2019年9月9日，其中一部分来自世界各地
的国际团队的学生正致力于创造突破性的
创新。 ME310 Sugar是一个循环项目，
由Sugar Network根据最初源自斯坦福大
学的概念开发和协调。作为ME310的一
部分，国际学生团队正在研究由业务合作
伙伴报告和赞助的挑战。主题是开放的，
通常与未来产品，服务或解决方案的愿景
相关，在特定领域具有突破性潜力。 每
个项目团队将由来自Sugar Network的
两所不同大学的学生组成，目前包括来
自美洲，亚洲，澳大利亚和欧洲的约30
所顶尖大学，包括华沙科技大学。 更多
信息： https://www.nerw.pw.edu.pl/
Media/Files/REGULAMIN-ME310_2019

波兰科学家将使用藻类来制造
药用敷料
2019-09-03
作为BIOG-NET联盟的一部分，波兰六个研
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微观藻类- 硅
藻及其与三维镂空纳米结构合成二氧化硅
的惊人能力，以便根据这些观察结果为
应用创造创新的生物复合材料，包括在
医学和美容学。波兰科学基金会（FNP）
为TEAM-NET计划提供了2100万兹罗提资
金。 科学联盟由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化学
系、什切青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比亚韦斯
托克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波兹南密茨
凯维奇大学化学学院、华沙科技大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以及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
祖里大学生物与生物技术学院组成。 联盟
的目标是创造创新的纳米二氧化硅复合材
料。科学家希望他们的研究迅速商业化。

托伦哥白尼大学科学家的发明
在伦敦获奖
2019-09-06
由托伦哥白尼大学化学系科学家开发的“
智能材料，在活化聚合物基材上具有明确
表面纳米结构的智能分离材料“在伦敦
举行的2019年国际发明与贸易博览会上

获奖。 伦敦颁发的解决方案获得金奖，
钻石特别奖和世界知识产权与发明协会
（WIIPA特别奖）特别奖。 本发明由波兰
和约旦科学家共同合作。其用途将使得能
够生产具有确定表面性质的高度专业化的
分离材料，其特征在于受控的分离性质。
该解决方案已获得专利，具有很大的商业
化潜力。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
pl/wiadomosci/?id=26294

华沙科技大学开发新一代纳米
晶钢
2019-09-06
华 沙 科 技 大 学 材 料 科 学 学 院 的 团 队 在
Krzysztof Wasiak理学硕士的监督下正致
力于开发新一代纳米晶钢。这种钢的开发
很有可能主要用于生产工具，也适用于负
责机械部件和暴露于操作磨损的产品。 目
前用于制造工具的传统钢（所谓的工具
钢）坚硬耐用，但同时又易碎。因此，该
行业正在寻找替代材料。它们可以是纳米
贝氏体钢。它们提供高强度和可塑性的正
确组合，可以很好地生产许多钢元件。 
Krzysztof Wasiak获得了从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下的LIDER IX计划拨发的资金，资金将
用于实施“新一代具有碳化物纳米晶结构
的钢”项目。

波兰公司InPhoTech获得欧盟
委员会资助
2019-09-06
InPhoTech是继波兰科学基金会（FNP）
支持的波兰公司Scope Fluidics之后的另
一家公司，其潜力已在欧盟委员会竞赛中
获得215.5万欧元的资金。 InPhoTech公
司主要从事光纤工作。最大的挑战是构建
一种光纤，光纤也能在极端条件下正常工
作，即耐辐射或高温。 科学家团队负责人
Tomasz Nasiłowski博士说道：“我们的项
目NODUS涉及开发一种光纤，该光纤也可
以在放射性材料或非常高的温度下工作。
我们希望通过改变内部纤维结构来实现这
种效果。我们独特的光纤将由微小的毛细
管和玻璃棒构成，即特定的气玻璃微观和
纳米结构。欧盟委员会的拨款将用于我们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我们创新的多芯光纤

的商业化，这将是广泛引入5G网络的关键
解决方案。”

罗兹科技大学科学家参与国际
研究项目
2019-09-10
来自罗兹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将参加国际
项目HIPERION使用集成光学技术的效率
记录的混合光伏技术，使用集成光学技术
实现创纪录效率的混合光伏电池。项目已
获得欧盟拨发的1060万欧元。 来自瑞士电
子和微技术中心的Jacques Levrat是项目
协调员，他认为该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建
立一个实施突破性光伏技术的试验装置。 
来自罗兹科技大学的项目协调员Ireneusz 
Zbiciński教授说道：“我们在项目中的作
用是确定在系统生命周期结束后与施工，
运营，维护以及废物管理相关的环境影
响。具体任务涉及“环境回收期”的确
定，之后由专家组产生的清洁能源将补偿
系统建设和运行所产生的环境支出”。

来自波兰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发
现有助于治疗军团病的机制
2019-09-12
来自华沙华沙生命科学大学（SGGW）
的研究人员与来自美国达拉斯的德克萨斯
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科学家一起发现了“
嗜肺军团菌”的效应蛋白之一的生化机
制，这将有助于制造军团病的药物。 研
究的结果在文章“细菌假激酶催化蛋白质
聚谷氨酰化以抑制SidE家族泛素连接酶”
一文中描述。该出版物的主要作者是来自
美国达拉斯的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
心的Vincent Tagliabracci博士和Miles 
Black。代表波兰的作者是来自华沙生命科
学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实验与生物信息学
系的Krzysztof Pawłowski博士及Marcin 
Gradowski。 SidJ效应蛋白的发现作用机
制，调节阻断SidE细菌的其他效应蛋白，
为无法治愈的军团病的发明提供了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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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有色金属
研究所参加国际防务工业展览会
2019-09-16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色金属研究所的研
究人员在第27届凯尔采国际防务工业展
览会上展示了他们的项目。 研究人员展
示了研究所开发和制造的产品，用于为
无人驾驶平台提供动力的新一代电池、
一系列可编程热火箭弹药、双用混合能
量储存和缓冲系统、用于轮式装甲运兵
车和“ModPanc”履带式平台的附加模
块化装甲。 来自斯卡维纳和波兹南的研
究所代表回答了问题，谈到了研究所在
该国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广泛活动，并提
供了与军事创新有关的正在进行的研究
项目的信息。 更多信息： http://www.
imn.gliwice.pl/articles/1003/relacja_z_
m i e d z y n a r o d o w e g o _ s a l o n u _
przemyslu_obronnego

格但斯克科学家项目获得创新
孵化器 2.0共同资助
2019-09-16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格但斯克大学和格但斯
克科技大学联合实施的四个项目获得了创
新孵化器2.0项目的资助。 获得资助的项
目是： “在医学中应用智能标记的创新设
备，包括癌症的外科治疗”； “具有潜在
抗帕金森活性的物质的研究”； “为含有
益生菌的儿童开发牙膏配方，降低患龋的
风险”； “新的抗菌肽模拟物作为帮助治
愈感染伤口的潜在药物。” 创新孵化器2.0
是由欧洲基金资助的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的计划，孵化器的实施有助于发展企业家
精神和加强从公共科学中心到经济的技术
转让。 更多信息： https://gumed.edu.
pl/57808.html

比得哥什发明在伦敦国际发明
和贸易博览会获奖
2019-09-17
由三位比得哥什科学家发明的塑料破碎机
在伦敦赢得了三项国际发明和贸易博览会
（ITE）2019奖项。 塑料破碎机在伦敦展会
上获得了三个奖项：金奖，白金特别奖和

特别奖世界发明知识产权协会（WIIPA）
。 发 明 的 作 者 是 来 自 卡 西 米 尔 大 学 的
Marek Macko教授、来自比得哥什的科
技与生命科学大学的Józef Flizikowski教
授、MichałBogdański硕士和Mariusz 
Lenc硕士。 在2019年国际发明和贸易博
览会期间，在10个主题类别中提出了287
项发明。展览是一个平台，为来自数十个
国家的发明者，生产者和贸易商提供最新
和最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企业发展与创新”获得一亿
欧元资金
2019-09-17
在第三届挪威和欧洲经济区基金会议开
幕 式 期 间 ， 波 兰 投 资 和 发 展 部 长 J e r z y 
Kwieciński宣布波兰将获得35亿波兰兹罗
提将用于与其他项目有关的项目。 前三
个项目是在挪威和欧洲经济区基金下启动
的：“教育”，“研究”和“地方发展”
。不久将实施第四个项目如：“文化、民
政、健康、创业发展和创新”。 第三届计
划下的一亿欧元将分配给“企业发展与创
新”计划，该计划将由波兰企业发展局管
理。微型，中小型企业将能够申请支持，
并将在相继宣布的电话中提交申请。

波美拉尼亚最佳创业公司
2019-09-20
来自波美拉尼亚科技园的Pelixar股份有
限公司被选为波美拉尼亚前一百强创业公
司。“波美拉尼亚百强报告”自二十年前
起开始评估，展示了该地区领先和知名公
司的成就。 Pelixar的设计师是世界上第一
个制造空气大气监测无人机的公司，其主
要目标是对抗烟雾。 Pelixar 是全球范围内
的另一项创新产品。有一架无人机可以拯
救一个溺水者或一个被抛弃的人。目前在
水上义工救护车服务救援人员方面使用。 
来自Pelixar公司的Sebastian Nowicki说
道：“入围前一百强名单对我们来说不仅
仅是高兴，更多的是荣誉感。感谢大家对
我们在许多领域投入的活动的承认。 我们
将不会沉溺于已有的成就，会进一步努力
作出更好的成绩。”

罗兹科技大学正在研究生物打
印机
2019-09-24
罗兹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与Wolf 3D 
Solutions公司一起开发一种生物打印机，
打印机使用生物打印技术可以为患者生产
适当的组件，以重建儿童和成人的尿道缺
陷。 罗兹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材料工
程研究所的科学家在Dorota Bociąg博士
的指导下，致力于解决尿道缺陷的治疗问
题。 DorotaBociąg博士解释说：“我们
可以通过开发生物材料来帮助患者，从中
可以生产出用于治疗儿童尿道下裂的线圈
和用于直接或间接生物拟合的狭窄治疗支
架。 ” 项目由与罗兹Korczak医院、心脏
外科发展基金会、华沙科技大学、托伦哥
白尼大学和Wolf 3D Solutions组成的特别
科学联盟共同实施。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开发城市通
风的开创性方法
2019-09-25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结构力学
研究所和风能工程实验室组织的会议的标
题为”以克拉科夫为例的城市的动态通风
和减少烟雾’’，会议将于2019年9月26
日举行。 在活动期间将介绍和讨论使用
通风塔和烟囱的通风方法。先驱解决方案
是由来自科技大学的一组科学家开发的。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科学家提出的城市通风
方法将“在水平通风管道中通过与垂直通
风烟囱配合的特殊通风塔的串并联系统实
现”。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实验室负责人
Andrzej Flaga教授说道：“研究表明，
我们提出的影响方式是改善城市通风的有
效方法，可显著减少空气污染。” 研究证
实，对抗烟雾的创新想法在经济上也是合
理的。所开发的方法已申请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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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生产用于
特殊任务的新一代杆和锚
2019-09-30
弗罗茨瓦科技大学、波尔图大学和葡萄牙
科英布拉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开始研究生
产复合钢筋和锚固件的新技术，新技术将
与常用的钢钢筋竞争市场。 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的资助使用于混凝土和土壤加固
的新一代复合材料棒的工作成为可能。科
学家团队致力于开发与现有复合材料杆和
锚具有竞争力的元素。 所开发的产品将
具有新的多层结构，从而确保了在关键载
荷期间逐步破坏的方法和更高的结构安全
性。一个新的跨学科团队将致力于这项新
技术，技术由化学家，与材料工程相关的
人员，力学和建筑工程师共同研究。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na-pwr-powstaje-nowa-
generacja-pretow-i-kotew-do-zadan-
specjalnych-11334.html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实施欧洲矿
山遗产项目
2019-09-30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采矿安全工程和工业
自动化学院采矿开发系已经开始实施矿
山遗产项目，项目旨在展示矿产资源在
文明发展中的重要性。 矿山遗产项目将
显示矿产资源在欧洲，欧洲文化和社会发
展中的重要性。该项目的创建者希望鼓励
学生和年轻人通过多层次的互联网游戏
以及作为文化旅游一部分的用于勘探的
移动设备的应用，一起了解欧洲的矿物
开采历史。 项目由欧盟机构欧洲创新与
技术研究院（EIT）资助，是《欧盟2020
年研究与创新框架HORIZON框架计划》
的一部分，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
资助。来自11个欧洲国家的13个科学单
位参与其中。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838  

波兰博彩业近获得近1.05亿兹
罗提资助
2019-10-02
波兰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NCBR）宣
布 了 第 三 届 波 兰 博 彩 业 最 大 支 持 计 划
（GameINN）竞赛的结果。创建创新解
决方案的公司将获得近1.05亿兹罗提的资
金。 将获得支持的项目包括基于AR游戏引
擎的开发平台的开发，AR游戏引擎创建真
实世界的地图以及允许用户发送数据的应
用程序；测试和培训平台，用于验证使用
VR和AI技术的工作场所实践技能和专业发
展；基于人工智能算法构建轮式车辆行为
引擎并生成图表，以及使用基于工业4.0概
念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互动的创新
游戏模型，使用创新游戏模型模拟实际生
产过程的管理。 GameINN部门计划的目
标是到2023年提高波兰视频游戏生产商部
门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壳聚糖水凝
胶技术获得资金
2019-10-03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衍生公司Chitone有
限责任公司通过“快速通道”国家研究与
开发中心竞赛，获得了约550万兹罗提的资
金。资金将用于开发ChitoVelum®Pro技
术，这是一种使用碳酸溶解壳聚糖的专利
方法。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化学学院开发的
方法适用于农业食品工业。公司正在研发
可食用的涂料，以延长水果，鱼和蔬菜等
食品的新鲜度。由于其独特的成分，信封
将达到100％天然，其用途旨在减缓水分流
失的速度，并保护产品在运输和储存过程
中不受细菌和真菌感染。 公司还完成了与
私人投资者的会谈，后者将根据一项价值
超过2100万兹罗提的合同为长期投资计划
提供资金。 更多信息： https://pg.edu.
pl/aktualnosci/-/asset_publisher/
hWGncmoQv7K0/content/spolka-
chitone-pozyskala-ponad-25-mln-zl-
finansowania-na-rozwoj-technologii-
hydrozeli-chitozanu

波兰科学家在菠菜架上种植鸡肉
2019-10-08
据波兰新闻社Stanisław Łoboziak报道，
华沙科学家将鸡细胞放在了纤维素菠菜叶
架中。肉感类似于海藻，回味略咸。 尝起
来没有菠菜味，但味道也不像鸡肉。 所以
这是一种全新的味道。 繁殖一片这样的鸡
肉叶子大约需要三个星期，这比准备宰杀
的“传统”鸡肉要快。 在实验室中生长的
肉类是从活体动物的细胞中获得的，像针
头大小的样本就足够了。 这意味着将来人
类有可能在不用屠宰动物的情况下获取肉
食。

波美拉尼亚科技园 “数字汉
莎”项目
2019-10-08
格丁尼亚波美拉尼亚科技园和格丁尼亚市
加入了国际数字汉莎计划，计划将与瑞典
卡尔斯克鲁纳和立陶宛克莱佩达共同合作
实施。合资企业由瑞典研究所资助。 项目
旨在在市政当局与在其运营的科学技术园
区，大学和ICT集群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以加强整个波罗的海地区本地ICT公司
的创新和竞争力。 作为三个研讨会的一部
分，项目合作伙伴将尝试确定ICT公司遇到
的发展问题，并确定可以增加波罗的海地
区这一行业发展动力的工具。伙伴关系的
最终目标是制定一个实施项目并为欧盟共
同出资准备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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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大学分拆公司获得波兰总
统经济奖
2019-10-10
华 沙 大 学 的 分 拆 公 司 华 沙 基 因 组 学 在
Startup_类中获得了波兰总统经济奖。公
司提供创新的遗传疾病诊断测试。 华沙基
因组学成立于2015年，雇用实验室诊断人
员，遗传学家，生物学家，生物信息学和
医生。进行基因测试，能够诊断与疾病相
关的基因或确定发生遗传性疾病的风险：
癌症以及其他会影响神经，消化系统或免
疫系统的遗传疾病。华沙基因组学公司所
做的研究还有助于为癌症患者选择更好的
疗法。 该公司被波兰宣传标志基金会“ 波
兰现代”在Startup类别提名。

AGH科技大学学生制作了电动
冲浪板
2019-10-11
AGH科学技术大学的一名学生在克拉科
夫建造了一个电动冲浪板。 电动冲浪板
是AGH机械与机械设计专业的学生Igor 
Łukasiewicz的项目。设备是一种无排放
水设备，可以使用由锂离子电池供电的电
动机在水库中冲浪。水翼是车辆中一个有
趣的元素-产生力将板举升至水面以上的装
置。因此，用户会有浮在空中的印象。 冲
浪板长1.5 m，安装翼板的挂架长0.85 m，
板重9 kg，整个设备以及电子和电池重17 
kg。这种类型的车辆可以达到40 km / h
的速度，电池容量足以在水上持续一个小
时。

果园农场现代化沼气厂
2019-10-11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Przybroda农业和果
园农场的农业实验站开设了一座完全基于
波兰技术和技术解决方案的现代化沼气
厂。 沼气厂的特点是在水解器中分离出发
酵的第一部分，发酵效率很高。该水解器
采用独特的细菌培养和极为有效的混合系
统。设备可以由多种基材提供动力，从典
型的农业原料（例如动物粪便，水煎剂和
稻草）到农业食品加工产生的各种废物。 
由于采用模块化结构，主要使用螺栓连接

的钢构件作为建筑材料，因此可以通过容
器将设备交付到施工现场并快速组装。由
于这项技术具有巨大的出口潜力。 更多
信息： https://puls.edu.pl/ogloszenia/
otwarcie-innowacyjnej-biogazowani-
w-przybrodzie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博士生获得
钻石奖学金
2019-10-14
格 但 斯 克 科 技 大 学 博 士 学 院 博 士 生
Krzysztof Pyrchla赢得了钻石奖竞赛，奖
金高达220000 兹罗提。奖金用于实施第一
个独立研究项目“使用量子力学方法研究
变形对磷纳米结构的光电参数的影响”。 
研究项目旨在设计感官结构，该结构将用
于利用纳米级发生的现象来构建研究和测
量设备，并实现其他功能。测量重力加速
度或纳米物体的质量。 项目将基于量子力
学方法进行研究。 由于磷的化学不稳定性
和合成的高成本，项目的效果将在实施的
最后阶段通过与美国和中国的实验小组合
作以实验方式实施。 更多信息： https://
p g . e d u . p l / a k t u a l n o s c i / - / a s s e t _
publisher/hWGncmoQv7K0/content/
diamentowy-grant-na-badania-nad-
fosforenem

华沙科技大学科学家正在研究
防止表面结冰技术
2019-10-14
来自华沙科技大学材料工程学院的Rafał 
Kozera博士及其团队实施了IceSurfer项
目。 根据华沙科技大学促进和信息办公室
提供的信息，研究人员正在开发技术，以
生产可用于聚合物复合材料部件的憎冰（
即抑制冰）表面。 项目是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组织的LIDER IX计划的一部分。 Rafał 
Kozera博士说道：“由于装饰和保护的
原因，复合材料被一层称为胶衣的涂层覆
盖。 我们要修改此层，以使冰不粘在其上
或尽可能延迟冰晶的成核。 而且，如果冰
块沉淀下来，那么它应该具有较小的粘合
强度，并且更容易去除。”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科学家
构造敏感探测器
2019-10-15
来自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Jerzy J. 
Langer教授发明并制造了一种能够检测
微生物的微型传感器。小巧的设计比狗的
嗅觉更敏感。仪器能够检测口袋中的微量
毒品。 只需很少的微生物就足以在计算机
辅助系统中在几十秒内以体积单位给出其
名称和数量。设备可用于检查商品的质量
和合规性，发现假冒的食品和烟草，检测
爆炸物，毒品，甚至诊断某些疾病。 纳
米生物检测器的创建归功于两个有关检测
生物污染的方法的项目。第一个项目是由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
资助的；第二个项目波兰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支持的项目。 更多信息： https://
amu.edu.pl/wiadomosci/aktualnosci/
studenci/wyjatkowe-urzadzenie-
skonstruowane-przez-profesora-uam

华沙大学物理学家在波兰获得
了第一批超冷铯和钾原子
2019-10-15
华沙大学物理系的一群博士生在波兰科学
基金会（FNP）HOMING计划的获胜者
Mariusz Semczuk博士的指导下获得了波
兰第一个超冷铯和钾原子。这是必不可少
的步骤，可以在实验中使用超冷原子，在
这种实验中描述现象的主要语言成为量子
力学，而不是古典力学。 建立这种类型的
系统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因为Mariusz 
Semczuk博士的团队是波兰第一个这样做
的中心，也是世界上三个中心之一。其他
团队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大学和英国的
达勒姆大学。 Mariusz Semczuk博士的团
队拥有这种独特的实验系统，为使用冷原
子的进一步实验打开了大门，例如开发新
的激光冷却方法从而有可能将用于量子技
术中使用冷原子的类似系统小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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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
斯卡大学研究支持癌症检测系
统
2019-10-16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与
Billennium IT公司正在开发可以帮助检测
癌症的诊断系统。 系统将使用现代的大脑
成像技术和用于创建人工智能的“深度学
习”方法。 解决方案用于在疾病发展的第
一阶段更快更准确地定位脑肿瘤。 除学术
人员外，学生还将在系统上工作。 他们将
能够在毕业论文中利用工作成果。

波兹南科技大学科学家共同创
造独特的石墨材料
2019-10-17
波兹南科技大学化学技术系的科学家与来
自德国的国际研究团队TU Bergakademie 
Freiberg TU共同开发了具有独特结构特
性的石墨材料，该材料以海海绵的蛋白质
骨架为原料。 两年来，由28名成员组成
的团队研究了预制的三维生物聚合物海绵
骨架，以开发仿生模型系统，该系统可替
代高级材料化学中的类似塑料结构。 这一
发现为材料科学，特别是在极端仿生材料
方面开辟了新的机遇。由于开发了具有层
次结构的三维复合材料，这一新领域非常
受欢迎。为此，科学家建议使用尺寸从厘
米到米的可再生，天然存在且无毒的蛋白
质骨架。 更多信息： https://www.put.
poznan.pl/pl/aktualnosc/unikatowy-
material-graitowy

波兰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欧洲
科学家原型地图
2019-10-21
波兰科学院太空研究中心（CBK PAN）
的科学家们开发了一种方法，可以自动快
速地创建全球详细的土地覆盖图。地图的
原型是由欧洲航天局委托的，目前仅覆盖
欧洲。 地图显示了2017年欧洲的土地覆
盖状况，包括13个最重要的类别：农业
区，森林（落叶和针叶林），建筑区，沼
泽地，泥炭沼泽。来自Sentinel-2卫星的

多达15,000张图像被用于开发它。最小
的可区分地图细节的大小为10米，这意
味着数据的详细程度是最常用的此类地图
（CORINE）的2.5倍。地图使用了全自动
算法，新地图的制作仅用了6周的时间。 
波兰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的地球观测系的
科学家开发了能够取得如此巨大进展的土
地覆盖分类方法。科学家们使用了一种称
为“机器学习”的方法。研究人员在中
国，哥伦比亚，纳米比亚，德国和意大利
测试了他们的方法并用它在欧洲生成了新
的土地覆盖图。 更多信息： http://s2glc.
cbk.waw.pl/

国家农业银行提供创新支持资
金
2019-10-22
波兰国家农业银行已启动第六次欧盟智能
发展计划技术奖金竞赛。微型，中小型企
业可以申请创新资金，单笔赠款可能高达
600万兹罗提。 要申请支持，企业家必须
提供自己开发的技术或与外部实体合作开
发的技术。想要购买特定技术许可证的企
业家也可以申请资金。最重要的是，由于
其应用而产生了新的或明显改进的产品或
服务。 各行各业的公司都可以利用技术创
新贷款。通常，食品，家具，印刷，汽车
和建筑行业的企业家提交了资金申请，航
空航天甚至航天行业也有代表。

比得哥什卡齐米兹·维尔基大
学发明家奖章
2019-10-22
比得哥什卡齐米日·维尔基大学的科学家
的发明在国际华沙发明展览会（IWIS 2019
）上获得了三枚奖牌和优异的成绩。 获
得了团队银牌的是来自机电一体化学院
Theranostatic系统为肢体水肿患者提供解
决方案的团队：Kathezyna Kazimierska-
Drobny、Mariusz Kaczmarek、Tomas 
zFąs、Joanna Nowak。 来自机械电子
学系的Zbigniew Szczepański、Marek 
Macko、Joanna Nowak和来自计算机
科学学院的Dariusz Mikołajewski的 3D
扫描技术制造聚氨酯乳房假体的项目获得
了铜牌。 来自机电一体化部门的Izabela 

Rojek、来自计算机科学研究所的Dariusz 
Mikołajewski、来自心理学系的 Jakub 
Kopowski、来自机电一体化部门的Marek 
Macko的机械手项目获得了铜牌。 来自
25个国家的发明者介绍了他们的创新，构
成对技术成就的回顾。

琴斯托霍瓦大学科学家在雅加
达展会获得奖项
2019-10-24
印度尼西亚发明和创新促进协会在雅加达
举办的国际世界发明和技术博览会展览
上，授予了琴斯托霍瓦大学科学家发明
奖。 来自卫生科学学院的Leon Rak博士的
滑雪模拟器的创新构造发明获得了金牌和
特别奖，以其所提交解决方案的最大商业
化潜力而获奖。 研究团队利用酿酒中产生
的废物生产创新的营养食品和化妆品的技
术。Wojciech Ciesielski教授与克拉科夫
农业大学和克拉科夫健康促进学院的科学
家合作获得了银牌。

波兰纳米卫星
2019-10-25
由波兰大学与SatRevolut ion和Virgin 
Orbit公司创建的科学联盟的主要任务是
火星纳米卫星任务的准备工作。 项目的科
学主管是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Jan 
Dziuban教授。 科学联盟还包括位于克
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华沙科技大学、
格但斯克大学、波兹南大学、罗兹大学、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和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
大学。这些大学的研究人员将负责科学问
题，连通性，软件以及纳米卫星上的机载
仪器的开发。 SatRevolution的任务是设
计和制造6至12 U（1 U为1立方分米）之
间的纳米卫星，具体取决于设计人员是决
定采用被动版本还是配备发动机。Virgin 
Orbit负责任务计划，将负荷带入太空并
在任务控制和信号传输方面进行合作。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polski-satelita-zbada-
marsa-113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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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大学新衍生公司
2019-10-28
华 沙 大 学 成 立 了 一 家 新 的 衍 生 公 司
Inelco，公司专门从事以环保方式生产的
金属合金生产创新性保护涂层。 Inelco衍
生公司由华沙大学化学系的Paweł Bącal
博士创建。公司创造了一种环境安全且便
宜的方法，可以使用电化学方法生产保护
涂层。拥有具有装饰，防腐或结构特性
的新材料和合金。 公司目前的主要产品
是镍，铜和钨合金。研究博士钨芽孢杆
菌导致发现了一种以前未知的这种金属
合金，并为创建材料开辟了新的前景。
因此，Inelco可以开发替代有害铬的技
术。Paweł Bącal博士及其同事还对可
能在燃料电池中使用的合金进行了高级研
究。

哥白尼大学科学家发明参加澳
门展览会
2019-10-29
托伦哥白尼的科学家团队的“智能材料”
发明是具有确定的表面纳米结构的活化聚
合物基底上的智能分离材料，并且在2019
年澳门创新发明博览会（MIIEX）上获得了
奖项。 这项发明是波兰和约旦科学家合作
的成果，被授予博览会金奖和一项发明特
别奖，以支持重新启动“丝绸之路”最佳
一带一路倡议奖的倡议。 解决方案的计划
中的商业化将使生产具有定义的表面特性
（具有受控的分离特性）的高度专业化的
分离材料成为可能。分离材料的表面改性
也为进一步改性和各种应用提供了可能，
包括用于生产有效的水和空气净化的专用
传感器或膜。 更多信息： https://www.
umk.pl/wiadomosci/?id=26382

瓦伦西亚2019 Eureka比赛
2019-10-31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有色金属研究所研
究人员在西班牙巴伦西亚举行的第68届
Eureka2019国际比赛中获得了金牌。 获
奖技术用于生产用于过滤器扼流圈的纳米
晶多间隙磁芯，以提高电能质量并减少对
环境的负面影响。项目旨在改善能源机械

和设备的寿命并降低噪音，同时考虑到可
能存储能量，提高其质量并减少能量对环
境的负面影响。 低损耗扼流圈设计用于能
源领域的许多应用，在这种应用中，铁芯
的工作参数消除了传统变压器钢的使用，
而不可能使用铁氧体材料。发明使节流阀
重量减少了40％。并将扼流圈中的总功率
损耗降低了42％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中风虚拟
康复应用程序
2019-11-04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IT和管理系的学
生Małgorzata Marzec将实施“使用虚拟
现实和定位算法的中风后康复”项目。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最好的4.0”计划为项目
拨发了项目实施资金。 项目的想法是一个
游戏，参与者的任务是捕捉彩球并将其移
入适当的容器中。各个阶段的难度级别会
系统地增加，并且为正确执行的动作提供
积分，这是一个额外的激励因素。 为了创
建应用程序，Małgorzata Marzec使用了
谷歌Oculus Rift护目镜，即虚拟现实系统
Leap Motion技术，该技术可让您跟踪所
有手指并允许您在虚拟环境中进行控制以
及Blender程序，程序是用于创建计算机
图形的专用3D软件。 更多信息： https://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wirtualna-rehabilitacja-dla-osob-po-
udarze-11363.html

罗兹科技大学附属高中的第一
个“牛顿室”
2019-11-05
罗兹科技大学附属公立高中成立，这是
波 兰 第 一 所 由 挪 威 非 营 利 基 金 会 F I R S T 
Scandinavia创建的创新性“ 牛顿室”。 
“牛顿室”的概念由挪威基金会与教师，
学术机构和公司代表合作开发的。 罗兹科
技大学高中校长Tomasz Kozera说：“这
是一间设备齐全的现代化教室，可使用飞
机飞行模拟器适应航空模块中的课程。与
波音公司合作成立。” 从11月5日到24日
计划为小学七年级和八年级以及初中生教
授课程。受过专门训练的老师将用波兰语
教授课程。学生的任务是执行空中救援任

务。他们将分组工作，进行计算和测量，
以计划使用固定飞行模拟器进行实际侦察
飞行。

格但斯克科技研究研究远程养
蜂场监视工具
2019-11-05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一组科学家正在研
究一种养蜂监督工具。 “ e-Pionier II-为
ICT行业的投资者提供支持，以开发有才
华的程序员潜力的机会”项目为研究人
员提供资金、Sescom股份有限公司也将
支持项目的开发。 研究人员将建立一个
节能的养蜂监控设备网络，收集温度，
湿度和声音数据，以及有关窃取蜂巢或
故意破坏的信息。这些数据将发送到远
程服务器，其摘要将通过Internet应用
程序发送到养蜂人。 当今迫切需要构建
一个系统，该系统不仅可以监视配置单
元并显示温度或湿度值，而且还可以提
供警报机制。项目团队负责人Andrzej 
Sobecki博士说：“养蜂人需要尽快获得
有关对蜜蜂有害的情况的信息。” 更多信
息：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ontent/naukowcy-z-pg-pracuja-nad-
zdalnym-i-nieinwazyjnym-narzedziem-
do-nadzoru-pasieki-pszczelarski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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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成为数字
创新中心领导者之一
2019-11-05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已成为企业家和技术
部数字创新中心的领导者之一。新研究部
门的主要任务是支持企业家进行数字化
转型。 技术解决方案将成为枢纽活动的
主要领域，包括5G技术的连接性，学习
算法（人工智能），包括自治系统，物联
网，建筑信息模型，云计算，增强和虚拟
现实，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计算机集成
生产，3D打印的网络安全和附加技术 在
接下来的两年中这些枢纽将开展信息以及
示范，培训和咨询活动，从而使中心能够
提高服务标准。在此过程中枢纽还将与
Future Industry Platform以及彼此之间
建立深入的合作。 更多信息： https://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powstana-huby-innowacji-cyfrowych-
pwr-jednym-z-liderow-11379.html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新部门
2019-11-06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为学生创建了一个新
部门。 FutureLab将在财务和组织上支
持学生研究计划和项目的实施。具有创
新思想的学生团体可以在11月30日之前
申请项目资金。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校长
Jan Kazior教授说：“FutureLab的概念
源于创造一个空间的需要，在大学的财务
支持以及商业环境的指导者的实质性帮助
下，学生可以在此空间中追求他们对科学
和项目的热情，即使是最具未来主义和最
大胆的热情。 这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
的训练场，也是他们学习期间获得实践经
验的机会。”   FutureLab不仅是未来思
想的孵化器，而且可以转变为实用的工程
解决方案。这也是一个激发创意的空间，
可供学生免费使用。 更多信息： http://
futurelab.pk.edu.pl/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创建了数
字头部模型
2019-11-06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科学家创建了一个
两岁孩子的头部的数值模型。科学家还将
计划创建中年成人和老人头的模型。模型
旨在模拟道路交通事故，并有助于为骑车
人和其他安全设施构造更好的头盔。 科
学家团队的负责人Mariusz Ptak博士说
道：“科学家根据医疗记录重建了一个两
岁孩子的头部的磁共振成像。 这是一个可
绘制几何图形（即平均两岁孩子的头部形
状）的模型，而不仅仅是动画或可视化。
数字代码也知道其材料属性。简单地说：
计算机算法“知道”大脑的构成。“ 来
自波兰和葡萄牙的科学家的工作是在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资助下进行的，该中心
是“用于模拟颅脑创伤病理生理的人头多
元模型数值系统”。 更多信息： https://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na-pwr-powstal-numeryczny-model-
glowy-dwulatka-11378.html

弗罗茨瓦夫科学家发明在瓦伦
西亚博览会获奖
2019-11-07
Piotr Dudziński教授和弗罗茨瓦夫工业大
学机械工程学院工程机械和工业车辆工程
系的Andrzej Kosiara博士在西班牙巴伦
西亚举行的国际发明博览会上获得了金牌
和荣誉。 科学家获得了用于监测履带底
盘上移动工作机的颠覆稳定性的创新系统
奖。它可以检测配备机械手的机器失去稳
定性的威胁-它可以警告车辆操作员，正
确设置驱动器或完全阻止机器进行危险运
动的可能性。 这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检测到
由于机器站立的斜坡滑动而导致稳定性下
降的威胁的系统。由于其模块化设计，它
还可以轻松地与其他支持操作员的系统集
成在一起，显著提高了机器安全性和生产
率水平。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wynalazek-
z-mechanicznego-ze-z lotem-na-
targach-w-walencji-11376.html

波兹南科学大学荣获2019年波
兰创新奖
2019-11-13
波兹南科技大学获得了2019年波兰创新
奖。奖项在第七届波兰企业家大会期间在
奥尔什丁的瓦米亚和马祖里大学会议与培
训中心颁发的。 波兰创新  奖是由波兰企业
家局和“企业家论坛”的编辑运营的一项
图像计划，旨在奖励在波兰市场上开展活
动以创新和对研究与开发领域的关注为特
征的机构和公司。 参与该计划也是推广
使用欧盟资金创建的创新解决方案的绝佳
机会。波兰企业家局的目标还在于，通过
产品和管理领域，为那些正在蓬勃发展，
投资，发展和展示创新活动的人们表示赞
赏。

Hanna Obarska-
Pempkowiak教授获得绿色月
桂奖
2019-11-18
来自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
院的Hanna Obarska-Pempkowiak教授
获得了“ 2018年绿色月桂”奖。奖项由
波兰商会“可持续发展”授予。 Hanna 
Obarska-Pempkowiak教授因在市政管
理中开发和实施创新水生植物技术而获
奖。技术基于涉及水生植物和嗜水植物和
微生物的生物过程。 Hanna Obarska-
Pempkowiak教授开发了该方法的几种
变体，适用于污水，污水污泥，雨水或渗
滤液的处理。符合循环经济原则的水生植
物方法的所有变体。 波兰商会“生态发
展”因其在生态发展领域的成就，促进或
支持环境保护以及在环境工程领域开发技
术而获得了“绿色月桂树奖”。 更多信
息：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ontent/zielony-laur-2018-dla-prof-
hanny-obarskiej-pempkowi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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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毕业生赢得
波兰工程师和技术员协会比赛
2019-11-19
弗 罗 茨 瓦 夫 科 技 大 学 机 械 系 的 毕 业 生
Tomasz Targosz的论文赢得了波兰工程
师和技术员协会竞赛。 Tomasz Targosz
在Sitech测试部门工作，他从零开始开发
并建造了一个测量架，用于分析手动靠
背倾斜调节器的功能特性。他的设计可
以对调节器的功能特性进行全面分析。
物理特性之间的相关性，例如扭矩，角
速度，靠背调节器中的旋转角度以及靠
背本身的角速度和角度。 测量架也更加
自动化。工作人员固定椅子的靠背，并
将整个系统与电机和传感器连接到椅子
上，并且在测量过程中甚至不必触摸设
备。之前的设备需要手动数据处理。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student-w10-zbudowal-
stanowisko-pomiarowe-dla-foteli-
samochodowych-11394.html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新实验室
2019-11-20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新建了一个由11
个教学和科学实验室组成的团队。 新实验
室包括原型车间，干燥实验室，生物质和
废物，土壤中心农业物理，植物技术和防
护以及牵引力测试。实验室还设有植物保
护技术培训中心。 新实验室属于农业工
程研究所，但是实验室中进行的工作的性
质不仅是农业和园艺学的跨学科研究的一
部分，而且还是食品和营养技术或工程技
术科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的一部分。 用
于教学目的的前车库建筑的重建费用超过
600万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50254/
nowe_laboratoria_instytutu_inzynierii_
rolniczej.html

卢布林的科学家创造了创新的
隔离开关
2019-11-22
卢布林科技大学的科学家与比亚韦斯托克
EKTO公司合作，创造了一种创新的原型，

该原型是在封闭式外壳中的一种创新的顶空
真空开关隔离器。 EKTOS隔离开关是一种
用于智能中压电力网络的设备，用于隔离和
接通电流。与目前的解决方案相比，该摄像
机具有生态优势，具有更好的电气参数，
更长的耐用性和更高的可靠性。它也适合在
极端天气条件下工作，例如在大雪或冰冷的
条件下。 EKTO总裁Sławomir Laskowski说
道：“发明将于明年投入生产。它的使用将
改善配电质量，同时降低成本和技术损失，
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数字化部正在为波兰人工智能
专家培训建立模型
2019-11-25
数字化部已与十所大学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以创建一种由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网络
安全领域最高级专家组成的系统教育模
式。 项目将在2020-2023年实施，项目价
值为8100万兹罗提。 数字化部长Marek 
Zagórski于11月20日签署了与创建数字技
术创新应用学院（AI Tech）的联盟中的10
所大学代表的意向书。 项目将涉及在制定
第二轮研究计划指南之前，先要诊断人工
智能，机器学习和网络安全领域劳动力市
场的需求和趋势。根据这些指南，将在该
联盟的大学中开展第二轮研究。 科学联盟
包括： 华沙大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力学
学院、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物理，天文学
和应用计算机科学学院，数学和计算机科
学学院、弗罗茨瓦夫大学数学和计算机科
学学院、AGH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电子
与电信学院，电气工程，自动化，计算机
科学与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物理与应用计
算机科学学院、密茨凯维奇大学数学与计
算机科学学院、华沙科技大学电子与信息
技术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弗罗茨
瓦夫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管理学院，电
子学院、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波兹南科技
大学、军事技术大学（控制论系）计算机
科学学院。

“ 马佐夫舍创新者”竞赛
2019-11-26
第十一届最具创新精神的科学家和公司
的“ 马佐夫舍创新者”竞赛已经正式结

束。 马佐夫舍创新者是马佐夫舍省地方
政府自2008年以来举办的竞赛。竞赛分
为两类：“创新公司”和“创新科学家”
。今年共有43项参赛作品提交给了竞赛。
科学家类别中的23项，公司类别中的20
项。 在“创新公司”类别中，用于开发
一种基于活性生物聚合物的合成来获得螯
合铬和钴离子的物质的技术的技术的KF 
Niccolum有限责任公司获得了第一名及
30000兹罗提奖金。该技术用于奶油中，
对与镍，铬和钴等金属有接触过敏的人。 
在“创新科学家”类别中，来自华沙医科
大学的Urszula Piotrowska博士的“高分子
量抗菌肽载体-合成，结构，物理化学和生
物学研究”项目获得了第二名及20000兹
罗提奖金。

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家参
加’Inova Croatia 2019博览
会
2019-11-27
西里西亚大学精确技术学院的科学家的发
明在第四十四届国际发明博览会“ Inova 
Croatia 2019”期间获得了奖项。 获奖项
目是一种用于蓝牙低功耗发射机的广播传
输方法。它是一种多功能设备，可让您控
制与人的呼吸系统和运动能力有关的各种
参数，例如呼吸强度或呼吸频率以及脉搏
和身体位置的变化。本发明包括国家和欧
洲范围的若干专利申请和工业设计。 作为
博览会期间举办的竞赛的一部分，国际评
审团授予了该发明金奖，而台湾世界发明
知识产权协会（WIIPA）则通过授予科学
家特别奖来表彰他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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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研究人员制造一
种薄膜光反应器
2019-11-28
格但斯克大学化学系的Adriana Zaleska-
Medynska教授的项目获得了国家科学中
心竞赛的资助，项目将建造一个薄膜光反
应器。 项目旨在设计，制造和测试创新的
薄膜光反应器，薄膜光反应器配有以TiO2
与Ag2O和/或Cu2O的混合物制成的纳
米管形式的光催化层。 driana Zaleska-
Medynska教授宣布在经济领域（如消毒
和/或水相处理）中经济使用光反应器的概
念的创建，进行市场分析以诊断对光反应
器生产和/或使用的需求。他们还希望开发
专利申请并获得对此类设备的制造/生产
和/或使用感兴趣的合作伙伴。

卢布林科技大学开发方节省供
暖建筑物费用方案
2019-11-28
卢 布 林 科 技 环 境 工 程 学 院 的 T o m a s z 
Cholewa博士正在研究一种用于大型建筑
物的创新供热控制系统。系统为拥有大量
房间的物体提供合适的温度并同时降低电
费。 Tomasz Cholewa博士说道：“目前
我们正在进行实验室规模的测试。我们专
注于优化外部IT系统架构的类型以及设施中
安装的预测模块/驱动程序。下一步是验证
我们在卢布林省的现有住宅和公共建筑中
的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的创新基于这样
一个事实，即他们的控制器将对预期的天
气状况和用户的个人行为做出预先反应，
从而可以优化设施的供热。

西里西亚大学化学家寻找从重
金属离子中纯化水的方法
2019-11-28
西里西亚大学的化学家想要开发除其他外
有效的方法来纯化被重金属离子污染的
水。改性氧化石墨烯是该领域的解决方案
之一。 方案允许使用相对简单有效的方
法，从pH范围宽广的溶液中吸附重金属
离子。纯化涉及将污染的溶液和改性的氧
化石墨烯引入反应器。充分搅拌后，使用
专用滤纸过滤器过滤溶液。 比得哥什技术

和生命科学大学的科学家合作开发了最近
获得专利保护的技术。专利获得了一种特
殊的聚酯织物，可以捕获有毒的铅，镉，
铬，钴，镍和锌离子。

Łukasiewicz航空学院成为无
人机市场创新的领导者
2019-11-28
无 人 机 将 运 送 包 裹 ， 控 制 能 源 网 络 ，
工业设施并保护边界。 波兰工业和
Łukasiewicz的工程师希望在其中占有相
当大的份额。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及其
华沙航空学院希望成为支持企业实施无人
机市场创新的领导者。 Łukasiewicz-航空
研究所副主任Sylwester Wyka强调说：“
我们的合作伙伴甚至是内华达自治系统研
究所（NIAS）。我们将与美国研究所一起
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领域创建联合能力中
心。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周期性的BSL
测试在美国领先的科学和工业组织的参与
下组织起来，其中包括美国航空航天局。 
Łukasiewicz-航空研究所是唯一在市区参
与这项独特的BSL测试计划的波兰机构，该
项目是该地区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项目
之一波兰和美国之间的研发。”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的学生赢
得了德国比赛
2019-11-29
来自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农业与生物工
程学院的农业工程专业学生Sebast ian 
Stempniak在德国“ Helmut Claas奖
学金2019”竞赛中获得第一名。 作为“ 
2019年赫尔穆特·克拉斯奖学金”竞赛的
一部分，赫尔穆特·克拉斯基金会已授予
欧洲各国农业科学专业学生第二十届杰出
工程奖，这些奖项是现代农业机械设计解
决方案或将创新解决方案应用于农业应用
生产技术的项目。 Sebastian Stempniak
的获奖作品是“马铃薯块茎收获期间施用
保护液的装置的设计”，作品获得了2000
欧元的奖金。

LRI创新科学奖
2019-12-02
毕业于奥尔什丁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环境
管理与农业系环境保护专业、柏林工业大
学地球生物技术系博士后Karolina Nowak
赢得了LRI创新科学奖及100000欧元奖
金。 这是欧洲向有抱负的研究人员提供的
最大研究经费之一。 颁奖典礼在第21届年
度Cefic远程研究计划（LRI）研讨会上举
行。 Karolina Nowak博士的项目旨在开
发一种快速且经济高效的筛选方法，以测
试复杂环境中化学药品的耐久性。 在过去
的二十年中LRI计划通过赠款和创新科学奖
资助了250多个研究项目。

西里西亚大学研究人员开发乙
烯基苄基形式的新化合物
2019-12-04
西里西亚大学的化学家与Synthos股份有限
公司合作开发了对乙烯基苄基形式的新化
合物及其制备方法。解决方案受专利保护
的保护。 科学家们主要对这些不寻常化合
物的性质感兴趣。一些在牙釉质表面上表
现出强烈的吸附作用，因此它们可以构成
新型的填充材料或在牙齿重建中用作粘合
剂。 对乙烯基苄基合成的先前已知方法是
耗时且昂贵的，这归因于它们的多阶段性
质。因此，科学家们开发了一种一步，简
单而有效的方法来获得这些化合物，这将
使其能够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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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开发模拟
宏观和微观尺度现象工具
2019-12-04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正在开发用于模拟宏
观和微观现象的开源软件。软件可以在
计算机游戏中创建破坏性的元素效果，
而且还可以例如虚拟手术台。 程序称为
Microlow 3D。这是用C ++编写的软件，
用于模拟流体流动现象，即所谓的Lattice-
Boltzmann（LBM）方法求解器。该程序
具有非常通用的应用程序，可以在宏观和
微观尺度上模拟现象。 科技大学的研究人
员设法使整个复杂的计算过程自动化。研
究人员认为，这开辟了全新的应用领域：
从虚拟现实到设备和过程控制。 程序的
经典应用是计算机游戏和电影中的特殊效
果。例如，风中的草和叶的逼真运动，瀑
布，雨和雾以及火和烟，爆炸和破坏性
元素。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pl/
uczelnia/aktualnosci/microflow-3d-
szybkie-narzedzie-do-symulacji-zjawisk-
w-makro--i-mikroskali-11417.html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学生
获得空气净化奖章
2019-12-05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学生获得了波
士顿国际基因工程机器（iGEM）铜牌，
奖章用于净化酵母中的微生物过滤器，以
净化重金属。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学生参加
了以改良酵母解脂耶氏酵母为基础的生物
过滤器的比赛。这些酵母吸收重金属，并
通过变红并散发出桃味来发出信号，指示
其浓度过高。 项目创建了原型重金属传
感器。现在项目正在进入创建过滤器的阶
段，该过滤器将排除空气中和有害物质。
例如可以安装在通风格栅中。 iGEM是生物
学和工程科学领域最负盛名的活动之一。
竞赛是展示使用现代合成生物学工具的创
新项目的平台。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50497/
s t u d e n c i _ u p w r _ z _ m e d a l e m _ z a _
oczyszczanie_powietrza.html

绿山城大学创建提高企业生产
力应用程序
2019-12-05
绿 山 城 大 学 的 学 生 和 毕 业 生 创 建 了
Teamstack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通过
激励员工互相帮助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
项目是作为实习的一部分创建的，并在
绿山城的IT公司团队的总部中工作。 应用
程序是由IT专业的学生Michał Przygocki
和Mateusz Szarata及电子商务专业研究
生Julian Markiewicz创建。Teamstack
每周询问一次最近对他有最大帮助的每
个员工。基于此将创建排名，并在每个
星期一公开宣布获奖者。 Teamstack基
于Slack通讯平台，已有超过85000的用
户使用企业。包括生产反病毒软件的美
国巨头McAfee。McAfee在美国主要部
门之一使用Teamstack已有3个月以上。 
更多信息： https://www.infoserwis.
uz.zgora.pl/index.php?studenci-uz-
stworzyli-aplikacj-stosowan-przez-
mcafee-amerykaskiego-potentata-
cybersecurity

波兹南科技大学机车创新模型
2019-12-06
波兹南科技大学的学生与交通工程学院的
公共交通工程师科学圈有关的人员建立了
机车模型。一所半吨重的机器以1：5.5的
比例停在科技大学的演讲中心。 商项目参
加了由英国斯泰普福德的机械工程师协会
组织的国际铁路挑战赛2019竞赛。波兹南
机车在各个类别中均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PUTrain团队因使用的材料和项目中引入的
创新而获得了特别奖。作为2019年的首秀
团队，他们在14个团队的比赛总体排名中
获得第七名。团队还获得了：创新比赛第
二名，技术海报比赛第二名，舒适旅行比
赛第三名，商务演示比赛第四名和轻松维
护比赛第五名。

波兰发明奖项
2019-12-11
波兰科学基金会是发明奖获得者之一，基
金会因“对波兰创新发展的特殊贡献”而
受到认可。 奖项授予在发明，科学和技
术的发展和普及，创造赞成创新的态度，
促进发展和创造性活动以及支持旨在在工
业产权保护领域传播知识的举措的杰出成
就的机构，组织和协会。 今年获得发明
奖的还有： 来自 波兰校长基金会-知识社
会研究所的Jerzy Woźnicki教授；来自罗
兹工业大学材料工程研究所的Stanisław 
Adamczak教授；来自华沙科技大学化学
与过程工程学院的Tomasz Ciach教授；
来自听力生理学和病理学研究所和军事技
术大学的Henryk Skarżyński教授。

西里西亚大学研究人员在有机
电子学中使用的新化合物
2019-12-12
西里西亚大学精确技术学院的研究人员是
获得多环芳烃和蒽衍生物的方法的作者，
这些方法将用于现代有机合成和考虑到有
机电子学的材料技术中。 化合物的第一
组表现出独特的电子和光物理性质，第二
组化合物目前正在测试中用作有机发光二
极管（OLED）的活性层。两项发明均受
专利保护。 一组科学家正在主要寻找消
除因已知方法获得这些化合物而引起的问
题的方法。但是，新的解决方案不是直接
由先前使用的方法产生的。研究使得能够
选择合适的试剂摩尔比，溶剂，温度和
反应时间。 更多信息： https://us.edu.
pl/nowe-zwiazki-wykorzystywane-w-
organicznej-elektro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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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萨林科技大学是中波美拉尼
亚开发项目负责人
2019-12-12
科萨林科技大学将实施“中波美拉尼亚的
智能发展-创造该地区竞争优势的创新方
法”项目。活动合作伙伴是科萨林工商业
联合会，北部商会和环境科学基金会。 项
目实施将有助于在建立竞争优势的背景下
对该区域的创新潜力进行诊断和分析。它
尤其关注为了在创新和竞争力网络的背景
下识别和评估经济潜力，识别和评估物流
基础设施要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
评估社会和人力资本的水平和质量。 项
目最重要的结果是为中波美拉尼亚地区选
择智能专业，并确定潜在的创新来源，这
是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长接受“对话”计划
资助的项目。 更多信息： http://www.
tu.koszalin.pl/art/2036

波兹南科技大学科学家创新研
究方法
2019-12-13
来 自 波 兹 南 科 技 大 学 技 术 物 理 学 院 的
Łukasz Piątkowski与巴塞罗那光子科学
研究所的一组科学家共同描述了一种创新
的研究方法，方法涉及使用受激发射现象
对单个纳米物体中发生的物理化学过程进
行成像和测试。 利用受激发射，科学家能
够观察到约30 nm大小的单个量子点，并
研究在量子点中激发的电荷载流子（电子
和空穴）如何随时间演化，它们发生了什
么，它们如何失去能量以及如何与环境相
互作用。 研究结果发表在著名的《科学》
杂志上，对于光子学和光伏领域的研究具
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表明可以非
常精确地跟踪纳米级激发电荷的发生情
况。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博士成为
研究执行机构专家
2019-12-17
来 自 波 兹 南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的 J a n e t t a 
N iemann博士被任命为研究执行机构
（REA）的专家，该机构在欧盟委员会授
权的范围内行事。 Janetta Niemann博

士在波兹南大学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遗传
与植物育种系工作。她将就与“地平线
2020”计划有关的问题提供建议，并参与
评估根据“地平线2020”-2018-2020工作
计划提交给可持续粮食安全执行机构的项
目。 地平线2020是一项研究和创新框架计
划，计划于2013年12月被欧洲议会和欧盟
理事会通过。这是迄今为止欧盟最大的研
究和创新项目。计划的预算为800亿欧元，
其中28亿欧元将用于研究和创新。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实施
Ella4Life项目
2019-12-18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实施
Ella4Life在家中和路上的虚拟个人助理项
目。集成虚拟助手，包括拥有家庭自动化
系统和电子医疗服务的公司将为老年人的
护理和治疗提供独立管理方面的支持，并
改善安全和健康控制。 作为项目的一部
分，科学家正在开发用于监视心脏工作
的传感器系统，这些系统放置在日常设
备中：椅子和浴缸中。虚拟助手还旨在
为年长者（例如家庭成员）提供支持，
并帮助专业人员与老年人进行更好，更
高效的日常工作。 项目由研究和开发计
划“主动和辅助生活计划”提供资金，该
计划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来支持改善老
年人生活质量的项目。项目价值超过100
万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s://pg.edu.
pl/aktualnosci/-/asset_publisher/
hWGncmoQv7K0/content/ella4life-
%E2%80%93-twoj-wirtualny-osobisty-
asystent-w-domu-i-w-podrozy

琴斯托霍瓦Jan Długosz人文
与自然科学大学为超重儿童提
供服务
2019-12-18
琴斯托霍瓦Jan Długosz人文与自然科学
大学是支持治疗超重，肥胖症及其代谢并
发症的儿童项目的负责人。项目预算近
750万波兰兹罗提。 项目由科学联盟共同
实施：琴斯托霍瓦Jan Długosz人文与自
然科学大学、Tymbark MWS有限责任公

司、“纪念健康儿童中心”研究所、罗兹
科技大学生物技术与食品科学学院和卢布
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肿瘤中
心。 项目涉及使用具有益生元特性的马铃
薯淀粉可溶制剂，其用途将向肥胖儿童介
绍具有健康特性的创新蔬菜和水果制剂。
结果是将以市场上实施的新技术形式进行
全球创新。 更多信息： http://www.ujd.
edu.pl/news?category=2

波兰最快的学术计算系统
2019-12-24
波兰速度最快的学术计算系统满足了人工
智能的需求，容量超过4 Plops将在位于
克拉科夫的AGH科技大学的Cyfronet学术
计算机中心启动。 新的基础架构已添加到
波兰最大的超级计算机Prometheus中，
因此，可以使用基于在相同计算环境中进
行的机器学习和共享数据集的方法来丰富
传统仿真。 新的基础设施将支持使用人工
智能方法进行研究，这些方法也可用于基
于高性能计算（HPC）模拟来丰富研究工
作。 Cyfronet AGH目前正在各个领域使
用人工智能方法实施许多项目。

托伦石墨烯化学家在台湾获奖
2019-12-24
托伦哥白尼大学的化学家的发明在中国台
湾省高雄市举办的世界知识产权与发明协
会博览会上获得银牌。 获奖发明是“获得
三维石墨烯玫瑰的方法”，其主题是一种
无油且无光泽的方法，研究方法使用常见
石墨的水悬浮液获得石墨烯玫瑰。 所提
出的材料可以允许改进超级电容器，燃料
电池或光伏电池中的发电过程。石墨烯的
高导热性，无论是热的还是电的，都可能
导致该材料在将来取代电子产品中的硅，
这将使电子设备进一步小型化。 27个国
家代表参加了博览会，介绍了约400项发
明。成功的解决方案可以依靠投资者的兴
趣。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6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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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物联网集群
SINOTAIC
2019-12-24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是西里西亚物联网集群
SINOTAIC创始人之一。群集的发起者是西
里西亚省政府和Smart Secure Networks
有限责任公司，这是波兰第一个这样的
实体-告。 集群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西里
西亚省公司与科研机构以及公共管理和
业务支持组织之间发展持久的合作。集群
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物联网开发产品和解
决方案，特别强调网络安全。 在集群内
将实施联合研究和实施项目，并将其结果
有效转移和商业化，作为业务运作的一
部分。该集群还将负责通过集成本机解
决方案在西里西亚在物联网领域创建一
个实施中心。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991

比得哥什科技大学科学家在印
度取得成功
2019-12-27
来自比得哥什科技大学科学家的发明在第
三届印度海得拉巴国际展览中心举行的
国际创新博览会上获得了奖牌。 Andrzej 
Tomporowski，Józef Flizikowski，Adam 
Mroziński和Weronika Kruszelnicka的团
队获得了金牌，Bogdan Ligaj获得了本发
明的银牌。。 Adam Flizikowski，Łukasz 
Zabłudowski和Tomasz Olejniczak的团
队还获得了Fleezer的银奖。Fleezer是一
种用于3G，4G和5G无线网络的视频流方
法和软硬件平台，特别是针对无人驾驶平
台使用多路径协议（Fleezer-multi -车辆
的移动数据传输（UAV，UGV，USV）。 
更多信息： http://www.utp.edu.pl/pl/
uniwersytet/aktualnosci/2061-sukces-
naszych-naukowcow

最具创业精神的年轻波兰人
2019-12-30
西 里 西 亚 医 科 大 学 医 学 院 三 年 级 学 生
Mikołaj Basza进入了福布斯25至25名名
单和麦肯锡公司办公室的决赛。在大学最
有企业家精神的名单上，他击败了约500
名候选人。 Mikołaj Basza是IRBA移动应
用程序的创始人，该应用程序使用人工智
能处理可穿戴频段的医学上重要数据的分
析。波兰发展基金会称之为这是2018年最
具创新性的想法之一。 作为Sculo的共同
创始人，他负责打印详细的解剖模型以及
在医学中使用3D打印。他是一家股份公司
关于新医疗技术以及与初创公司合作的顾
问，该公司是利用虚拟现实支持儿童治疗
的慈善活动的组织者。设计和实施成功用
于科学和商业的技术。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创新国
际化
2019-12-31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将主办名为“更多
企业家大学，国际员工培训周”的国际
活动，活动将于2020年1月15日至17日举
行。 活动由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信息技
术部和PB国际合作办公室组织的承诺面向
有志于发展基于国际化的创新生态系统的
学术界和企业界的所有代表。 参与者将
就发展国际学术企业家精神的工具交流思
想，经验和最佳实践，并讨论建立创新网
络的创新生态系统国际化的战略。 更多信
息： https://meu.wi.pb.ed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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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医科大学开创型手术
2018-02-05
美国只有两次这样的手术。 而对波兰和欧
洲而言，这却是第一次进行。做过手术的
病人在手术结束以后就可以好好的在家修
养。
华沙医科大学移植与肝外科门诊实验室团
队由Krzysztof Zieniewicz教授为首的内镜
重建胃肠道的连续性。一个专门的支架被
用来连接大肠（乙状结肠和直肠）的最后
部分。
该治疗连同安娜Wiechowska-Kozłowska
教授从内务和行政部什切青医院和博士斯
瓦沃米尔Kozieł来自通用，移植和肝脏手
术，腔内超声内镜检查的部门进行。 波兰
内窥镜的领导者博士Jan Pertkiewicz参与
了手术。
http://www.wum.edu.pl/2018-01-24-
pierwszy-w-polsce-i-europie-zabieg-
endo...

三月三日健康挑战大赛
2018-02-07
来自利维采的玛丽亚·斯科沃多夫斯卡 - 居
里医院肿瘤中心主任Krzysztof Składowski
说，科学进步是否会导致技术取代肿瘤学
的医生？ 这是一个有点挑衅性的问题，但
我们应该谈论它。他将参加第三届卫生挑
战大会科学委员会的工作。
第三届健康挑战大会（HCC 2018）将于3
月8 - 10日在卡托维兹举行。 它将致力于新
医疗技术的出现和实际应用。在美国国会
演讲和嘉宾的会议，他们将讨论，除其他
外， 关于医学创业，创新的青光眼手术或
科学，国家和行业之间的合作模式。
关于卫生挑战大会的更多信息
http://www.hccongress.pl/pl/

Selvita公司将投资创新肿瘤学
项目
2018-02-08
Selvita--生物技术公司将进行公开募集股
份用于筹集创新肿瘤学项目的资金。 在未
来四年，将分配2.90亿兹罗提给该项目，

其中1.4亿兹罗提来自投资者。
S e l v i t a 公 司 希 望 将 他 们 的 资 金 分 配 给
SEL120平台的发展，这是对抗急性骨髓性
白血病和四大创新平台：针对性的治疗，
癌症细胞代谢与免疫代谢，免疫学和免疫
肿瘤以及生物分子的工具平台。
S e l v i t a 公 司 会 将 成 功 的 创 新 项 目 商 业
化。 其白血病药物SEL24是美国第一
个 被 批 准 用 于 临 床 试 验 的 波 兰 药 物 。 
更多关于SEL120药物开发项目
w w w . s e l v i t a . c o m / p l / p r o j e k t y -
innowacyjne/sel120

是什么决定了老年人的健康？
2018-02-08
第三届全国营养大会的参会提出一个观
点，人体的老龄化只有25%是基因的原
因，而生活方式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华沙科学科学研究机构的食品与营养研究
的专家们提出了一个对于改善老年人饮食
和体力活动的建议。在中老年时期，通过
合理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既可以保持身体
康健还可以有效的控制疾病发病率。
现在的波兰有超过65万的65岁的人群，在
未来的20年内人数将增长到900万人。通
过改善饮食习惯，多吃蔬菜和水果，波兰
人将会越来越长寿。
h t t p : / / w w w . r y n e k s e n i o r a . p l /
zdrowie/116/eksperci_starzenie_
tylko_w_25_pro...

来自罗兹工业大学的创新内窥
镜
2018-02-09
罗兹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开发了扩展范
围的内窥镜，可以让医生诊断整个消化系
统。
这个创新的解决方案使得患者可以在一次
就诊中诊断出结果。 现如今，如果在传统
的结肠镜检查或胃镜检查期间，医生没有
检测到疾病的原因，则患者会被转介进行
进一步的检查，例如， 超声或计算机断层
扫描。
来自罗兹工业大学的Łukasz Frącczak博
士说，我们目前正处于开发该设备的个别

元素的阶段，明年我们打算建立一个现成
的原型。
更多 https://www.p.lodz.pl/pl/nauka-
movie-endoskopie-wydluzonym-
zasiegu-dr-inz-lukasz-

网上就医会越来越容易
2018-02-09
网站ZnanyLekarz.pl是DocPlanner集团
的一部分，直到2018年5月，它将开展一
项促销活动，旨在鼓励波兰人通过互联网
进行医疗预约。
在互联网上及全国最大的电视台和视频租
赁点（VoD）都有一些地方，都做出了通
过电话和通过ZnanyLekarz.pl平台预约医
生的对比。
该网站每月的访问量为2000万人次，到目
前为止访问量已超过50万。 该平台已收集
200万条病人的评论和来自24个国家的600
万名医生的信息。
DocPlanner于2012年在波兰成立，目前
在华沙，巴塞罗那，伊斯坦布尔，罗马，
库里提巴和墨西哥设有办事处。（KP）
http://biuroprasowe.znanylekarz.
p l / 2 5 3 4 0 - z n a n y l e k a r z - r u s z a - z -
telewizyj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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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卫生部已经预定波兰应用
程序
2018-02-12
MovereX – 由波兰Cybercom公司根据瑞
典卫生部的要求所开发的一款读取客户心
脏率的应用软件。
在瑞典，保健计划已实施多年。其中一项
是“体力活动处方。”    当患者接受处
方，、患者将获取MovereX应用程序和腕
带，以测量他的脉搏。由此，医生可以跟
踪患者的身体活动，并检查他是否正在进
行为其计划的体育活及检查身体其进展情
况。
该设备为监测我们身体活动和健康状况，
不仅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并促进治疗，还可
以降低医疗保健成本。
MovereX应用程序是为患有心脏病，糖尿
病，心血管疾病和体力活动低下的人而发
明的。 在治疗过程中要鼓励患者进行更多
的运动。
关于MovereX的更多信息
https://www.cybercom.com/pl/
Poland/projekty/moverex/

针对前矿工和钢铁工人的新型
医疗保健
2018-02-12
扎布热将成立西里西亚疾病中心，专门针
对老年人的临床和科学预防和治疗创造。
在西里西亚是个集重工业，矿业和化学工
业与一体的城市。成千上万的老年人生活
在这个城市，他们遭受着复杂的与年龄有
关的抱怨，在有害于健康的条件下工作。 
治疗他们需要高度专业化的医疗护理。
西里西亚心脏病中心主任Marian Zembal
说，在西里西亚，人们的生活水平比波兰
平均水平低了4 - 6年，心脏病及各种综合
病更是高发病。
至 2021年 底  ，西里西亚疾病中心将会正
式开始接收第一批病人。
h t t p : / / w w w . r y n e k s e n i o r a .
p l / i n w e s t y c j e / 1 0 7 / c h o r o b y _
cywilizacyjne_i_wieku_...

Opole大学的创新应用---三维
心脏
2018-02-13
Opole大学的医学院学生将成为波兰的
第一所医学院的学生，将在三维虚拟现
实中学习人类心脏的秘密。 他们收到了
最新的教学应用程序“虚拟心脏”。 心
脏的逼真的画面可以用护目镜观看。 它
可以旋转，放大; 模拟不同的身体状况，
由于损伤，疾病进展或刺激或化学物质的
作用，其健康，不间断的工作或不同情况
下的变化。 这对于精确的操作规划很有
用。 Opole虚拟心脏将使未来的医生在
临床科目，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得到更好
的教育。 它是与心脏外科发展基金会合
作的成果。 更多 http://www.uni.opole.
pl/page/2100/wirtualne-serce-na-uo-
mowi-o-nim-cala-...

医疗模拟中心正在科沙林创建
2018-02-14
将在科沙林建立一个Monoprofil医疗模拟
中心。 该项目将由科萨林国家高等职业学
校与科沙林的肺结核和肺病专家组合作实
施。这是在波兰北部唯一的此类中心和30
年来在波兰出现的唯一一个医疗中心。
国家高等职业学校科沙林将在欧洲最高水
平教育的护士，在配备了技术先进的模拟
病人的设施。模拟室将配备必要的设备和
音频视频系统来记录模拟会议，这使得护
理专业的学生们能够很好的学以致用。

关于肿瘤学创新的培训会议
2018-02-14
由华沙医科大学Onkoma Scientiic 
Circle组织的第三届全国学生培训大会“
肿瘤学创新”将于4月14日举行。
这次会议是第三次举行，由于使用了现代
的电报信息工具，该活动将在波兰直播至
多14个学术中心。
会 议 将 开 始 于 卫 生 部 国 家 副 部 长
Katarzyna Głowali的首次讲座。 在十几
个小时内，科学家将向与会者介绍检测和
治疗结直肠癌，卵巢癌和甲状腺癌的创新
技术。

会议注册链接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
FAIpQLSed6d0Z0L3Z2y1TLJWUjaj3iJpgS
NXv...

波兰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2018-02-16
波兰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百人名单，再次
由月度“Puls Medycyny”， WiesławW.
Jędrzejczak - 华沙医科大学血液学，肿瘤
学和内科疾病主席和诊所负责人，血液学
领域的国家顾问。
初次之外还有 Cezary Szczylik教授，肿瘤
学和肿瘤学专家; 华沙医科大学校长代表组
织肿瘤临床研究中心。
第三位是Henryk Skarżyński教授（博士学
位）。 外耳科医生，耳鼻喉科医生，听力
学家和音乐家，耳鼻咽喉科国家顾问，华
沙附近Kajetany世界听力中心主任，音乐
学院听力和音乐学系主任。 华沙的肖邦，
波兰科学院临床科学委员会主席（KP）
查看波兰最有影响力的百人名单
h t t p : / / l i s t a s t u . p u l s m e d y c y n y .
p l /4686591,78304, l i s ta- s tu-2017-
medycy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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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癌症作斗争的创新工具
2018-02-19
磁共振可以在没有钆的情况下工作吗？ 这
种元素对身体有害，特别是对大脑有害。
华 沙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兽 医 学 院 的 M i c h a ł 
Godlewski博士与波兰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和兽医研究中心合作开发了自己的纳米粒
子，并开展了有关它们在癌症诊断和治疗
中的应用的研究。
我们的纳米粒子能够发现任何癌症，尤
其在肺癌方面我们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 
Godlewski博士说。
它们没有毒性，可以口服给药，所以它们
是药物的优秀载体。 它们适用于磁共振和
荧光共振。 他们将在肿瘤和活组织检查
过程中为患者带来安慰。 癌症变化规模的
精确成像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健康组织的移
除。（KP）
更多信息 http://www.media.sggw.pl/
pr/383015/nanoczastka-w-raka

波兰在治疗心律失常方面的创新
2018-02-19
一个电极插入到迄今使用的患者，而不
是所述至少两个的心脏。 消融过程将如
何改变，这得益于波兰公司Medin ice
及Sebastian Stec教授开发的创新型
MiniMax电极。 由于内置3D测绘系统，
电极适合在不使用X射线的情况下执行心
脏消融手术。 融或治疗心律失常的方法
涉及通过动脉或股静脉将电极引入患者
的心脏，该方法首先于1992年4月在波
兰由Franciszek Walczak教授执行。  从
那时起，程序中使用的工具技术不断得
到改进。 新技术可以提高程序的安全性
并缩短程序的时间。 作为临床试验的一
部分，第一批患者将在年底使用这种方
法。 更多 http://medinice.pl/projekty/
minimax/

克拉科夫体育大学振动疗法实
验室
2018-02-20
在克拉科夫体育学院成立了波兰第一个振
荡和循环Wibroterapia实验室。 在33平方

米的房间里，有九个科学实验站，一个带
有运动模块的书架和背景放松音乐。 该工
作室由新松琦的Vitberg制作。 可以在工
作室进行的研究范围是当代科学和工业共
生趋势的一部分。 Wibroterapia能够改善
血液循环，有助于身体的康复，并改善训
练结果。 它也被实验性地用作癌症治疗和
唤醒患有药物昏迷的患者的治疗的支持。

华沙母婴学院医生的开创性行
动
2018-02-21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这样一个小孩子身
上进行这样复杂的手术。 在华沙的儿童
和青少年儿童和青少年研究所的肿瘤和
肿 瘤 外 科 ， 一 名 8 个 月 大 的 女 孩 被 植 入
了肱骨内置假体。 创新手术由外科医生
AndrzejSzafrański，Bartosz Pachuta和
Magdalena Rychłowska-Pruszyńska完
成。 除去疾病暴发（尤因肉瘤）后的医生
使用了适合这样一个小病人的专用机械内
置假体; 她的肱骨长度是10厘米。 如果没有
植入物，去除病变将需要切断整个骨头。 
应用的内置假体将随着女孩的手臂的发展
而延伸，然后由较大的一个替换。 一段
时间后，可以使用电磁延长植入物（kp） 
更多 http://www.imid.med.pl/pl/top-
menu/biuro-prasowe http://www.
rynekzdrowia.pl/uslugi-medyczne/
warszawa-pionierska-operac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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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克拉科夫的学者正在构建
新一代磁共振
2018-02-21
来自亚盖伦大学物理研究所光子学系的
Szymon Pustelny博士的团队为核磁共振
设备铺平了道路，没有当前使用的设备的
缺点。 你不需要沉重和昂贵的磁铁。
Pustelny博士解释道，我们提出了一种新
方法 ， 使用零磁场或非常弱的磁场和光学
磁力计。
来自亚盖伦大学的研究人员检查 改变用于
共振研究的样品或物体的制备的可能性。 
除了今天以外，它们使用信号分析的物理
基础。 由于这一点，他们正在计算有关分
子结构，化学键强度等信息，而不需要昂
贵的超导磁体。
从视角来看，这将允许例如识别化学物质
并检测液体爆炸物, Pustelny博士    强调
道。（KP）
更多 http://www.nauka.uj.edu.pl/
aktualnosci/-/journal_content/56_
INSTANCE_Sz8...

IT系统将检查假肢对患者是否
安全
2018-02-22
来自罗兹工业大学和罗兹医科大学的年轻
科学家团队正在研究分析使用各种类型的
人工假体（支架移植物）对患者的影响的
设备和算法。
医生 在手术前使用该项技术检查哪种类型
的假体对病人的状况和并发症风险最有用
来自罗兹工业大学过程工程与环境保护系
的Andrzej Polańczyk博士解释说。
评估假肢的适用性分几个阶段进行。 首
先，在放射学检查的基础上，在3D打印机
上生成病人的主动脉模型。 引入不同类型
的假牙; 通过模拟血流量监测功能，评估安
全水平并评估潜在风险。该系统目前正在
进行专利程序。 除了 Andrzej Polańczyk
博士之外，还有 Michał Krempski-
Smejda工程师，Michał Podgórski博士
和Maciej Polańczyk博士同时在进行该项
目。 该项目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提供资
金。（KP）

支持失语治疗的创新应用
2018-02-23
近一年来，第一个完全免费的程序辅助语
言治疗疗法已经失去了沟通能力的失语患
者，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 由于Gliwice
的Technopark，Jagiel lonski大学的
Collegium Medicum和Salus Publica基
金会之间的合作，创建了Afast应用程序，
这是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共同资助的社
会创新计划的一部分。 Afast应用程序从
2017年3月开始运行，网址为http://www.
afast.pl，是一种多媒体修复工具。 该解
决方案为患者提供失语症，他们的护理人
员和无日照疗法，可免费获得由专家准备
的治疗。 它还可以让您与照顾者或言语治
疗师合作举办课程。 该计划包含超过30
组练习，旨在用于三种失语症的康复 - 失
语，理解以及阅读和写作能力。 它适用于
患轻度或中度失语症的人。 它也可以用于
治疗其他神经疾病，如阿尔茨海默氏症或
帕金森病。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新实验室
是与该行业合作建立的
2018-02-26
研究意外伤害对脊柱的影响，创造出能帮
助医务人员照顾病人的机器人 - 所有这一
切都将得益于莱昂纳多实验室，该实验室
是在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建立的。
莱 昂 纳 多 实 验 室 将 创 建 的 解 决 方
案是跨学科和实际应用。 其中
创 造 的 技 术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照 顾 健
康 ， 并 支 持 医 务 人 员 防 治 疾 病 。 
莱昂纳多实验室是波兰大学与波兰工业合
作的又一例证。 这得益于格利维采大学生
物医学工程学院与智能工业自动化市场领
导者之一的APA集团的合作。

远程医疗会议
MEDmeetsTECH
2018-02-27
第5届MEDmeetsTECH将于2018年4月18
日在华沙正式开幕，企业家，创业公司，
医生和科学家将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将关

注远程医疗。
MEDmeetsTECH计划将包括会议：趋势，
医学，知识转移，法律法规，融资和启动
演示。 在活动期间，将介绍实施远程医疗
系统的实例，公共或私人付款人提供的各
种形式的此类服务以及全球市场趋势。 我
们将介绍远程医疗领域最有趣的初创公司
以及在这一领域开展创业的法律挑战。
MEDmeetsTECH旨在为医学，科学，
技术和商业领域的专家创造空间，以建
立对话和交流经验。 作为会议的一部
分，MEDmeetsTECH创新展览会也将于4
月19日举行。
会议注册
http://medmeetstech.com/rejestracja

在Przemyśl电子护士将帮助挽
救病人
2018-02-27
“电子护士”在Przemyśl的省立医院医院
急诊科对患者进行第一次基本检查。 它将
检查血压，心率，体温，饱和度，以及胸
痛和毛细血管充盈时间。
结果通过一种特殊算法进行处理，该算法
允许客观评估患者的状况并确定他们将要
去医生的顺序。 完整的诊断持续60到90
秒。
电子护士“将会诊断所有年龄的患者，包
括新生儿。 改善工作，通常是拥挤的医院
急诊科。 快速诊断提高了患者的安全性，
方便了医务人员的管理，加快了对后续治
疗过程的决策。（KP）
更多
https://www.portalprzemysk i .p l/
e l e k t r o n i c z n a - p i e l e g n i a r k a - w -
przemysk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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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科学家研究过狗DNA--他
认为杂交品种是超级杂交品种
2018-02-28
混種狗不是杂交品种，它们是独立的，
独 立 的 品 种 ， 比 人 类 饲 养 的 狗 更 好 ，
更健康，更强壮。 来自华沙波兰科学
院 博 物 馆 和 动 物 学 研 究 所 的 W i e s ł a w 
Bogdanowicz教授，与该团队一起进行了
狗的DNA研究并给出了这样的结论。 基因
上的杂交与其祖先最为接近 - 教授说 - 从
新发现的事实中可以看到杂种的图片，如
超级犬，犬类贵族的顶峰。 完全依赖于人
类的纯种狗尚未发育或具有有限的特征以
生存并适应环境条件。 混杂的人在它们身
上耸立; 它们更强壮，更健康，且免疫和
生殖系统更好地工作，它们有更敏感的感
官，尤其是气味。 在世界各地有大约十亿
犬，其中四分之三是杂交品种。 更多信
息 http://shareinfo.pl/kundel-to-brzmi-
dumnie-najnowsze-odkrycia-sugeruja-
ze-to-psia-superrasa/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的学生开发
了一个护理人员的移动应用程
序
2018-03-02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电子，电信和信息学院
的学生开发了一个移动应用程序，取代了
由护理人员完成的纸质干预报告。 这项
工作由波兰红十字会在格但斯克的波莫
尔斯基地区分部在博士的指导下进行。 
Sławomir Ambroziak。 学生建立的系
统也应该解决与存储医疗干预卡有关的问
题。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电子，电信和信
息学院的学生一直在准备满足市场需求
或由公司委托进行十几年的项目。 更多
信息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 o n t e n t / s t u d e n c i - p g - s t w o r z y l i -
aplikacje-dla-ratownikow-pck?p_p_au
th=xm2SZbut&redirect=https%3A%2F
%2Fpg.edu.pl%2Faktualnosci%3Fp_p_
auth%3Dxm2SZbut%26p_p_id%3D101_
INSTANCE_hWGncmoQv7K0%26p_p_
l i f e c y c l e % 3 D 0 % 2 6 p _ p _

s t a t e % 3 D n o r m a l % 2 6 p _ p _
m o d e % 3 D v i e w % 2 6 p _ p _ c o l _
i d % 3 D c o l u m n - 1 % 2 6 p _ p _ c o l _
count%3D1

位于普沃茨克州的国立高等职
业学校新的妇产科实验室
2018-03-08
Andrzej Nowakowski总裁及来自普沃茨
克州高等职业学校校长Maciej Słodki教授
开设了妇产科实验室。 它将成为医疗模拟
中心的一部分，该中心将在普沃茨克大学
成立，作为欧盟资助项目的一部分。 该工
作室还获得了200,000兹罗提的支持，为该
工作室配备了城市预算。 该中心旨在使护
理和助产学生能够使用最新的全球技术。 
来自普沃茨克市的部分共同筹资是为了适
应和扩展模拟中心的新部分。 这样就可以
购买反映人体器官和区域的训练模拟器，
模拟人体功能系统和器官的模拟器。 该设
备将使学生掌握技术资格，并将支持学习
如何正确与患者沟通。

波兹南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创新
技术来对抗癌症
2018-03-08
在波兹南实验室，研究了一种从大麻辅料
获得支持治疗癌症患者的方法。 该项目
由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与天然纤维和药用
植物研究所，波兹南医学大学和波兹南波
兰科学院人类遗传研究所合作进行为期四
年。 因此，他们研究了一种创新技术，用
于获得含量较低的精神活性物质麻的支持
癌症患者治疗的药物。 也获得了结果，其
显示了该植物中所含的化学化合物（大麻
素）可以抑制甚至消灭癌细胞。 然而，在
药物进入市场之前，多年的分析，临床和
观察研究将是必要的。

实用肛肠 - 欧洲唯一的大学等
研究生课程
2018-03-09
研究生教育的医学中心与雅盖隆大学医学
院一起开创了两个学期的研究生课程“肛
肠实用”课程。 这是在欧洲市场上的唯一

一所大学的研究生课程，考虑到肛肠理论
和实践问题。 这些研究是与波兰结肠病学
会合作建立的，该研究所处理结肠疾病的
问题。 来自波兰各地的最杰出的专家被邀
请参加课程，30名外科医生参加了第一次
课程。

卫生挑战大会上医疗设备的创
新
2018-03-13
“我希望创新的远程医疗解决方案越来
越多地被纳入保证服务的范围。 我们将
就此开展工作” - 波兰卫生部长Łukasz 
Szumowski在波兰医疗器械商会POLMED
组织的关于医疗器械创新的小组讨论会上
表示。 关于项目商业化过程中医疗创新
和发展障碍的讨论是作为卡托维兹卫生挑
战会议的一部分举行的，该会议于2018
年3月9日至11日举行。 我们有世界上销
售的波兰心脏产品，但没有在波兰销售，
因为它们不在国家退还的产品中。 部长
Szumowski说，直到从商业化到偿付的
快速路径之前，谈论商业化是很困难的。 
在小组讨论结束时，波兰医疗器械商会
POLMED宣布开始就波兰医疗器械市场的
报告开展工作。

西里西亚经济学院将建造虚拟
医院
2018-03-14
经济学的西里西亚高校卡托维兹签署了中
心的诊断和妇科治疗和乳腺疾病Tommed
了合作协议。 这与“实施护理方向发展
计划”项目的实施有关，作为“运营计
划知识教育发展”（POWER）的一部
分。 学校将为医学院的护理方向创建一个
Monoproil医疗模拟中心。 将在卡托维兹
大学建立的虚拟医院将提高未来医务人员
的教育质量。西里西亚高校是35所大学培
养护士和助产士在波兰从欧盟基金项目权
下受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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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研究所将建立
2018-03-15
在2018年第四季度，虚拟研究所团队的招
聘将开始 - 卡托维兹第三届卫生挑战大会
（HCC）期间，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Piotr Dardziński说。 虚拟研究所项目是执
行总理Mateusz Morawiecki和副总理，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a在
2017年提出的概念。 根据他们的公告，新
机构将投资5亿兹罗提在波兰进行的主要是
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研究。

在世界医学院目录中的
Zielonogórskie大学医学院
2018-03-15
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信
息，因为未来它将使他们能够在欧盟之
外，尤其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培养医生的文
凭 - Zielonogórskie大学医学和健康科学
系院长Agnieszka Zembron-Łacny教授
说。 医学院校的世界名录之前组合包含
在世卫组织世界名录，国际医学书籍目录
（IMED）目录和阿维森纳信息。 其中包括
来自世界各地的2,900所大学的信息（包括
19所波兰医学院和领导医学院的院系），
招聘条件和医学研究的时间。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将开发颅面
重建的创新技术
2018-03-15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医学院喉科开
始实施“面部区域受损组织重建和再生新
技术手术实践介绍”项目。 这项承诺将由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共同资助，金额将近
700万兹罗提。 该项目将作为联合体的一
部分实施：卡利维治西里西亚医科大学，
格利维采有色金属研究所，“Solveere”
公司和Zabrze的Kardio-Med-Silesia。 该
联盟的主要任务是开发用于接收将用于面
部重建的个性化组织支架的技术。

冈本教授访问弗罗茨瓦夫理工
学院
2018-03-19
来 自 名 古 屋 丰 田 技 术 研 究 所 的 冈 本
（Masami Okamoto ）教授将访问弗罗
茨瓦夫理工学院。他说 诺贝尔奖候选人中
提及的世界著名日本化学家。作为访问教
授计划的一部分，他将访问弗罗茨瓦夫大
学， 冈本教授将在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举
办关于“应用于组织工程中的纳米复合材
料”的专题讲座（3月19日至23日），并
将作为开放的跨学科科学研讨会（3月20
日）的嘉宾出席会议。 日本方的科学兴趣
包括：获得生物复合材料和聚合物纳米复
合材料，骨组织工程，再生医学，癌细胞
转移和癌症干细胞。

副总理Gowin在什切青医学院
校学生国际会议
2018-03-19
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
在第四届什切青医学院校学生国际会议开
幕式上说，它不会指望名字前的信件，而
是真实的科学成就。 这是对教育改革的一
个参考。 这次针对学生和年轻医生的会议
由位于什切青的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学生
科学协会组织。 与会者了解了研究成果和
医学的最新趋势。 他们还有机会见到其他
年轻科学家，交流经验，想法或灵感。 会
议期间，还举行了有关健康，牙科和博士
生的课程

“不朽的蛋白质”将有助于治
疗青光眼
2018-03-22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医学院生理学
系的科学家们获得了超过一百万兹罗提的
研究经费用来研究一种治疗青光眼的不朽
蛋白质。 该疗法是向眼睛递送负责产生
HuR蛋白以增加其在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中
的含量的额外基因。 HuR被称为不朽蛋白
质，因为它以高浓度存在的细胞更能抵抗
破坏性因素。 青光眼是一种慢性，神经退
行性疾病，导致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受损和
视觉途径的更高水平。 未经处理可能导致

完全和不可逆转的失明。 动物研究表明，
在卡托维兹开发的方法可以显着减缓疾病
的进展。

3,500万兹罗提将投入开发结
肠癌药物
2018-03-28
Pure Biologics公司利用弗罗茨瓦夫科技园
的实验室获得了国家研究与开发中心的资
助、3500万兹罗提的项目资金将投入开发
抗癌免疫疗法的创新药物。 此项研发的目
的是为了开发一种名为多克隆抗体的重组
抗体 、它将被用为结直肠癌患者的免疫治
疗药物的候选药物；此类癌症是女性确诊
的第三大常见癌症、男性常见的第二大癌
症。 研发项目计划于2018年上半年启动，
将基于PureSelect的技术平台：一个搜索
具有治疗和诊断潜力的抗体片段来进行研
发。Pure Biologics公司提出的解决方案将
允许开发具有独特治疗潜力的创新药物，
以准备开始第二阶段的临床试验。

弗罗茨瓦夫体育大学将定期检
查弗罗茨瓦夫足球俱乐部球员
2018-03-28
弗罗茨瓦夫体育大学和弗罗茨瓦夫足球俱
乐部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他们将会对弗
罗茨瓦夫足球俱乐部的球员进行定期的运
动、生理、及心理检查费测试。 在新闻发
布会上签署两方高度赞赏了文件重要性； 
体育学院的校长 Andrzej Rokita说：“这
是双方将多年密切、长期合作的开始”。
协议规定了弗罗茨瓦夫足球俱乐部对使用
体育学院设施的规则。 弗罗茨瓦夫足球俱
乐部主席Marcin Przychodny宣布道： “
这是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在这次
合作之后承诺了很多” 。并且强调了合作
伙伴关系的战略性质，表示他愿意借助科
学来挖掘球员们的更多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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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第一例儿童角膜上皮干细
胞移植
2018-03-29
来 自 卡 托 维 兹 西 里 西 亚 医 科 大 学 的
Edward Wylęgała教授及 Dariusz 
Dobrowolski教授进行了波兰首例儿童角
膜上皮干细胞移植。 病人是一名来自10
岁的古巴的儿童，四年前患有熟石灰烫伤
左眼。教授们确定在手术一个月后，男孩
受损的眼睛中恢复了视力并且可以看到字
母。 卡托维兹地区铁路医院是该大学眼科
临床科室中唯一一个在东欧的眼科患者接
受最新干细胞治疗的地方。 治疗的主要阶
段是：细致的患者资格 - 参与治疗的候选
人; 从健康的眼睛取材; 在意大利摩德纳的
参考中心进行育种，然后移植以替换受损
组织。

雅盖隆大学举行神经科学国际
会议
2018-03-30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将于2018年4月20日
至22日组织NEURONUS 2018 IBRO神经
科学的国际会议。 Neuronus IBRO神经
科学论坛是中欧和东欧的重要科学会议，
致力于动态开发神经科学。 去年有500名
代表来自18个国家的61个研究机构和大
学的人员参加了会议。 今年的科学计划
分为四个主题组块：药物治愈、认知会
议、生物学会议和医疗会议。由来自耶路
撒冷希伯来大学的Amir Amir，伯明翰大
学的Ole Jensen、马格德堡大学的Otton 
von Guericke、 Markus Ullsperger，布
里斯托尔大学的Emma Robinson、拉瓦
尔大学的Yves de Koninck和海德堡大学
Tomas Kuner的科学家们来讲解。 更多信
息： http://neuronusforum.pl/

最新一代的医疗模拟器将很快
进入奥波莱大学
2018-03-30
在奥波莱的妇科，妇产科和新生儿科中
心，将获得奥波莱大学引进的最新一代医
疗模拟器。 “我们大学正处于与卫生部
达成协议的阶段，卫生部为装备医疗模拟

中心所需的设备分配了相当多的资金。” 
Zenon Halaba教授说道。 在奥波莱，您
可以看到最新一代的新生儿模拟器，哈尔
成人型模拟器，模拟器，了解病人和培训
的插管学习和提高腹腔镜手术。 “做专业
医生需要不断追求完美，以消除犯错的可
能性。 这是学习模拟器的可能性，例如，
当你可以插入一个模拟病人50次，以便在
第50个时刻完美无瑕地完成它”。

比得哥什大学医学中心
2018-04-05
比得哥什大学医学院医学中心隆重开幕；
近 1700万兹罗提用于全新装修设施。其中 
近1100万兹罗提资金来自欧盟补贴，600
万兹罗提来自波兰卫生部。 医学中心拥有
设备完善的高保真模拟室，配备先进的模
拟器；重症监护室、医院急诊室、产房、
手术室、救护室和护理室。 其中低保真
模拟客房，其中使用多种模拟器和模型例
如外科技能以及临床技能实验室教学的空
间；另外一件实验室设有模拟患者进行整
形并且和医疗团队和游乐厅计算机辅助教
学之间的人际交往能力大厅。  

波兹南医疗模拟中心的救护车
和乘客模拟器
2018-04-06
在波兹南医科大学的医疗模拟中心创建了
救护车和救护车模拟器。 它将允许对未
来医生和医务人员的工作环境进行全面测
绘。 救护车模拟器是驱动我们的道路特别
适用于在仿真中心工作条件救护车的忠实
副本；它有一个司机舱切割，医疗舱将与
威尼斯镜一起用于控制室，讲师将从那里
观看救援队的工作。 除了救护车之外，还
有一辆真正的乘用车，将安置一名成年人
体重的特殊紧急人体模型，以实现与交通
事故相关的医疗程序。 仿真设备是在欧洲
基金的帮助下实施的“操作计划知识教育
发展”。 共同融资价值超过1600万兹罗
提。

比亚韦斯托克的科学家获得专
利“替代天然唾液”
2018-04-06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比亚韦斯托克
医科大学和南特纳米技术公司颁发了“
天然唾液替代品”发明专利。 本发明由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小
组研究： Jan Dąbrowski教授和Joanna 
Mystkowska博士以及来自比亚韦斯托克
医科大学的Halina Ca教授和Katarzyna 
Niemirowicz博士组成。本发明的实质是
将具有有利的物理化学和摩擦学性质（与
摩擦有关）的口腔唾液的替代物以低温和
低压等离子体处理过的生理盐水为基础，
制备由粘蛋白，黄原胶和纳米金胶体溶液
组成的人造唾液。---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
学公告报道说。 该制剂的作用是润湿口腔
并减少牙科系统中的摩擦。 这对唾液疾病
患者尤其重要，例如接受过癌症治疗的人
或使用抑制唾液分泌的药物的患者，如使
用抗抑郁药物患者。

独特研究领域将从雅盖隆大学
医学院药学系开始
2018-04-10
药物发现与开发（DD＆D）是波兰和中欧
在该领域唯一的研究；从下一学年开始，
他们将被纳入雅盖隆大学医学院制药学院
的教育项目中。 克拉科夫大学方面报道
说：“新方向是为化学、生物、制药和医
学科学领域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毕业生们
提供继续教育的建议，重点将放在识别和
开发新药方面 。”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
高素质的专家准备在药物工作方面将理论
知识与实践技能很好的结合起来；研究计
划是与制药公司共同合作的、课程将以英
语授课，招生标准为面试、课程将针对
欧盟公民免费。 详细信息请访问：ddd.
farmacja.cm.uj.ed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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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创新公司Neuro Device
将在全球竞争的最后竞赛中夺
得100万美元
2018-04-10
来自华沙的创业公司Neuro Device已
经开发出一种刺激中风后大脑受损部位
的方法；该创新解决方案参加了世界大
赛Chivas Venture的决赛，并且有望
赢得100万美元的奖金。 每年，Chivas 
Venture大赛的创始人都会投资用于于
改 变 世 界 、 永 久 影 响 人 类 生 活 质 量 的
项目。Neuro Device公司总裁Paweł 
Soluch 参加竞争并解释道： “该解决方
案是基于神经调节、与电脉冲的大脑相关
区域的刺激、使延续其正确处理创建或
在大脑替代中心和连接。” 因为Neuro 
Device公司赢得了波兰地区的比赛，所
以才有资格参加今年将在阿姆斯特丹举
行的世界决赛。为了在全球版的Chivas 
Venture中获得第一名，Neuro Device司
仍然需要互联网用户的投票，这些投票可
以在4月25日通过网站移交给他们：www.
chivasventure.com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项目将得
到波兰抗癌联盟的资助
2018-04-17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研究人员的研究项目“
分析法定禁止在运送儿童的乘用车中使用
烟草和烟草制品的可能性”在Onkogrants
竞赛中获得资助。 项目的目的是分析关于
私家车中儿童吸烟烟雾暴露的现有研究，
审查选定国家的立法趋势，并分析在波兰
实施这些规定的合法性和可行性。 测试
结束后，将会创建一份包含立法提案的报
告。 它将在与卫生部协商的基础上编制并
将分发；研究得出的结论将成为科学出版
物的基础。 Onkogrants每年由基金会颁
发的 “波兰抗击联盟”颁发，新基金在
竞争过程中出现，目前尚未由其他机构提
供的项目“参与2015-2024年波兰癌症战
略”项目资助。

弗罗茨瓦夫大学研究人员与
400年前的药物制剂
2018-04-17
来自医学大学和弗罗茨瓦夫大学的研究人
员将联合重新创建和分析400年前的文章
中描述的药物制剂；该研究项目时长预计
4年，并且于今年开始实施。 来自两所大
学的科学家小组将由弗兰茨拉夫大学波兰
与十六世纪通史系Jakub Węglorz博士领
导；历史学家将与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生
命科学系的研究人员一起工作。 “基于波
兰古老时期（XVI-XVIII世纪）鉴定的药物
制剂的重建和分析” 项目由Sonata Bis 7
竞赛提供资金。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博
士生在日内瓦展览会上获得金
奖
2018-04-20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Joanna 
Kozłowska博士在日内瓦举办的第46届
国际发明展上获得了医疗类金质奖和马
来西亚科学研究协会特别奖。 Joanna 
Kozłowska博士就制备黄酮类化合物的新
衍生物植物中天然存在的有机化合物提出
了一系列46项发明；在比赛中，她参加了
M级别的相关活动，涉及医学，手术，卫
生，骨科和残疾人用品。 与弗罗茨瓦夫
医科大学联合进行的研究检查了Joanna 
Kozłowska博士获得的化合物对癌细胞系
的活；Joanna Kozłowska博士说： “在
我们的研究中，我们专注于结肠癌，未来
我们计划研究其他细胞系，包括 乳腺癌。 
最初的结果非常有希望。“  

生物园和罗兹医科大学共同研
究骨髓瘤
2018-04-24
生物园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心；它拥有一流
的研究设备，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实验
室。 罗兹生物园与罗兹医科大学建立了研
究合作关系；在两年内，他们打算根据个
性化基因检测关于一些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对药物治疗无反应的研究。 据新闻发布会

报道，来自罗兹医科大学兼罗兹省肿瘤和
创伤外科中心医生Tadeusz Robak教授将
参加这项研究；医疗团队将采集骨髓进行
检测，然后将选定的遗传材料送往个性化
医学实验室和生物园的生物技术实验室。 
对最危险的血癌之一进行研究的合作结果
对于匹配特定患者的治疗非常重要。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国际会议
2018-04-24
4月25日至26日在卡托维兹举行西里西亚
国际医学大会。 该会议是跨学科会议， 
计划为学生和博士生举行全体会议；作为
学生科学俱乐部活动的一部分，学生将
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为临床和实验
医学课程的一部分，博士生将在新创建的
博士生“综合医学”期间展示他们的工作
成果。 西里西亚国际医学大会举办已经
有一段时间，每年西里西亚医科大学都
有1700名学生和年轻医生参加。 更多信
息：www.stn.sum.edu.pl  

Wojciech Golusiński教授当选
为欧洲头颈协会主席
2018-04-24
Wojciech Golusiński教授是 波兹南医学
科学院头颈部和喉科外科主任兼诊所主
管，他当选为欧洲头颈协会（EHNS）主
席。 EHNS汇集了在日常实践中处理头颈
癌的医生专家们：喉科医生，头颈外科
医生，颌面外科医生，肿瘤外科医生，
整形外科医生，放射治疗师，临床肿瘤
学家，放射科医师和病理学家。 EHNS协
会还包括语言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肿
瘤护士，心理学家，营养师和社会工作
者，以及在每个治疗阶段支持头颈部癌
症患者的患者组织。 EHNS的主要目标是
普及关于头颈部癌症的知识，并支持最
高标准的研究，教育，预防，治疗和护
理患者。 更多信息：http://www.ump.
edu.pl/aktualnosci/profesor-wojciech-
golusinski-prezydentem-european-
head-and-neck-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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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首例植入式皮下心律失常
记录仪与智能手机实时监控
2018-04-26
在华沙医科大学儿童临床医院儿科和儿童
心脏科，进行了首例也是欧洲首例的儿童
植入皮下心律失常记录仪，并且由智能手
机实时监控。 据华沙医科大学信息与促
进办公室介绍，参加这一历史性的治疗方
案的人员有：儿童心脏病学和普通儿科
心脏病学博士Piotr Wieniawski博士、来
自麻醉学和强化儿科治疗部的Katazyna 
Gadomska博士和Abot公司的Piot r 
Przygodzki博士以及华沙医科大学儿童心
脏病学系和儿科心血管系统侵入中心的护
士和技术人员。

雅盖隆大学教授成为欧洲小儿
泌尿外科学会秘书长
2018-04-26
Rafał Chrzan教授自2016年9月1日起一
直担任克拉科夫 罗科卡姆大学儿童医院儿
童泌尿科诊所的负责人。 来自雅盖隆大学
的Rafał Chrzan教授成为受欧盟医学专家
（UEMS）的监督的欧洲儿科泌尿外科学会
（EBPU）的董事会成员兼秘书长。 欧洲小
儿泌尿外科学会的主要目标是促进这一领
域的医学发展，包括通过医生在治疗儿童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方面的经验交流。

Daniela Gianoli教授将在弗罗
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开
设公开课程
2018-04-27
在自然科学领域应用数学统计领域的杰出
专家Daniela Gianoli教授将于13-14日在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做客；截
止4月30日星期一 ，您可以弗罗茨瓦夫环
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的网站上注册Daniela 
Gianoli教授的公开课程。 弗罗茨瓦夫环
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网站上引用生物和动
物育种学院遗传学系的Joanna Szyda教
授的语录：“没有数理统计学，现代遗
传学就不可能存在，因为它是用复杂的
遗传模型分析所谓属性的工具。”她认

为，数理统计和计算机科学在生物学中的
应用是现代数据分析的基础。 Gianoli教
授课程的主题是数学统计方法在基因组
学中的应用，特别强调应用于家畜以及
用复杂的遗传模型分析特征。Gianoli教
授最早担任世界银行专家，后来在伊利
诺伊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工
作。 更多信息：http://www.glos.upwr.
edu.pl/aktualnosci/47738/statystyka_
matematyczna_z_prof_gianola.html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正在研究纳
米纤维素的生物植入
2018-04-30
来自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心脏外科和血管外
科门诊的研究小组已经在三只由细菌纳米
纤维素制成的原始心脏瓣膜假体的绵羊中
进行了实验植入。 这些手术是在比利时鲁
汶天主教大学的实验医学实验室进行的，
这是一家世界知名的中心，专门从事心脏
手术中各种生物植入物的临床前研究。 手
术非常成功，并且现在开始了半年的观察
期，其目的是检查植入的心脏瓣膜的功能
并检查应用的生物植入物内的任何退行性
改变。

Gowin：我们希望在制造癌症
药物方面与美国合作
2018-04-30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宣布波兰将与美国肿瘤学家合作开
发现代癌症药物，合作将包括对癌症检测
和预防的研究。 副总理Gowin在访问美
国期间与卫生部代表一起访问了得克萨斯
州的肿瘤医院MD安德森癌症中心，他表
示：“我们非常有兴趣与MD Anderson开
展合作。 我们希望将我们的资金来源集中
在研究和开发上，包括生物技术部门。 在
创建现代癌症药物时，使用MD安德森的经
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华沙医科大学牙科中心正在建
设中
2018-05-09
华沙医科大学明年将增加一项新的设施：
大学牙科中心正在建设中。 将于5月14日
在巴拿卡校园的投资地点签署建设文件；
地点： Żwirkii Wigury 81。 新设施共有
五层，总占地面积将近19,000平方米，可
使用面积近17000平方米。 Archibis建筑
设计公司将提供设计，由Warbud公司施
工。 新牙医中心附近有临床研究和技术中
心，华沙医科大学儿科医院和华沙医科大
学图书馆和信息中心的综合楼。

在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进行的
欧洲第一例髌骨移植
2018-05-10
在弗罗茨瓦夫大学临床医院运动器官矫形
外科和创伤外科的医生操刀下进行了欧洲
第一例、世界第二例的髌骨癌患者移植手
术。 临床医院的负责人Szymon Draga教
授道：“对于这个患者医生不能使用肿瘤
切除的标准治疗方法、有必要重建整个伸
肌器械，让患者能够矫正膝关节，因此我
们决定进行移植手术。” 移植材料来自已
故捐献者；医生决定不给患者免疫抑制药
物，以免削弱人体的免疫系统；同时也存
在骨头移植到活体膝关节能否正常工作的
担心。在手术一年以后，我们了解到手术
真正成功了，因为患者能够重返工作岗位
并且未出现任何的排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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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的学生获得了健康保
护领导人的称号
2018-05-14
格但斯克大学生物技术学院和格但斯克医
学大学的学生是Biolumo公司的创始人，
他们在第23届国际卡托维兹卫生保护系统
大会期间获得了三项“创新理念”奖项中
的一项。 Olga Grudniak和Marcin Pitek
被授予了卫生保护领导人的称号；在大会
上，他们介绍了设备的设计，以快速确定
哪种抗生素可用于特定患者。 评委团非常
赞赏他们的想法，强调不精确的抗生素治
疗问题的重要性，是作为现代医学的关键
挑战之一 。 在此此前，Biolumo项目进入
了InfoShare 2017竞赛的最后阶段，柏林
的Startupbootcamp数字医疗加速器以
及“The Journal of mHealth”杂志也将
该公司列入全球数字医疗100强名单。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与瑞士
Västermanland Västerås医
院合作
2018-05-14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与瑞典Västerman
医院正式开始合作，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
主要假是学习和经验交流。 瑞典代表团在
弗罗茨瓦夫会晤期间，共同讨论了新的合
作领域：精神病学、肿瘤学、血管手术或
麻醉学。 来自瑞典的代表团对精神病学诊
所的科学活动感兴趣，除了药理学之外，
他们还将在处理自闭症，抑郁症，阿尔茨
海默氏症，阿斯伯格综合征以及寻求治疗
疾病的新形式。 在签署了延续自上个世
纪80年代的合作协议后，大学副校长Piotr 
Ponikowski教授强调了制定实践方面的必
要性：对双方感兴趣的合作研究，项目和
经验交流。

MedTrends - 欧洲现代健康保
护论坛
2018-05-15
5月23日和24日在扎布热举行第四届国际
MedTrends会议，届时将就波兰和欧洲
现代卫生保健的当前趋势，问题和挑战以

及欧洲现代医疗论坛进行讨论。 会议的第
一天将重点讨论与波兰数字健康实施和发
展有关的问题；讨论者将在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在教育，诊断和治疗文明病方面投
入大量的空间同时也是在波兰医疗保健系
统的新挑战和期望背景下。 第二天计划致
力于医疗保健初创企业；有计划的专家和
从业人员讲座以及研讨会和案例研究。 会
议还将举办MedTrends TOP TRENDS竞赛
会议，届时将选择最佳的医疗保健启动。 
申请参加会议信息：www.rejestracja.
medtrends.pl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学
生参加国家生物技术日
2018-05-16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生物技术
和食品科学学院的学生们在由弗罗茨瓦夫
大学，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和生命科学大
学共同组织的国家生物技术日中展示了科
学有趣的一面。 弗罗茨瓦夫的生物技术
专家为则为成年人和儿童准备了有趣的实
验；成年人能够在显微镜下看到有色的制
剂和昆虫，了解植物如何在体外生长以及
在犯罪现场如何检测血液。 儿童则动手参
加到许多实验中去，如清洗钱币、非牛顿
液、火山熔岩和其他有色爆炸。 由这三所
大学共同策划了各种新颖有趣的活动，在
活动中可以得到大学的各种学术小工具、
由学生们手工制作的香皂以及AgarArty，
一种葡萄酒中存在的细菌培养物，可以用
玻璃瓶密封保存。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医疗模
拟中心
2018-05-16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医疗模拟中心正式
开放；全日制课程将于10月在中心开始，
其投资成本接近2300万兹罗提。 医疗模拟
中心有6个模拟房间：手术室、新生儿重
症监护病房、儿童和成人重症监护病房、
医院急诊科、产房、救护车模拟器和护理
室。 模拟中心的设备和医院一样，患者模
拟器（幻影）忠实地反映了现实情况。 在
中心的课程中，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模
拟场景，并直接通过模拟器进行练习。 医

疗模拟中心还有一个虚拟现实室，学生
将学习对最高级别的模拟器进行超声波测
试，并在腹腔镜，内窥镜和血管手术领域
进行模拟操作。

雅盖隆大学医学院的临床科室
是波兰最好的医院
2018-05-17
克拉科夫大学医院的乳腺科和泌尿科、肿
瘤泌尿科、临床、、妇科和肿瘤科临床科
一起登上了Wprost周刊的全国排名“2018
医院”中排名第一。 大学医院泌尿科和
肿瘤泌尿科临床科主任Piotr Chłosta教
授说：“由于我们团队运作的经验具有低
死亡率和有利的长期结果，即没有复发的
良好体验； 这些结果都可以与世界上最
好的中心相媲美。“   更多信息： http://
rankingi.wprost.pl/szpitale

波兰唯一的双面血管造影仪在
奥尔什丁
2018-05-18
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的临床医院是欧洲最
现代化的，也是波兰唯一拥有二维血管造
影仪的医院，这是一种活体三维显示血管
检查的设备。尤其是在神经外科，神经病
学和癌症手术中使用双平面血管造影仪。 
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副校长Wojciech 
Maksymowicz教授解释到：“拥有这台
仪器我们将可以关闭血液流向癌细胞，从
而导致癌细胞死亡，或在缺血后的条件下
使大脑中的动脉连接起来 。” 5月15日将
在大学医院的实验室的放射学和神经外科
血管内科正式介入这一重要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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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大学科学家研发的有助于
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药物
2018-05-22
来 自 华 沙 大 学 新 技 术 中 心 的 J a c e k 
Jemielite和华沙大学物理系的Joanna 
Kowalska博士开发了mRNA分子5’末
端结构的新修饰，他们组成的团队在波兰
科学基金会项目获奖者的指导下完成了工
作。 据研究人员介绍，这一发现可用于开
发脊髓性肌萎缩症（SMA）或其他遗传性
疾病的药物。 由研究人员开发的新修改显
示出令人惊讶的生物学特性，从潜在的临
床应用角度来看具有吸引力。 本发明已经
引起制药工业的兴趣。 Jacek Jemielicie
教授的团队今年被欧洲专利局授予欧洲
发明人奖；目前正在进行的流行奖类别投
票正在进行中，其获奖者将在一次可参
加的在线投票中被选中： https://www.
epo.org/learning-events/european-
inventor/inalists/2018/jemielity.html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的
新方向：药房专业
2018-05-22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招生已经正式
开始，在四个院系中有14个院系可供选
择，2018/2019学年药房专业将是一个新
的专业。 第一轮本科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招
生已经开始，名额为610人； 硕士研究生
全日制及非全日制名额为670人、本硕连
读全日制及非全日制名额为695人。今年
等待高考毕业生的名额为近两千人。外国
学生可以选择英语授课课程：医学和牙科
学院、阿斯克勒庇俄斯，今年大学英语课
程招生计划名额为100人。 去年，最流行
的是专业是：医疗（超过11人）、医疗 - 
牙科（8.5）、美容（3.1）、医疗分析师
（2.6）、物理治疗（2.5）和营养学（2）
。 全日制招生人数为一千一百人。

什切青科学家从“创新孵化器
+”计划中获得拨款
2018-05-23
滨海省医科大学和什切青海事大学的五个
研究小组的项目从“创新孵化器+”计划中

获得了近250万兹罗提的项目资金。 获得
奖项的项目有：Małgorzata Tomasik博士
负责的 “在下颌骨缺失牙齿的印模托盘原
型” 、Bogusław Machaliński教授负责
的“一种用于早产儿脐带血采集的创新工
具包” 、Anna Lubkowska博士负责的“
在二氧化碳和臭氧气体的混合物中开发干
式浴技术” 、Ewa Sobolewska博士负责
的“创新的复合材料与埃洛石填料生产增
强牙科修复体“ 以及Grzegorz Stepien 
负责的“Total Free Station”自主测量
系统。 所有获奖的想法可以获得2年的支
持，特别是在研究成果商业化领域。

来自雅盖隆大学的Dariusz 
Dudek教授将领导欧洲心血管
介入协会
2018-05-24
来自雅盖隆大学医学院的Dariusz Dudek
教授当选为欧洲心血管介入协会（EAPCI 
ESC）主席。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波兰人
成为这个组织的主席。 Dudek教授将在
2020年开始正式任职协会主席， Dariusz 
Dudek教授是第二临床心脏病科和心血管
大学医院干预部的负责人，多年来一直在
实施心肌梗塞和混合心脏瓣膜手术的现代
治疗方法，为患者提供创新疗法的机会。

华沙个性化医学暑期学校
2018-05-25
2018年6月19日至22日第三届个性化医学
暑期学校新视野将开始，课程的组织者是
波兰个性化医学联盟、华沙玛丽亚罗多夫
斯卡居里研究所和欧洲个性化医学联盟。 
暑期学校的主要目标是提供关于个性化医
疗领域的最新报告和发现的知识，这将在
未来使患者更好地了解患者并选择最佳疗
法。 课程时长4天，课程的参与者是波兰
和欧洲的在放射学，肿瘤学，血液肿瘤
学，分子生物学和分子诊断领域的顶级专
家，届时将进行讲座和研讨会。 更多信
息： http://teach2018.com/

来自卢布林的学生是全国医学
模拟大赛中获得了最佳成绩
2018-05-29
卢布林医科大学的学生参加了在格但斯克
医科大学医学模拟中心举行的全国医学模
拟竞赛。 来自第10所医学院的团队必须解
决临床情况的任务：急性心力衰竭的院前
干预、心脏骤停的心肌梗死治疗和呼吸心
肺复苏术、管理肺水肿和哮喘、接受分娩
和手术治疗伤口。 参赛队由具有国际比赛
经验的裁判进行评估。 获得第一名的是卢
布林医科大学，第二名是克拉科夫雅盖隆
医学院，第三名是波兹南医学院。 共有八
十九名参加者参加了比赛。

Alina Wieliczko教授是利沃夫
大学兽医和生物技术的博士生
2018-05-30
弗 罗 茨 瓦 夫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的 A l i n a 
Wieliczko教授成为利沃夫兽医和生物技术
大学的荣誉博士，她是这所大学历史上第
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Wieliczko教授在弗
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兽医系兽医学系兽
医学与鸟类和外来动物诊所工作。 她是兽
医学方面的杰出专家，是禽类病理学领域
丰富科学和普及成就的创造者。 Wieliczko
教授在接受 “Głos Uczelni” 的采访时
表示，在被授予教授之后，拿到了博士的
头衔，这对她来意味着更多。当然，这种
尊严可以在不是教授的情况下获得，因为
它是为了取得特殊成就而获得的，但它是
对许多领域而不仅仅是科学领域的极大荣
誉，区别和赞赏。 这也是对综合活动的欣
赏。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
edu.pl/aktualnosci/47907/prof_alina_
wieliczko_doktorem_honoris_causa_
lwowskiej_uczeln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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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护性疫苗接种的科普大会
2018-06-04
2018年6月7日在华沙大学Artes Liberales
学院将举行一场关于 “Edward Jenner
提出有关天花疫苗接种概念220周年预防
性疫苗接种纪念日 “的科学会议。 在会
议期间，来自波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
Andrzej Karpiński教授将带来主题为“恐
惧 - 早期现代欧洲的流行病”的讲座、来
自文学研究所的Anna Nasiłowska-Rek
教授的“从瘟疫笛福到瘟疫之流：流行病
和文学”讲座。同时，研究生教育医疗
中心的科学家将介绍疫苗接种必要性的医
疗条件。Teresa Jackowska教授将带来
主题为“保护性疫苗接种 - 事实和神话”
的讲座， Janusz Ostrowski博士则将带
来“Hilary Koprowski和脊髓灰质炎疫苗接
种”讲座。

第四届西里西亚医疗和法律会
议将在卡托维兹举行
2018-06-04
第四届西里西亚医疗和法律会议由西里西
亚医科大学、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西
里西亚医疗中心、卡托维兹区律师委员
会、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博士学生会以及地
方政府共同组织。 今年的会议主要针对律
师和医生，博士生以及医学和法学学生，
并且分为两部分举行。会议稍微第一部分
将于六月六日至六月八日举行，届时将介
绍专家的角色及其在刑事和民事程序中的
重要性。 发言者将讨论任命专家的既定规
则，这两个专家都是机构专家团队中活跃
的，并且被任命为“特设专家”。 这次
会议的目的是要对抗法律和医学从业者和
理论家的立场，以及确定司法当局的需求
和期望。 会议的第二部分计划于10月举
行；将完全致力于解决与医疗失误有关的
问题。 更多信息： http://mckgorzow.
pl/dni-gorzowa-2018-energia-miasta-
program/

Köhlera教授在弗罗茨瓦夫医
科大学关于远程医疗的讲座
2018-06-05
弗 罗 茨 瓦 夫 医 科 大 学 和 基 金 会 科 学 家
Wratislavenses邀请各位参加柏林Charité
医 科 大 学 心 血 管 远 程 医 学 中 心 负 责 人
Friedrich Köhler教授的公开讲座，讲座将
于2018年6月8日作为国际心脏病学创新日
会议的一部分举行。 Friedrich Köhler教授
是著名科学杂志上的许多出版物的作者，
以及远程医疗解决方案传播和实施领域的
奖项获得者。 他也是欧洲心脏协会的成
员。 届时主题为“心力衰竭患者远程管理
方案的概念和实施”的讲座将以英文同声
传译的方式进行。

在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举行“有
意识的消费者”会议
2018-06-05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与滨海省卫生监督局将
于2018年6月7日举办“自觉消费者 - 膳
食补充剂，食品，化妆品，环境警告，标
签，信息“会议。 在活动期间，格但斯
克地区卫生和流行病学站的食品卫生，营
养和物品部主管Regina Szymańska将带
来关于“补品”的讲座、格但斯克医科大
学医学院和布鲁姆医学院的Małgorzata 
Grembecka博士将带来“适合服用补品
的人群及合适进补”的讲座、来自格但斯
克大学临床中心的Paulina Metelska将解
释“如何理解食物信息，标签和配料”。

2.3亿兹罗提将补助增加波兰药
店的竞争力和创新性
2018-06-06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宣 布 了
InnoNeuroPharm竞赛，目的是到2026年
大力增加波兰制药部门的竞争力和创新，
包括神经医学。目前已为该项目分配2.3亿
兹罗提补助资金。 InnoNeuroPharm部
门计划是由波兰制药业雇主协会和波兰神
经医学创新平台倡导，InnoNeuroPharm
部门计划将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是创新药
物产品、用于医药产品生产的创新技术、
创新诊断方法、在神经医学领域具有实用

诊断预测应用的新生物标志物、患者康复
的创新方法 在神经医学方面和开发支持药
物研究工具。   更多信息： http://www.
ncbr.gov.pl/fundusze-europejskie/
poir/konkursy/innoneuropharm-2018/

波兰科学院的EMBL会议
2018-06-11
波兰科学院生物学研究所将于2018年6月
19日至20日举办波兰EMBATH会议，会议
旨在纪念波兰加入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EMBL），并通过召开科学研讨会汇集波
兰和世界专家和 参与生物医学研究的科学
家。 科学研讨会将巩固社区处理分子生物
学。 在活动期间，生物学学生，博士生和
研究人员将能够获得与EMBL合作的全面
信息。 更多信息： http://embl.nencki.
gov.pl/

滨海省医科大学获得医疗模拟
中心的资助
2018-06-13
卫生部长批准将拨给什切青滨海省医科大
学约140万兹罗提的财政补贴，这笔补助资
金将被分配到新兴的医疗模拟中心。 医疗
模拟中心位于什切青大学健康科学学院附
近，具体地址为Żołnierskiej街道；它由两
个由三层地上层的玻璃大厅连接在一起。 
在医疗模拟中心有手术室、重症监护室、
医院急诊室、救护车模拟器、产房和护
理室、以及低保真模拟室：技术技能实验
室、临床技能和外科技能教学实验室、超
声波实验室和内窥镜，“虚拟病人”和医
生办公室形式的检查室；并且还配有研讨
室和电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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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医科大学学生开发的健
康应用软件
2018-06-18
波 兹 南 医 科 大 学 医 学 院 的 学 生 P i o t r 
Danielewski开发了一款手机应用程序，
可让学生学习听诊的基本知识。 “自我诊
断”移动应用程序包含肺部和心脏的生理
和病理声音。由于这个应用软件您可以扩
大正确的听诊技能，并获得有关给定声音
的来源和特征的信息。 该应用程序还为您
提供了测试知识的机会，包括两种有关声
音识别的问题以及有关其病因和特征的信
息。 问题分为心脏病学和肺病学两部分。 
应用程序得到了波兹南大学专家的一致好
评，Szczepan Cofta博士（肺病学）和
Przemysław Mitkowski博士（心脏病学）
都对这个软件给出了非常不错的评价。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为
残疾儿童设计了运通轮椅
2018-06-18
作为与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联合举办的行
动的一部分，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
准备了大约30种残疾儿童轮椅设计。 比
赛的发起人之一Tomasz Zatoński 博士
说：“我们认为为残疾儿童创造一种特殊
的轮椅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我们无法自己
单独完成，所以我开始与弗罗茨瓦夫理工
大学的科学家合作。” 残疾儿童的运动轮
椅必须安全舒适，保护脊椎，并在转弯和
不平坦的地形中提供稳定性。 轮椅的结构
还应具有耐受性和轻便性，防风雨，易于
组装，并配备机电一体化诊断系统，保证
在运动时作到减震和对重量过载的处理。

格但斯克大学博士生赢得了
FameLab竞赛
2018-06-18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生 物 学 院 博 士 P a u l i n a 
Jędrak的“长生不老药的秘密”演讲赢
得了 Kościuszko基金会赞助的FameLab
竞赛的总决赛。 Paulina Jędrak博士在
决赛中讲述了身体的衰老和染色体末端的
作用：端粒。 一些细胞，例如癌细胞产生
称为端粒酶的酶，其在每次分裂后重建丢

失的端粒片段。她说：“在我的演讲中，
我想向观众们传到我们可以使用端粒酶来
设计新的癌症疗法或延长人类生命的信
息。” FameLab是一个国际性的竞赛，
在这个竞赛中，科学家们将面对陪审团和
观众在三分钟内展示他们对他们研究工作
充满热情的内容。 在波兰，由哥白尼科学
中心组织。

雅盖隆大学获得欧洲公共卫生
领域最佳教育项目奖
2018-06-19
雅盖隆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研究所实施
的Europubhealth +项目获得了第一届
ASPHER院长和董事奖，以表彰欧洲地区公
共卫生领域最好的教育项目。 欧洲地区公
共卫生学校协会（ASPHER）是一个独立的
欧洲组织，通过改善该领域专家的教育来
加强公共卫生。 
此次获奖的Europubhealth +计划已经
由公共卫生研究所连同其他欧洲大学共
同实施了12年：位于法国雷恩的EHESP
公共卫生学院，谢菲尔德大学卫生与相
关研究学院（英国），格拉纳达大学 - 安
达卢西亚公共卫生学院（西班牙），雷
恩大学1（法国）和马斯特里赫特大学（
荷兰）；这些大学的课程均在公共卫生
领域进行Erasmus Mundus交流项目的硕
士研究。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研究员获
得COPERNICUS 2018奖
2018-06-21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Piotr Ponikowski
教 授 和 来 自 柏 林 C h a r i t é 临 床 医 院 的
Stefan Anker因心脏病领域的杰出成就
赢得波兰德国2018COPERNICUS科学
奖. COPERNICUS奖由波兰科学基金会和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每
两年颁发一次。 其目的是促进波兰与德国
之间的科学合作。 获奖学者希望德国与
波兰的合作具有特殊优势，结合不同的经
验，知识和资源共同解决研究问题。 科
学家们很荣幸紫金在心脏衰竭方面的研究
被评审团选中，这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这种
疾病的病理生理和开发新的治疗策略的研

究。 科学界报道了奖项的候选人，在今年
的竞赛中评审团对29项申请进行了评估。

波兹南医科大学博士获得奖项
2018-07-02
来自波兹南医学科学大学的Piotr Eder博
士在2015年 - 2017年胃肠病学和肝病学领
域发表的文章获得了国际Bares博士奖。 
获奖作品是发表于2015年的科学报告：“
用抗肿瘤坏死因子抗体治疗的回肠和回肠
结肠克罗恩病的一年结果的磁共振肠道预
测因子” 。 研究是与放射科共同合作完
成的，并与磁共振肠镜在预测克罗恩病
抗TNF-α治疗的长期结果方面的有用性有
关。 Bares奖成立于1994年，主要针对来
自中欧和东欧的研究胃肠病学和肝病学的
研究人员。 Piotr Eder是第四位获胜者。

3D打印技术在卡托维兹的发明
和创新博览会上获奖
2018-07-04
由比得哥什研究人员研发的用于支持儿
童上肢虚弱力量的3D打印技术的被动外
骨骼在卡托维兹举行的第11届国际发明
创新产业展INTARG 2018中获得三项大
奖。 托伦哥白尼大学医学院和比得哥什
的Kazimierz Wielki大学的联合项目赢得
了卡托维兹大奖赛，白金奖（连同投资和
发展部长的文凭）以及克罗地亚代表团颁
发的特别奖。 外骨骼应该支持儿童的肌
肉活动，并有可能将其应用扩展到成年
人。 由于使用3D打印，每个外骨骼都是
根据未来用户的尺寸单独制作的， 3D扫
描作为个性化治疗（患者定制治疗）的一
部分。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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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大学科学家发明的一种
创新型血管内支架
2018-07-05
哥白尼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的“加速植入
部位愈合，减少血栓形成的血管内支架”
发明在2018 INTARG 国际发明创新大会上
获得了金奖。 这项屡获殊荣的发明是血管
内心脏病学的革命性产品，血管内支架是
一种血管内支架，用于植入血管狭窄部位
以维持其适当的光照。 Maciej Gagat博
士Dariusz Grzanka博士和Alina Grzanki
教授还荣获WIIPA世界发明知识产权协会
和布加勒斯特科技特别奖。 本发明将通过
球囊血管成形术和支架植入增加血管舒张
程序，尤其是冠状动脉的功效，并能够有
效减少术后并发症。   更多信息： https://
www.umk.pl/wiadomosci/?id=25538

欧洲投资银行将资助2700万欧
元给波兹南医科大学
2018-07-05
欧洲投资银行向波兹南医科大学提供了来
自容克计划的2730万欧元贷款，这笔钱将
用于建立和装备医疗模拟中心。 作为投资
的一部分，将从创新制药技术中心建立一
个新的医学院医药工厂，这笔资金还将用
于建设眼科和医院救援部门。 欧洲投资银
行副行长Vazil Hudák，欧洲卫生和食品安
全专员Vytenis Andriukaitis以及投资和发
展部长Jerzy Kwieciński共同参加了正式签
署协议活动，波兹南医科大学由大学校长
Andrzej Tykarski教授代表参加，合作协议
由欧洲战略投资基金的担保。

奥波莱大学临床医院设有混合
手术室
2018-07-05
在奥波莱的大学临床医院开设了一间混合
手术室，该投资结合了手术室和机柜的元
素，用于低侵袭水平的治疗，并且将显著
提高患者的安全性。 混合手术室是外科
医生，心脏病专家，心脏外科医生和麻醉
师可以同时工作的地方。 手术室进行经典
开放手术与微创手术相结合的治疗。 同时
会允许微创手术并加速诊断，减少手术时

间。 混合手术室为患者的安全做了显著提
高，如果在手术过程中发现需要打开患者
某个部位并进行传统手术，可以立即完成
无需将其运送到其他地方。  

比得哥什科学家在INTARG 
2018获得金牌
2018-07-06
来自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的团队在卡托
维兹的INTARG 2018年大会上获得两枚
金牌。 Marek Macko教授和Zbigniew 
Szczepański工程硕士因光固化牙科植入
物的开发而获奖。 Joanna Paciorek-
Sadowska教授、Marcin Borowicz
工程硕士、 Bogusław Czupryński教
授、 Joanna Liszkowska博士、 Ewa 
Tomaszewska工程硕士因为用于开发用于
废弃物管理的亲生态工业技术，用于建筑
行业生产聚氨酯的聚（乳酸）作为替代多
元醇原料的项目获得金牌。 INTARG的特
点是跨学科，它们在生态学，医学或IT领域
展示了广泛的新颖性，以及针对各种行业
和日常用品的新解决方案。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的国际
博士研究招生进行中
2018-07-10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正在药学院和实
验 医 学 系 招 聘 医 学 和 制 药 科 学 领 域 的
免费国际博士研究。 这些研究将使医
学 和 制 药 科 学 领 域 的 高 级 专 家 接 受 教
育 ， 准 备 在 国 际 环 境 中 工 作 ， 创 新 主
题 并 使 用 现 代 科 学 中 使 用 的 最 先 进 技
术。 博士课程时长为全日制4年。   更
多信息： https://www.umb.edu.pl/
interdyscyplinarne_miedzynarodowe_
studia_doktoranc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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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正
在研究平流层中癌细胞的行为
2018-07-10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和弗罗茨瓦夫大学的
学生项目ARES（平流层的天体生物学和辐
射实验）赢得了3M民意调查，项目将获
得10,000兹罗提的补助金用来进一步发展
平流层癌细胞保存研究。 学生们希望在地
球表面以上约30公里的高度发送热气球，
以此来验证地球对人体皮肤细胞的辐射敏
感度以及研究正常的角质形成细胞和黑色
素瘤。这个高度的环境条件与火星上的相
同。 这一实验将检查所有高剂量辐射对人
体细胞功能的影响。 作为研究的一部分，
将尝试开发基于皮肤细胞的生物辐射传感
器，并检查所选择的天然来源物质在其用
于药理学保护中的影响以防止由电磁辐射
的作用引起的变化。

来自格但斯克的学生在全国生
理学知识竞赛中取得了成功
2018-07-10
来自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学生Małgorzata 
Styczewska赢得了波兹南全国大联合知
识竞赛的个人竞赛。 比赛由波兰生理学
会赞助，此次比赛共有来自9所医学院的
57名学生参加。 在比赛的第一部分，参
与者解决了选择的考验。 在选出12名决
赛选手之后，举行了比赛的第二次测试
部分，问题难度增加。 来自格但斯克大
学的Małgorzata Styczewska，Mikołaj 
Młyński和Izabela Kotlewska在团队比赛
中获得第三名。 9个学生团队的竞赛包括
在使用实践技能的生理知识的模拟场景中
解决临床问题。 经过激烈的战斗，来自波
兹南的学生们从卡托维兹队赢得了对阵球
队的胜利。

克拉科夫举行医学国际会议
2018-07-10
2018年7月15日至18日由波兰生物材料学
会、国际生物医学聚合物、生物材料学会
以及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材料科学陶
瓷学院共同合作组织了一次致力于生物医
学聚合物和聚合物生物材料的国际会议。 

会议将涉及与医疗用聚合物材料相关的问
题：获得创新聚合物植入材料的方法、特
性、细胞和组织反应、实验和临床结果分
析以及应用实例。 这将是一个由将材料科
学、化学、生物技术、生物学和医学等多
学科结合在一起的国际性会议。 更多信
息： https://isbppb2018.org/  

波兰科学家创造了一种用3D打
印的仿生胰腺
2018-07-13
仿生胰腺的构建方式与印刷骨骼元素的方
式类似，在整个血管系统的建立方面已经
开展了工作。 创造一个仿生胰腺是1型糖
尿病患者正常生活的机会，胰岛素可以阻
止胰岛素的分泌。 “3D打印仿生胰腺”项
目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资助，项目价值
为2470万兹罗提，将于2019年12月结束，
。 研究由Bionic 联盟进行，其领导者是科
学研究和发展基金会。联盟成员为华沙理
工大学、华沙医科大学、实验生物学研究
所、耶稣婴儿临床医院和MediSpace公
司。 更多信息： https://fundacjabirn.
pl/projekty/projekt-biodrukowanie-3d-
bionicznej-trzustki/  

弗罗茨瓦夫大学临床医院无输
血骨髓移植
2018-07-13
弗罗茨瓦夫大学临床医院的血液学，血液
肿瘤和骨髓移植部门的团队对一名因宗教
原因拒绝输血的患者进行了骨髓移植手
术。 病人是一名最近成为父亲的年轻人，
因宗教原因拒绝输血。 他患有霍奇金淋
巴瘤。 输血用于支持生物体，在使化疗
衰弱和植入早期患者干细胞后“新”骨髓
尚未发挥作用 在使化疗衰弱和植入早期
患者干细胞后。 来自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
的Tomasz Wróbel教授说：“这是波兰第
一例这样的移植手术；我们2017年12月
替这位患者做了手术治疗，治疗之后没有
出现并发症，患者状况良好，我们给他药
物增加了红细胞的产生，以此来平衡血红
蛋白水平。 ” 更多信息： https://www.
umed.wroc.pl/content/przeszczep-
szpiku-bez-transfuzji

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校际协议
2018-07-16
哥白尼大学医学院和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
科学大学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旨在加强
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合作教学。 教学
的主要目标是为医疗保健、生产和建设工
厂、现代修复医疗技术领域、医疗设备和
研发的学生们提供全面的教育。 教育范
围包括医学，技术和IT知识的所有重要元
素。 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从事研究的学生
将实施一项研究计划，计划的重点是实践
技能，在与患者接触，医疗保健机构和生
产医疗设备的科研机构在医疗环境中的合
作，计划将丰富创业课程。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博
士生将使细胞恢复活力
2018-07-16
Katarzyna Kornicka是来自弗罗茨瓦夫
生命科学大学生物学和动物生产学院的博
士生，她目前正在实施 “线粒体转移作为
一种创新方法，将干细胞恢复到从患有代
谢综合征（EMS）的脂肪组织中分离的干
细胞” 。 Katarzyna Kornicka解释说： 
“我们的研究人员试图用白藜芦醇和5-氮
杂胞苷使马干细胞恢复活力；在我的项目
中，我希望通过另一种方法，通过人工转
移线粒体来恢复相同的细胞，能从 “健
康细胞”中分离出来。从科学视角来看，
我们将有机会在人类医学中使用这种方
法，特别是在移植学方面。” Katarzyna 
K o r n i c k a 获 得 了 来 自 国 家 科 学 中 心 的
Prelude 14计划的140000兹罗提的项目补
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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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 美国在生物医学科学领
域的合作协议
2018-07-18
波兰卫生部部长Łukasz Szumowski教授
和美国健康与社会关怀部长Alex Azar签
署了两国生物医学科学领域的合作协议。 
Łukasz Szumowski部长强调： “通过合作
协议，波兰生物医学科学和波兰科学家将
获得发展和获取美国机构可获得的知识，
这也是波兰研究所的大好机会。” 波兰
国家学术交流局局长Łukasz Wojdyga访
问了美国并且宣布推出今年新的奖学金计
划，为医学和科学领域的约一百名波兰青
年科学家的博士研究项目提供资金。 美国
方面有兴趣在传染病领域，特别是结核病
方面合作和利用波兰的经验。

来自雅盖隆大学的研究人员获
得了美国临床解剖学家协会颁
发的奖学金
2018-07-19
来 自 雅 盖 隆 大 学 医 学 院 解 剖 学 系 的
Przemysław Pękala博士和Brandon 
Michael Henry博士获得了美国临床解
剖学家协会AACA的奖项。 AACA是世
界上最大，最负盛名的解剖学领域科学
家协会。 Przemysław Pękala博士获得
了最佳科学海报奖（生物力学背后与年
龄相关的Achilles Tendom解剖学变化）
；Brandon Michael Henry博士获得了
最佳解剖学出版物（平面报告的共识指
南） 解剖学质量保证（AQUA）检查表
框架内的解剖学研究伦理学研究。 获奖作
品是在雅盖隆大学医学院解剖学系Jerzy 
Walocha教授和Krzysztof  Tomaszewski
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科学家荣获
双重奖章
2018-07-19
来自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生物制药与药效学
系主任Michał J. Markuszewski荣获由波
兰科学院分析化学委员会颁发的以Andrzej 
Waksmundzki教授命名的奖项和优异奖章

赞成波兰分析化学奖章。 Waksmundzki
教授在色谱和相关技术领域拥有巨大的科
学成就，Waksmundzki教授（1910-1998
）是色谱研究领域的杰出专家。 他也是公
认的教学和色谱教科书和脚本的作者。 波
兰分析化学的优异奖章表达了对分析化学
普及贡献的大力支持； 第24届电液相分离
技术国际研讨会和2017年索波特XI波兰色
谱会议赞助了奖章。

奥波莱理工大学的博士生赢得
了能源领域创新解决方案竞赛
2018-07-20
来 自 奥 波 莱 理 工 大 学 机 械 工 程 学 院 的
Dawid Piwowarski能源领域创新解决方案
竞赛。 获胜的项目为 “使用配备有红外热
像仪的无人驾驶飞行器的供暖系统分析” 
；即使用无人机进行诊断。他获得了一万
兹罗提的奖励资金。竞赛由奥波莱科技
园、奥波莱理工大学和孵化器网站共同组
织。 更多信息： https://warmupbiznes.
pl/

托伦哥白尼大学的科学家赢得
了TEAM计划
2018-07-20
来 自 托 伦 哥 白 尼 大 学 物 理 研 究 所 的
Ireneusz Grulkowski博士将获得近350万
兹罗提用来创建研究团队，这笔资金来于
自波兰科学基金会在TEAM计划。 补助资
金将帮助托伦大学生物物理学和医学物理
系的员工开展“在未来的眼科诊断中透镜
和玻璃体内的光的折射和散射/透镜和玻
璃体光散射和折射”项目。 Grulkowski博
士是托伦生物光学和光学工程团队的负责
人，他使用先进的光学工程技术开发新的
生物学和医学成像方法。 该团队与国内外
许多中心合作，对新一代光学层析成像仪
的研究进行了区分。

医学研究机构将成立
2018-07-20
波兰卫生部长Łukasz Szumowski通知
道：“今年9月，医学研究机构（ABM）
的法案草案准备就绪。” 医学研究机构的

预算将仿照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启动，
目前估计约1亿兹罗提。 医学研究机构将
分为三个部门；为实施研究项目提供科学
补助金、进行政府委托的科学研究、进行
原子能机构自己的研究。 Szumowski部长
补充道： “建立医学研究机构将能够让科
学家们在使用设备的情况下使研究变得更
加容易。”

华沙拉扎尔斯基大学提供神经
语言治疗学
2018-07-25
华沙拉扎尔斯基大学研究生专业增加了
新 的 科 目 ： 神 经 学 和 早 期 儿 童 教 育 ；
招生将持续到9月30日。 这项研究的目
的是为学生提供神经外科领域的实用技
能，知识和工具，这是独立诊断和神经
外 科 治 疗 所 必 需 的 。 在 涉 及 神 经 外 科
和 早 期 发 展 支 持 方 面 的 专 家 时 ， 劳 动
力 市 场 需 求 的 增 长 决 定 了 新 方 向 的 推
出。 研究课程将持续三个学期，包括讲
座，研讨会，练习和实习。 在毕业之
后学生们将在语言治疗或在这一领域工
作。 更多信息： https://www.lazarski.
pl/pl/oferta/studia-podyplomowe/
akademia-skutecznej-komunikacji/
n e u r o l o g o p e d i a - i - w c z e s n e -
wspomaganie-rozwoju-dziecka/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研究员在
斯洛伐克获奖
2018-07-26
来自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生物制药和药效学
系的Magdalena Buszewska-Forajta博
士在第24届分离科学强化研讨会和第21届
国际会议分析方法和人类健康研讨会上获
得了最佳报告奖项。 专题讨论会和会议在
斯洛伐克的亚斯纳举行。 获奖作品“福
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FPE）或新鲜组
织、哪种基质更适合代谢组学？”作为与
病理学和神经病理学系合作的一部分，在
Ewa Iżycka-Świeszewska教授的指导下实
施。该演示文稿是国家科学中心作为索纳
塔竞赛的一部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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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创建多
模式心脏模型
2018-07-26
在克拉科夫的AGH理工大学创建了一个多
模式心脏模型。 该模型来自物理与应用计
算机科学学院的Katarzyna Matusiak博
士创建，将用于校准医院中使用的诊断设
备。 这是第一个允许阅读和正确应用医学
图像的体模，特别在各种类型的设备上获
取的心脏图像方面。 另外，它允许确定哪
个患者在测试期间的位置是最有利的，从
而得出最佳治疗方案。 Matusiak博士的
模型里最重要的元素是有机玻璃制成的心
脏。 人造器官与人类心脏大小相同，由透
明材料制成，密度与人体组织相似。

华沙医科大学的国际项目将提
高护理科的教学质量
2018-07-27
华沙医科大学健康科学学院教学系获得了
补助资金，资金将用于实施Erasumus+计
划下的“高等教育的战略伙伴关系，合作
促进创新和良好做法”项目。 华沙医科
大学将与自欧洲的五所大学开展合作：西
班牙穆尔西亚大学、摩德纳大学和意大利
雷焦艾米利亚大学实施“为欧洲护理课程
提供循证实践的教学开放和创新工具包”
项目，希腊 克里特岛技术教育学院、捷
克Ostravska大学和斯洛文尼亚Angela 
Boskin医疗保健学院。 该项目的主要目标
是在临床实践中使用科学证据方面提高护
生的教育质量；计划于2018年9月正式开
始并持续三年。

华沙将建立两个新的研究中心
2018-07-30
华 沙 将 建 立 两 个 新 的 研 究 中
心：BRAINCITY神经可塑性和脑疾病卓越
中心以及太赫兹技术研究和应用中心。
波兰科学基金会为新的项目中心分配了
7300万兹罗提项目资金。 由于最近宣布
的波兰科学基金会国际研究议程项目竞赛
中获得的资金，将建立新的科学机构：
实验生物学研究所和高压物理研究所。 
BRAINCITY将研究人类大脑可塑性的复杂

机制；CENTERA的合作伙伴是：法兰克福
歌德大学和CNRS：里尔电子，微电子和纳
米技术研究所，研究太赫兹辐射，它可以
在通信，工业中具有广泛的应用 ，农业和
贸易。

超过6600万兹罗提将投入华沙
生命科学大学再生医学中心
2018-08-01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SGGW）将建立一个
再生医学中心和一套综合实验室，配备创
新的动物试验设备。 由于欧盟的支持，再
生医学中心作为2014 - 2020年马佐夫舍
省区域计划的一部分，华沙生命科学大学
（SGGW）将获得超过6600万兹罗提的项
目资金。 再生医学中心将实施医学和兽医
学界，疾病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领域的项
目，广泛威胁公共卫生的疾病和疾病研究
项目，以及高度专业化再生医学领域的创
新研究。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血液
分析的创新设备
2018-08-01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兽医学院获得了
新的创新设备，设备将用于猫，狗和马的
快速血液检测。 EPOC血气分析仪是一种
小型设备，但它显着改善了兽医的工作，
取代了传统的实验室机器，并提供了快速
诊断的机会。 只需100微升血液即可对气
体，电解质和生化参数进行精确测量和分
析。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外科主任和
诊所主任Zdzisław Kiełbowicz教授说：“
该装置对于在小型和大型动物的全身麻醉
下的操作期间监测生命体征是必要的，进
行测试所需的少量血液将极大地促进真正
小动物的工作，其中每个收集的毫升数
都很重要”。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48129/
innowacyjny_sprzet_do_analizy_krwi_
dla_upwr.html

华沙医科大学在欧洲心脏病学
会的国际项目
2018-08-03
华沙医科大学的第一个部门和心脏病学诊
所将参加名为STEER-AF的欧洲心脏病学会
项目。 STEER-AF项目（心房颤动患者的
随机试验）的目的是以随机方式检查医生
教育对患者治疗决策的影响，伴有心房颤
动。 来自六个国家的科学单位将参加这项
工作：波兰，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
和西班牙。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设计
有助于检测癌症的口罩
2018-08-07
西里西亚特别大学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
种口罩，用于诊断上下呼吸道疾病，也
可以用于肺部和喉部肿瘤以及支气管疾
病。 使用分析化学，可以识别和确定呼
出空气中某些类型的蛋白质与肺癌或喉癌
的发生之间的关系。 基于肿瘤标志物的
分析确定患者的健康状况，所述肿瘤标志
物是使用所谓的肿瘤标志物收集。 通过
口罩可以过滤患者吸入的空气并将其引导
至多孔材料，这将有助于减少所收集材料
的污染并在单个研究中放置更多肿瘤标记
物。 更多信息： http://www.us.edu.pl/
naukowcy-z-us-zaprojektowali-ustnik-
ktory-pomoze-wykryc-min-raka-pl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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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医科大学将测试创新的远
程医疗设备
2018-08-10
华 沙 医 科 大 学 与 总 部 位 于 克 拉 科 夫 的
MedApp公司签署了合作意向书，该公司
承担了侵入式心脏病学和电生理学领域现
有合作的发展, 通过合作协议，医科大学
将获得新的创新技术设施。 根据 “Rynek 
Zdrowia”杂志报道，华沙医科大学的研
究人员和学生将获得创新的远程医疗设
备，并对其进行独立测试。 根据他们的建
议MedApp将开发其产品的功能，最终提
供可用于完整临床实践的产品。 华沙医科
大学是MedApp合作伙伴中的另一个科学
单位，除华沙医科大学之外，MedApp还
与雅盖隆大学医学院有着合作关系。

格但斯克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
刊登文章
2018-08-16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科学家在“科学杂志”
上刊登了“体外培养的人类脂肪组织来源
的干细胞的免疫表型和转录分析”文章。 
所刊登的文章是又来自胚胎学组织工程与
再生医学实验室的Michał Pikuła博士和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主席和生物学和药物植
物学系的Arkadiusz Piotrowski教授共同
努力而完成的。他们的文章 对体外生长
的脂肪干细胞的表型和分子谱进行了广泛
的评估。 干细胞是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
的极具前景的材料。他们有转化为其他细
胞类型的能力，具有免疫调节活性，是新
药研究的重要模型。 更多信息： https://
gumed.edu.pl/48895.html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科学家正
在研究癌症
2018-08-20
来自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Magdalena 
Król教授于2016年获得欧洲研究理事会
颁发的140万欧元项目资金，得益于这笔
项目资金，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兽医学院
（SGGW），将成立癌症研究实验室，科
学家们将进行长达5年的实验探索。 实验
室研究旨在解释由Magdalena教授发现

的生物现象。由于多年来与癌症研究相关
的科学工作，Magdalena教授发现免疫
系统的某些细胞为癌细胞提供了一组特定
的蛋白质。这种机制可用于肿瘤学实践，
将癌症破坏药物直接精确地输送到肿瘤。

格但斯克科学家参加亚洲高压
和潜水医学协会会议
2018-08-20
波兰国家高压医学中心主任Jacek Kot在
曼谷参加了年度科学会议“亚洲高压潜水
医学协会（AHDMA）”。 Jacek Kot博
士在会议期间发表了三次演讲： “重症监
护和HBOT”; “潜水员的预处理和加速减
压” 和“极限休闲潜水”。 格但斯克科学
家利用不同类型的潜水设备（开放循环，
闭合循环），展示了在难以到达的地方（
山区，洞穴），极深（超过300米）潜水
的生理和医疗方面。 会议聚集了大多数亚
洲国家的代表，但中国和日本并未参加会
议，他们拥有自己的国家科学协会。

波兰便携式实验室
2018-08-21
公司联合创始人Miron Tokarski在接受
Rynek Zdrowia网站的采访时说：“我们
公司Genomtec S.A.的最近创新解决方
案基因测试可以检测健康和感染生命的
危险，您可以在家访或救护车中使此便
携式设备。” 便携式诊断系统的名称为
Genomtec ID， 它可以使用分子生物学
技术鉴定生物材料中的病原体。 整个分析
过程在一个小芯片上进行，只需20分钟即
可检测出任何生物材料中DNA或RNA的存
在。 该系统可以检测不同类型的感染：上
呼吸道感染、性传播感染以及全身感染，
如MRSA或脑膜炎。

雅盖隆大学研究人员正在开发
诊断糖尿病并发症的新技术
2018-08-22
来自雅盖隆大学物理天文学和应用计算
机科学系的Agnieszka Kamińska博士正
在研究一种有助于诊断糖尿病并发症的
新技术，她是第9届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

项目负责人的获奖者之一。 Agnieszka 
Kamińska博士的项目设想构建捕获细胞外
微血管的装置，并评估其分子组成，用于
诊断糖尿病并发症。 项目将与MeasLine
合作共同创建，MeasLine表示对研究商业
化方面非常感兴趣。 创新产品将用于糖尿
病患者的肾病诊断。

雅盖隆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将学
习如何开发新药
2018-08-23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医学院药物部门将于
下一学年推出新的研究领域：药物开发研
究。 教育计划包括识别和开发新药。 波
兰制药公司Adamed将与雅盖隆大学医
学院共同合作，这是学术界与最具创新性
的波兰制药公司的合作，是为制药和生物
技术部门提供高质量专家的机会。 更多信
息： www.ddd.farmacja.cm.uj.edu.pl

华沙大学和波兰科学院的研究
人员成立了一家子公司
2018-08-24
来 自 华 沙 大 学 （ U W ） 和 波 兰 科 学 院 药
理研究所的五位科学家成立了一家子公
司--Marariki Bioscience。 它将处理可
能成为新药的化合物的商业化。 Matariki 
Bioscience是华沙大学首次分拆 “药物发
现” 模型。这些化合物是在华沙大学化学
系的Peptides实验室开发的，药物将在临
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的早期阶段进行测试 
。 公司的任务是为昂贵的后期临床试验提
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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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林省办公室表示将支持未
来的医生
2018-08-27
卢布林省办公室表示将颁发奖学金给未来
的医生； 获得奖学金条件是在卢布林任何
一家医院申请就业，申请就业时间即奖学
金颁发时间。 今年9月，锡隆纳葛拉大学
再次筛选奖学金候选人。 政府将每月为
61个名额发放每人每月2千兹罗提的奖学
金； 来自锡隆纳葛拉大学的学生提交了16
份申请，波兹南递交了15份申请、比得哥
什递交了5份申请、什切青大学递交了7份
申请、卡托维兹大学递交了2份申请、卢
布林大学的申请为4份、奥尔什丁大学为1
份、弗罗茨瓦夫大学为5份、罗兹大学为5
份、热舒夫大学为1份。 为了支持未来的
医生，省政府办公室今年已拨款90万兹罗
提的补助资金。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预计将
每年投入一百万兹罗提。 下次奖学金申请
将于9月1日开始，于10月31日结束。 申请
条件与上次申请条件相同。

华沙大学研究人员将缩短使用
细菌DNA项目
2018-08-29
来自华沙大学生物学系细菌遗传学系的三
名博士生正在完成互联网系统的工作，这
将缩短识别和描述细菌基因功能的阶段，
时间将从几十天缩短到几个小时。 来自
生物学院的科学家解决方案有效缩短了使
用细菌DNA分析的科学项目研究的初始阶
段。 为此，华沙大学将很快推出一个网
站，任何在研究中使用细菌遗传分析的科
学家都可以使用。 该系统将在几个小时
内提供高质量的反馈，与手动分析细菌的
基因组序列长达数天相比，速度要快许多
倍。   更多信息： https://oferta.uw.edu.
pl/System-informatyczny-przyspieszy-
poprawne-opisywanie-sekwencji-
genetycznych-bakterii

首次在波美拉尼亚大学临床中
心进行肺移植
2018-08-29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临床中心的医生进行了
波美拉尼亚地区的第一次肺移植手术。 患
者是一名患有极端肺气肿的64岁男性，患
者接受了家庭氧疗，但是情况一度恶化，
所以导致了其更加频繁的就诊。医科大学
的医生进行了双肺移植，没有采用冠状动
脉循环，这是一种微创技术。 在两侧，
胸部被打开刚好足以使胸膜腔进入移植
的器官。 来自心脏外科和外科的Jacek 
Wojarski博士说：“这是一种先进的移植
技术，对患者负担最小；这种手术对于这
类患者的康复来说是最好的方式。并不是
每一例患者都适用这样的手术方式，但是
在我们临床中心这种手术方式是最佳的选
择”。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科学家在“
科学报告”上发表文章
2018-08-31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科学家在“科学报告”
上刊登了癌症干细胞作为基于DC的结肠
直肠癌免疫治疗靶点”文章。 文章中描述
的项目涉及分析树突细胞（DC）对结肠直
肠癌患者的免疫治疗的潜在用途。 该研究
具有创新性，因为他们专注于针对癌症干
细胞（NKM）的治疗，其在多年的专业文
献中假定，负责癌症的发病机制以及转移
和缓解的发展。 研究项目由Magdalena 
S z a r y ń s k a 博 会 和 组 织 学 系 的 A g a t a 
Olejniczak硕士以及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综
合，内分泌和移植外科诊所的外科医生合
作。 更多信息： https://gumed.edu.
pl/49003.html

哥白尼大学正在寻找抗击癌症
的新工具
2018-08-31
哥白尼大学化学系研究小组将参与“结直
肠癌空气生物标志物”（ABC-Cancer）
国际项目，项目旨在寻找一种用于诊断结
肠癌的微创工具。 共同实施项目的科学
联盟是：作为领导者作为项目领导者的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 、弗劳恩霍夫过
程工程实验室IVV研究所、慕尼黑大学III
综合医院和哥白尼大学。 主要目标是开
发新的方法和标准操作方案，包括统一生
物样品的制备和分析方法、以及通过耦合
色谱技术和离子迁移光谱法分析粪便和肠
道气体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呼出的空
气。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5601

弗罗茨瓦夫大学研究人员在
SONATINA比赛中获得资助
2018-09-04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生物技术学院的两
名研究人员获得了第二届国家科学中心
SONATINA比赛。 Joanna Hołówka博士
的“mIHF蛋白在组织分枝杆菌染色体中的
作用及其对基因表达的影响”项目获得了
819,795赞助资金；Agnieszka Strzałka博
士的“HupA和HupS蛋白在生长和应激反
应中的作用” 项目获得了获得了926,100 
兹罗提赞助资金 SONATINA比赛面向获得
博士学位时间不超过三年的科学家们；在
今年的比赛中，共收到154份申请，其中
45申请获得了超过3000万兹罗提的补助。 
获得补助资金的科学家们将进行项目实
施及在外国大学实习3到6个月。   更多信
息： https://uni.wroc.pl/nagrodzone-
badaczki-z-uwr-w-konkursie-sona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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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的
美容医学面孔
2018-09-05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在新学年开设
了美容医学研究生课程，课程适用于拥有
医生或牙医头衔的人以及拥有医学执照的
人群。 课程将研究面部和颈部美容医学
治疗领域的解剖学、组织学结构领域的专
业知识和实践技能，诊断面部和颈部的美
学问题，面部和颈部的生物老化的预防性
治疗；使用牙科治疗矫正、对选定的面部
皮肤问题进行矫正治疗，选择医学法，生
物伦理学，临床心理学和营养学等方面。 
在课程结束后参与者将有资格在面部美容
医学领域进行基础咨询并进行美容医学治
疗。

华沙拉扎尔斯基大学
NMedycyna2018 + 会议
2018-10-04
华沙拉扎尔斯基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和控
制论医学研究所组织了nMedycyna2018 
+会议。会议将于2018年10月26日举行，
会议具有致力于医学新技术的全国性论坛
的特点。 拉扎尔斯基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
与控制论研究所所长nMedycyna2018 + 
会议组委会主席Piotr Zwoliński博士说：“ 
NMedycyna（新药）很快将代替过去的
药物，技术的快速和动态的变化是医生和
医疗机构的特殊挑战和新的责任。 广泛
的道德义务是使用有用的一切，如果它可
以改善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更多信
息： http://www.nmedycyna.pl/

DIAGMOL 2018 传染病和生
物技术诊断中的分子生物学”
会议
2018-11-12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与波兰兽医学会马的生
理学和病理学部门将于2018年11月17日组
织DIAGMOL 2018 “传染病和生物技术
诊断中的分子生物学”会议。 会议的目的
是促进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在传染病诊
断方面的成就，活动旨在传播有关传染因

子，传染病发病机制以及非特异性和特异
性免疫机制参与的最新知识。 会议中特别
重要的部分是“青年科学家”会议，将介
绍与会议主题相关的工作以及科学员工在
波兰各研究中心开展的工作。

雅盖隆大学医学院“电磁场对
人体的影响”项目
2018-11-13
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医学院生物物理
系的研究人员开始了一项多方位的研究
项目：“电磁场对人体的影响”。 来自
雅盖隆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系生物物理系
Eugeniusz Rokita教授在onet.pl网站上
说：“电磁场无处不在，我们无法真正避
免它们。 它们存在于我们的自然环境中，
但它们的强度比我们创造的人工来源的强
度小数百万倍。“ 来自克拉科夫的科学家
希望研究无线通信中使用的频率场是否会
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影响。 研究重点是根据
问卷调查和进行一系列临床试验，检查电
磁场对人体影响的主观评估。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将建立
eCareMed医疗平台
2018-11-13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获得了6700
万兹罗提资金用于医学平台eCareMed
的创建，项目的建立是为了满足肿瘤学，
心脏病学和神经病学领域早期诊断领域
患者的需求。 西里西亚数字医疗平台
eCareMed - 远程医疗和医疗数据探索
将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等待诊断，治疗和
康复的时间，也将增加医生对患者检查结
果。 平台将允许在电子卫生领域使用信
息和通信技术，该项目的领导者是卡托维
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并且与扎布热西里西
亚心脏病中心、别尔斯克 - 比亚瓦贝斯基
德肿瘤中心、格利维采玛丽亚居里 - 斯科
沃多斯卡肿瘤中心、西里西亚大学医疗中
心共同合作。 更多信息： https://sum.
edu.pl/uczelnia/wiadomosci-z-zycia-
uczelni/9024-niemal-67-mln-zl-dla-
slaskiego-uniwersytetu-medycznego-
w-katowicach-na-slaska-platforme-
medyczna-ecaremed

Herty Flor教授在弗罗茨瓦夫大
学的讲座
2018-11-13
弗罗茨瓦夫大学与弗罗茨瓦夫欧洲学会知
识中心共同邀请各位参加Herty Flor教授的 
“从急性到慢性疼痛：学习和脑可塑性的
作用”公开讲座。 Herty Flor教授是慢性疼
痛神经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世界知名专家，
在讲座期间他将谈论短期和慢性疼痛，
它对身体和生活质量的影响，以及神经心
理学如何帮助应对痛苦。 Herta Flor教授
是海德堡大学神经心理学教授，曼海姆中
央心理健康研究所认知与临床神经科学主
任。 他还涉及在神经病学，抑郁症，焦虑
或药物滥用和神经心理康复等心理障碍治
疗中学习和记忆的过程。

John-Dylan Haynes教授在雅
盖隆大学的讲座
2018-11-20
柏林高级神经影像中心主任John-Dylan 
Haynes教授将于11月22日雅盖隆大学跨
学科研究中心带来关于自由脑成像的公开
讲座。此次讲座将作为心克拉科夫市“克
拉科夫的大问题”联合项目的一部分举
行。 在讲座上讲试图讲解以下答案： 我们
的认知过程对自由意志有何影响？ 大脑如
何编码我们的经验和想法？ 神经扫描可以
说明大脑活动，如决策，记忆或想象？ 现
代科学是否允许我们预测我们将做出哪些
决定？ 讲座将于2018年11月22日18.30在
雅盖隆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举行；地址为
Krupnicza街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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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研究人员
获得奖学金
2018-11-21
来自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三位科学家在
国际科学中心的Opus和Prelude比赛中获
得了奖学金。 获得Opus比赛的是来自心
脏病学系和诊所的Wojciech Kosmala，
他将收到超过40万兹罗提用于实施：“对
适度运动负荷的高血压反应和增加心血管
并发症和运动耐量降低的风险”项目。 获
得PRELUDIUM竞赛的是来自健康科学学院
血管科的Artur Andrzej Nahorecki，他将
实施“颈动脉狭窄患者的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 影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稳定性”项
目； 以及来自医学院组织学和胚胎学系的
Aneta Popiel也获得了PRELUDIUM竞赛，
她将实施“睾丸表达在创伤前和浸润性宫
颈癌中的作用”项目。

格但斯克大学联盟将开展
BIONANOVA项目
2018-11-22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格但斯克大学、格
但斯克理工大学与INNOVABION 有限
责任公司将共同实施“新一代系统，用
于在化学合成和基因工程纳米生物材料
（BIONANOVA）中提供生物活性分子”
项目。 BIONANOVA项目包括开发新的独
特的药物输送方法，并创造创新的纳米生
物材料，用于治疗各种病因的疾病。该研
究将使用先进的细胞培养技术，免疫学，
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行为。 项目的预算超
过2500万兹罗提，资金来自国家研究与发
展中心TECHMATSTRATEG计划。项目旨在
促进波兰经济的创新和竞争力的增长。

格但斯克大学临床中心获得“
创新准则”竞赛
2018-11-26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大学临床中心获得
了“创新准则”竞赛，并且被授予使用条
形码识别医疗设备的权利，条形码识别可
以尽量减少医疗错误的发生。 医疗条形码
识别系统于2015年在格但斯克启动，目标
是在特定患者的治疗过程中用于医疗设备

的IT系统中的有效分配- 基于跟踪和追踪的
全球标准产品（所谓的可追溯性）。 比赛
由GS1 Polska基金会组织。这是唯一一家
获准接受波兰和欧盟公司加入GS1系统并
授予使用GS1代码权利的组织。全球GS1
组织在全球150个国家开展业务。从2018
年起，基金会将为使用GS1标准提高效率
的公司和组织颁奖。

针对抗生素耐药性的国际研究
项目
2018-11-26
2018年12月5日国际JPI AMR抗菌素耐药
性联合计划倡议竞赛将正式开始，竞赛致
力于抗生素耐药性。 竞赛将选择国际研究
项目，其重点是开发允许检测抗微生物药
物耐药性的工具、技术和诊断方法。 竞
赛将向可能影响抗生素耐药性负担和风险
最大的领域的研究项目提供财政支持，例
如非洲和亚洲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竞赛的预算为2000万欧元，其中包括来
自国家科学中心理事会分配的50万欧元，
用于资助波兰研究人员的参与。 更多信
息： https://www.jpiamr.eu/

奥波莱大学与奥波莱国立医学
应用科学大学将合并
2018-11-28
从下一学年开始，奥波莱大学与奥波莱国
立医学院将合并为一个整体。 根据合并
决议将在该大学成立医学院，这是健康科
学和体育教育领域的教学和科学结合在
一起的组织单位。以前在西里西亚大学
和PMWSZ进行的所有研究领域将继续进
行管理，并在组织上分配给医学院。 奥
波莱国立医学应用科学大学校长Tomasz 
Halski 教授说道：“我们奥波莱国立医学
应用科学大学团队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
拥有绝对的科学潜力和巨大科技成就的员
工。我很高兴我们将成为一所新的大学”
。 更多信息： http://www.uni.opole.pl/
page/2561/senat-uo-za-wlaczeniem-
pmwsz-w-struktury-uniwersytetu

华沙大学技术转移中心
2018-11-30
在华沙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成立20周年之
际，华沙大学基因组学的专门从事基因测
试和研究团队的分拆公司发现了获得用
于开发创新抗癌疫苗的持续mRNA的方
法。 华沙大学校长Marcin Pałys教授在庆
祝仪式上说：“将最好的大学区分开来，
不仅开展了开创性的研究和教育质量。它
还对环境产生强烈影响，包括研究成果的
商业化以及员工，博士生和学生的创业支
持。” 2017年分拆公司华沙基因组学被
中欧创业奖评为波兰最佳生物技术初创企
业。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成立基因工程中心
2018-12-04
在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兽医学院成立
了配备有现代和独特的研究基础设施的基
因工程中心。中心的建立耗资近550万兹
罗提。 中心的设备允许在小动物模型，无
特定病原体和良好实验室实践（GLP）的
环境中培养和进行体内生物医学研究- 基
础和临床前研究。该中心还将成为培训
学生和博士生的地方。 弗罗茨瓦夫生命
科学大学的科学家在基因工程技术的应
用方面拥有多年的经验，可用于创建转基
因细胞和动物研究模型。目前正在与西里
西亚皮亚斯特医科大学合作对乳腺癌细
胞化疗耐药的分子机制进行研究。 更多
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pl/
aktualnosci/48665/centrum_inzynierii_
genetycznej_upw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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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隆纳葛拉大学EXPO会议医
学模拟
2018-12-05
锡隆纳葛拉大学医学与健康科学学院邀请
各位参加EXPO会议医学模拟：未来的挑
战。会议将于12月6日和7日举行，会议内
容包括讲座，讨论小组和研讨会。 医学模
拟将成为医学专业教育的标准，在本科和
研究生教育层面开辟了一系列硬件选择。 
为了满足在医学模拟方法教学中学习最新
技术和可用解决方案的需要，会议将成为
讨论和交流与教学计划实施相关经验的
场所。组织者还承诺承担医学模拟中心的
设计，组织和管理。 更多信息： http://
www.exposymulacjamedyczna.pl/

国际科学家团队研究抵抗细菌
的抗生素耐药性
2018-12-07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晶体学家与弗吉
尼亚大学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专家一
起研究了最新的医学问题：致病菌的抗生
素耐药性。 抗生素在人类和动物中的广泛
使用导致危险的细菌获得分解任何抗生素
的能力，包括来自最后一批β-内酰胺类的
抗生素，化学上类似于青霉素。这些药物
的降解归因于称为金属-β-内酰胺酶的酶。 
目前与抗生素耐药性相关的世界形势非常
糟糕。越来越少的抗生素正在起作用，到
目前为止，感染可能是致命的。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研究
人员正在寻找一种分子，一种可以阻断金
属β-内酰胺酶并恢复抗生素能力的化学试
剂。

波兹南科技园区开设基因组实
验室
2018-12-07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基金会在科技园开
设了一个基因组实验室。基因实验室配有
现代化的装备并将进行分子生物学领域的
研究。 实验室的活动将包括旨在制备测序
材料的过程，主要是从提供的材料中分离
DNA/RNA及其纯化，例如从受污染的培
养物或组织片段中分离遗传物质。实验室

将进行研究，开发和商业研究。 在遗传杂
交和转基因植物的情况下，DNA测序和遗
传密码的读取可用于选择具有可转移至下
一代的特征的个体。它加快了引进有用植
物新品种，识别细菌种类和探索遗传病机
制的研究过程。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在肥胖与妊
娠期糖尿病方面的研究
2018-12-07
来自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医学院的Linda 
Litwin将开展“孕产妇肥胖和妊娠糖尿病对
心血管系统和儿童早期后代心血管风险特
征的代际影响”项目。 研究由Preludium
竞赛资助，旨在帮助检查孕产妇肥胖和妊
娠糖尿病是否直接干扰心血管系统的胎儿
发育，这会增加晚年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由于可能对后代造成长期健康后果，母亲
肥胖和妊娠糖尿病对妊娠过程和解决方案
的影响对公共健康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问题。肥胖与妊娠糖尿病之间的关系已被
证明与儿童时期体重过度增加的风险增加
有关。妊娠期糖尿病扰乱胎儿发育，导致
巨大胎儿，心肌肥大和心脏功能障碍。

波兹南科学家正在研究细胞如
何处理DNA损伤
2018-12-10
来自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物理学院分子
生物物理系的Paweł Zawadzki博士正在
研究细胞如何处理DNA损伤，这种方式
获得的知识可用于改善癌症患者的治疗质
量。 Paweł  Zawadzki博士研究了DNA
修复，包括核苷酸切除（NER  - 核苷酸切
除修复），其中一种酶像剪刀一样，在损
伤的两侧切割DNA，弹出它们，然后合成
新的没有损坏的细胞。 Paweł  Zawadzki
博士补充道：“如果该系统在人体中表现
良好，则基因中没有突变。然而，如果这
种修复效果不佳，例如在吸烟者中，系统
将无法切除损坏的部分，并且许多突变似
乎在体内累积，比如发生癌症。” 更多信
息： https://amu.edu.pl/wiadomosci/
aktualnosci/z-zycia-uam/wygramy-z-
rakiem-dzieki-bakteriom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研究员获
得了Bekker奖学金
2018-12-10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临床生物化学系分子医
学系助理教授Marlena Zyśk博士获得了
国家学术交流中心颁发的Bekker获得奖
学金。 Marlena Zyśk博士将在瑞典乌普
萨拉大学进修12个月。她将在那里实施“
免疫反应性星形胶质细胞在阿尔茨海默病
进展中的作用”项目。Marlena Zyśk博
士将与Anny Erlandsson教授团队一起进
行研究。 研究项目是Marlena Zyśk博士
与Anny Erlandsson教授之间科学合作的
延续。Anny Erlandsson教授于2016年在
Molecular Geriatrics团队首次成立，研
究发表在“Aβ原纤维选择性抗体mAb 158
防止星形胶质细胞中Aβ积聚并从Aβ诱导
的细胞死亡中拯救神经元”（Sollvander
等，2018）。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化学系质
量流式细胞仪
2018-12-11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化学系创建了成像实
验室。该设施已经配备了质量流式细胞
仪，用于分析和诊断细胞样本和高级蛋白
质组学的最现代化设备。这是波兰唯一的
此类设备。 质谱细胞仪是一种分析技术，
最近彻底改变了学术实验室和制药行业的
现代医学诊断。在进行分析时，使用质谱
通过金属原子的质谱分析进行样品测试，
金属原子用作标记物。 在质量流式细胞
仪中，可以测试癌细胞或白血病细胞，血
细胞，甚至寄生虫和细菌的细胞。在理工
学院，该装置将主要用于研究蛋白水解酶
（蛋白酶）- 分解肽键的特殊蛋白质。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cytometr-masowy---
ultranowoczesny-aparat-pomoze-w-
diagnostyce-110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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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医科大学研究员获得欧洲
口腔正畸学会奖
2018-12-13
华沙医科大学研究员获得欧洲口腔正畸
学会奖 来自华沙医科大学正畸科的Ewa 
Czochrowska医学博士获得了杰出教师
奖。奖项每年由欧洲口腔正畸学会选出
口腔正畸学领域的杰出欧洲讲师。 Ewa 
Czochrowska博士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波
兰牙齿矫正医生。 欧洲口腔正畸学会是欧
洲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正畸学协会。
它成立于1907年。所在地是伦敦。该协会
出版欧洲口腔正畸学杂志，并在欧洲各国
组织年度正畸会议。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考察波兰老
年人健康状态
2018-12-13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正在对60岁以上的波
兰人的健康状况及社会决定因素进行研
究。PolSenior 2项目涉及6000个根据数
字化部的PESEL（个人身份）编号，抽取
60至100岁的受访者。 研究可以评估老
年波兰人的健康状况，与10年前开展的
PolSenior调查结果相比较，将显示增长
最快的欧洲社会之一的有益和不利健康趋
势。主要研究工具包括问卷调查，实验
室测试，老年测试以及人体测量和血压测
量。 研究结果的结论将能够确定现在和未
来老年人口的需求，并调整公共机构的系
统活动，以适应波兰在未来十几年的社会
变化。

锡隆纳葛拉大学的学生在手术
缝纫中获得冠军
2018-12-14
锡隆纳葛拉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赢得了波兰
外科缝纫锦标赛。来自波兰各地的20支团
队的80名医学生参加了比赛。 比赛由来自
全国各地的医学大学，科学圈和学生协会
的4人团队竞争。比赛分为两天j进行。比
赛第一天为理论部分，为内容的竞争做好
准备。第二天为实用部分，包括检查第一
天获得的技能。来自锡隆纳葛拉的学生获
得了第一名，第二名来自弗罗茨瓦夫队，

第三名来自卢布林队。 锦标赛的主要目标
是提高医学生在外科缝合技术领域的知识
和技能，熟悉现代缝合材料以及整合全国
各地的医学院校。

BBC阿拉伯语频道报道雅盖隆
大学科学家研究
2018-12-14
关于在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小波兰省生物
技术中心由比亚韦斯托克蛋白质晶体学研
究小组在Grzegorz Dubin教授监督下进行
的研究成果在BBC阿拉伯语频道中进行报
道。 由Grzegorz Dubin教授进行的研究旨
在更好地理解蛋白质的结构及其在人体中
的功能，尤其可用于创造新药物。 根据克
拉科夫大学提供的信息，英国广播公司的
阿拉伯语电视频道作为4Tech节目的一部
分提供了材料，专门介绍数百万观众（主
要来自中东和北非）观看的最新科学发现
和技术发明。 更多信息： https://youtu.
be/3IGgqVtsWzM

波兹南现代化动物农场
2018-12-17
在波兹南大波兰先进技术中心新建了动物
农场。农场是波兰最现代化的设施之一，
为生物医学科学的体内和体外研究创造了
机会，特别是药理学，毒理学，肿瘤学和
病理生理学。 农场位于适合SPF（无特定
病原体）动物和转基因动物的建筑物内，
配备了一个连续和紧急通风系统，有三种
类型的过滤器，直通式高压灭菌器，自动
洗衣机和带工作人员风淋的锁，以及体内
成像设备，计算机断层扫描仪，分析和组
织学实验室。 在农场可以使用适当的动
物模型对人类疾病（传染病，癌症，遗传
决定的）的病理机制进行分子和生理学检
查。

Photo by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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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大学生物学家发现了新的酶
2018-12-17
华沙大学生物学院的研究人员与来自比利
时和德国的研究人员一起发现了一种新的
酶，它在人体和动物体的正常功能中起
着重要作用。研究结果发表在“eLife”
杂志上。 来自华沙大学生物学院的
Jakub Drożak博士带领的科学家团队由
Sebastian Kwiatkowski、Agnieszka 
Seliga、Takao Ishikawa博士、Iwona 
Grabowska博士和Adam Jagielski博士
组成。他们与比利时Institut de Duve和
德国癌症研究中心（DKFZ）的科学家共同
合作确定了这一基因。这是在哺乳动物中
发现的最神秘的酶之一：肌动蛋白甲基转
移酶。 检查的甲基转移酶可以在肌肉和神
经系统以及一些癌症的发展中实现重要但
不完全理解的功能。 更多信息： https://
elifesciences.org/articles/37921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开设医学和
药学博物馆
2018-12-17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正式开设医学和药学博
物馆，为了开设博物馆，大学特地将位
于索斯诺维茨的二号学生宿舍进行了改
造。 在博物馆可以看到上千种展品，包括
西里西亚医学院的心脏外科医生Tadeusz 
Paliwoda教授与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团队
一起制造的肺机器具、Wiktor Bross教授和
来自西里西亚佩卡雷的Janusz Daab博士
团队设计的第一个波兰髋关节内置假体。 
博物馆将作为学生的教学辅助，将有助于
普及有关西里西亚和Zagłębie医学丰富成
就的知识，以及在这里工作的医生和药剂
师的开创性成就。大学花费了260多万兹
罗提用于博物馆的翻新和设备。其中10万
兹罗提由索斯诺维茨市长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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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创新伤口
治疗研讨会
2018-12-17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正在创建创新伤口治
疗研讨会，研讨会上将进行ESW 体外冲
击波。项目将作为莫扎特2018/2019计划
的一部分实施。 项目负责人是来自神经
系统疾病系的Robert Dymarek博士，研
讨会主题是“受到伤害：组织一个用于治
疗慢性伤口冲击波的创新研讨会”。项目
旨在缩短治疗的持续时间，减少伤口的疼
痛和渗出，以及减少与愈合受损相关的压
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并改
善生活质量。 “莫扎特”项目支持高等
教育和科学合作伙伴关系的市政计划和经
济活动部门是2012年由弗罗茨瓦夫市议
会通过的一项计划。其目的是通过使公司
获得科学家的智力潜力来支持弗罗茨瓦夫
劳动力市场。   更多信息： https://wca.
wroc.pl/dr-robert-dymarek-decumed-
organizacja-innowacyjnej-pracowni-
leczenia-ran-przewleklych-skory-z-
zastosowaniem-fali-uderzeniowej  

红衣主教大学获得护理领域教
育权利
2018-12-19
波兰认证委员会积极检查了红衣主教大学
在华沙的申请，授予医学院在护理领域进
行教育的权利。 教育权利适用于具有实际
特征的一级研究，将于2019年2月开始实
施。 华沙红衣主教大学教育的独特之处在
于这些研究可以用波兰语或英语进行。这
是华沙唯一的此类研究，外国学生和波兰
本国学生均可以选择英语授课。更重要的
是，在整个学习周期中每个学生都可以免
费参加为期3年的全日制学习。这对学生来
说是一个巨大的好处，大多数波兰大学的
外语学习都是需要付费的。

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的科学家
们将在南极洲开展微生物研究
2018-12-19
Aleksander Świątecki教授和Dorota 
Górniak博士以及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
祖里大学微生物学和真菌学系于2019年1
月出发前往南极洲，在波兰南极站进行4
个月的微生物研究。 Dorota Górniak博
士说：“我们将调查在南极地衣中发现的
细菌，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这些微生物知之甚少。 根据奥尔什
丁大学提供的信息，科学家们希望在北极
微生物中也存在具有生物化学潜力的微生
物，可以用于医学生产抗生素或生产生物
聚合物。

雅盖隆大学研究员获得波兰科
学院生物技术委员会奖
2018-12-20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化学系Katarzyna 
Magiera-Mularz博士在国际期刊上发
表的一位年轻的波兰生物技术研究人员
的最佳原创作品而获得波兰科学院生物
技术委员会奖。 Katarzyna Magiera-
Mularz博士的出版物“PD-1 / PD-L1免
疫检查点的生物活性大环抑制剂”，该
杂志刊登在“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期刊上。 根据克
拉科夫大学提供的信息，在获奖的出版物
中，Magiera-Mularz博士介绍了她的工作
成果。这是“对PD-L1抑制剂的开发有重
要贡献，可能在免疫治疗中有用，这是最
近开发的抗癌策略中最有希望的”。

华沙医科大学研究员成为波兰
心脏病学会奖项
2018-12-21
来自华沙医科大学第一科和心脏病学诊所
的医学科学Marcin Grabowski博士今年
获得了波兰心脏病学会校长奖。 委员会
对关于临床和生化标志物在急性心脏病患
者的诊断和预后中使用的七篇论文表示赞
赏。获奖作品丰富了有关急性冠状动脉综
合征远程治疗结果的知识，这是医院出院
多年后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拜耳公司是该

奖项的创始人。 PTK是一项个人奖，授予
原创，定义的科学成就或临床或实验心脏
病学领域的创新实施解决方案，由同行评
审的科学期刊上发表的作品记录。

弗罗茨瓦夫医学院将与欧洲航
天局合作开展该项目
2018-12-24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学生将成为波兰学
术团队历史上第一位与欧洲航天局合作开
展医学和天体生物学研究。项目将在2019 
Spin Your thesis 计划下实施。 项目是一
项关于改变重力的癌细胞功能的实验。在
使用的设备中大直径离心机可以对将暴露
于1 g至20 g的加速度的样品进行实验。 比
赛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资助的“为太空任
务需要保护生物材料的研究”项目的一部
分。来自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弗罗茨瓦
夫大学和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将参
加比赛。

格但斯克科学家获得了EMBO
资助
2018-12-27
来 自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和 格 但 斯 克 医 科 大
学 的 大 学 间 生 物 技 术 学 院 的 M i c h a ł 
R.Szymański博士获得了欧洲分子生物
学组织EMBO的资助金。 大学发言人
Beata Czechowska-Derkacz博士通知
道：“Michał R.Szymański博士将处理
人类线粒体DNA修复机制的研究。这些
研究有助于更有效地诊断和治疗癌症或神
经退行性疾病。” EMBO是一个由1800
多名欧洲和国外自然科学领域著名科学家
组成的组织。对于在国外建立创新研究实
验室的年轻杰出科学家提供资助。获奖者
将在三年内（最长五年）获得50000欧元
以支持创建研究小组并开展创新研究。 
更多信息： https://ug.edu.pl/media/
aktualnosc i/81058/dr_michal_ r_
szymanski_zostal_laureatem_grantu_
e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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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大学研究人员将研
究入侵物种在蜱传疾病流行病
学中的作用
2018-12-28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遗传学和微生物学研
究所的Joanna Hildebrand博士获得了国
家科学中心Miniatura项目的资助，资金将
用于实施“入侵物种作为由蜱和<稀释效
应>传播的病原体的寄主”项目。 Joanna 
Hildebrand博士将研究入侵物种浣熊和亚
洲浣熊在蜱传疾病流行病学中的作用。在蜱
叮咬期间传播给人体和动物的病原体引起莱
姆病，巴贝虫病，无形体病和立克次体病。 
关于影响病原体传播的因素的研究结果之一
是称为“稀释效应”的假设。生物群落中病
原体的发生率随着作为蜱寄主的动物物种数
量的增加而减少，并且也是微生物的库。有
鉴于此入侵物种在病原体、载体、宿主系统
中的作用评估的问题。

比亚韦斯托克科学家发现了松
树根的不寻常特性
2018-12-28
来自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和比亚韦斯托
克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就松树根虫在抗击
结直肠癌方面提出了专利申请。这是对比
亚沃维耶扎森林中发现的真菌在癌症治疗
中的应用进行研究的结果。 2018年初科
学家们的报告显示在比亚沃维耶扎森林中
发现了一系列150多种真菌的提取物，该
森林位于Hajnówka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
学林业学院的科学与研究中心。 科学家
们首先在实验室生长的生理细胞和结肠癌
细胞上测试根虫的性质，然后测试实验室
小鼠的性质。 实验药理学工厂的负责人
Halina Car教授解释道：“专利申请涉及
这种真菌的新应用，其抑制结肠癌细胞的
发展。”

格但斯克工业大学毕业生获得
波兰塑料转换器协会奖项
2018-12-31
来自格但斯克工业大学化学系高分子技术
系的Agnieszka Sulowska在波兰塑料加工

处理协会的竞争中获得了塑料领域最佳毕
业论文的第一名。 获奖作品涉及聚醚树脂
在组织工程中的应用，将工程与医学相结
合旨在修复受损组织。它使用生物材料，
细胞和生物活性成分的组合，创造了支持
组织再生的功能结构。 组织工程用于多
孔组织支架。可以生产它们的材料包括天
然聚合物，合成聚合物和无机生物材料。
它们可用于骨再生，软骨，肝脏，伤口愈
合，心脏贫血的治疗和作为药物释放系统
的过程。

卡托维兹医学科学大学正在寻
找治疗低温患者的方法
2018-12-31
卡托维兹的医学科学大学将实施“使用持
续肾脏替代疗法评估加热效率- 寻求深度低
温下受害者体外加热的有效方法”项目。
研究作为Miniatura 2竞赛的一部分由国
家科学中心资助。 在低温下有效加热患者
是他们生存的基本条件。在波兰，每年有
300-600人因体温过低而丧生，往往是在当
地医院，而且没有先进的体外加热方法。
然而，这些设施的很大一部分都有重症监
护室和连续肾脏替代疗法（CRRT  - 连续
肾脏替代疗法）。 研究的结果是确定使用
CRRT装置加热严重低温患者的最大可能
性，确定最佳加热方案，以及降低低温患
者的死亡率。

断层扫描和显微断层扫描测试
的新解决方案
2018-12-31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是断层摄影和显
微断层摄影研究中使用的解决方案的共同
作者，使用该方法可以更准确地获得给定
物体结构的图像。新研究方法已获得专利
保护。 “由用于X射线检查的具有低X射
线吸收系数的材料构成的物体的制备方
法”由Andrzej Woźnica博士、Jagna 
Karcz博士、Jerzy Karczewski博士与
Marcin Binkowski博士合作共同发明。 发
明的灵感来源于研究淡水海绵（Spongilla 
lacustris）的结构，它们生活在原始水生
动物以及各种不对称形状的特征。为了
更准确地了解它们，来自西里西亚大学

的生物学家团队决定以三维图像的形式
再现海绵的内部结构，以及其他使用计
算机断层扫描和显微断层扫描。 更多信
息： https://www.us.edu.pl/obraz-z-
badania-tomograficznego-bedzie-
jeszcze-dokladniejszy-patent-dla-us

华沙大学研究人员正在开发用
于手术显微镜的数字附件
2019-01-02
华沙大学物理学院研究人员正在开发用于
手术显微镜的数字附件，利用新发明可以
在显示器上显示显微镜图像。 到目前为
止，通常在显微镜下进行操作，以便外科
医生在显微镜上放置数小时并通过一副眼
镜观察手术区域。 华沙大学物理系助理教
授Piotr Wasylczyk说道：“我们的解决方
案，而不是寻找显微镜眼镜，让你看一个
非常大的三维屏幕，并显示显微镜看到的
东西。” 根据华沙大学提供的信息，他们
现在所提供的是现有显微镜的附件。这是
他们重新开发完全数字立体显微镜的第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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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格但斯克和
克拉科夫研究人员将调查
O’nyong-nyong病毒
2019-01-02
由 来 自 弗 罗 茨 瓦 夫 科 技 大 学 的 M a r c i n 
Sieńczyk博士领导的团队将研究一种危
险的病毒“O’nyong-nyong病毒。项
目将涉及CP蛋白酶：基质分析，设计和
合成抑制剂和分子探针及其生化分析。国
家科学中心为项目拨发近200万兹罗提资
金。 研究人员解释道：“这种病毒几乎
未被探索过。我们通过类比于属于同一家
族的其他病毒获得当前知识。我们处理这
个话题是因为存在真正的流行病威胁，也
许在欧洲，目前我们还没有任何药物或疫
苗。” 项目将设计能够抑制病毒增殖和降
低其传染潜力的化合物。研究团队包括：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的生物化学家Adam 
Lesner教授和来自雅盖隆大学的病毒学家
Krzysztof Pyrć教授。 更多信息： http://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nasi-
naukowcy-beda-badac-grozny-wirus-
z-ugandy-11050.html

弗罗茨瓦夫大学研究人员获得
奖项
2019-01-08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心理学研究所的Anna 
Oleszkiewicz博士获得了2018年科学成就
奖，奖项由德国耳鼻喉科学会烟雾与味觉
研究部门资助。 奖项是在伯尔尼举行的一
次会议上颁发的，Anna Oleszkiewicz博
士展示了最受欢迎的气味“Sniffin’棒”
测试的新时代标准，测试是在超过9100人
的样本上开发的。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发
表在欧洲犀牛- 喉科学欧洲档案杂志上。 
根据测试结果，新的年龄标准是必要的，
因为之前的标准值是基于较小的样本量特
别是在老年人群体中。在开发新测试结果
后，观察到性别和年龄对嗅觉效率的显著
影响。最明显的是5至20岁之间嗅觉测试结
果，60至71岁之间的嗅觉显著下降。

使用患者语音分析方法检测疾
病系统
2019-01-11
来自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和
医生以及克拉科夫公司Techmo的专家将
开发一种VAMP诊断系统，即医疗专业人
员通过语音分析帮助诊断患者。 国家研究
与发展中心项目拨发了近1000万兹罗提资
金。项目将实施4年，在实施项目期间可以
与患者进行电话交谈期间启动医疗诊断。 
根据健康市场门口网站提供的信息，将有
超过500人将参与研究，包括患有以下问题
的患者：神经退行性变化，痴呆，中风和
中枢神经系统的变化，冠状动脉疾病和外
周动脉粥样硬化，心力衰竭，肥胖，代谢
综合征，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呼
吸系统疾病，抑郁焦虑症和精神分裂症。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研究人员获
得Science Populariser竞赛奖
2019-01-11
来自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生理学系的Paulina 
Łopatniuk是波兰新闻社和科学与高等教
育部组织的Science Populariser竞赛的
获奖者之一。 Paulina Łopatniuk开办了
一个科学博客“笼中的护理学家”。使用
易懂的语言讨论各种医学问题，特别是在
病理学，肿瘤学，生殖生物学，传染病和
寄生虫病以及预防性疫苗接种领域。 第14
届“科学推动者”比赛于1月7日在华沙哥
白尼科学中心进行。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和波兰新闻社
副局长Łukasz Świerżewski出席了活动。 
竞赛自2005年以来一直举办，已有140名
选手参加了比赛。 更多信息： https://
patolodzynaklatce.wordpress.com/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
学是“更贴近患者”项目领导
者
2019-01-14
一千家药店将参加“更贴近患者”试验项
目，项目负责方是华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医学院。 根据红衣主教大

学提供的信息，项目的目标是“验证制药
服务”。“更接近患者”是药剂师在药
房中的三步干预，其效果是降低患者因
心房颤动中药物的非依从性原因而导致
的死亡率。 项目由来自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的科学家、来自格但斯克医
科大学的科学以及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医
学院共同完成。研究方法由渥太华一家医
院的Regis Vaillancourt博士和加拿大最好
的临床药剂师团队编写。

热舒夫大学将创建跨学科临床
前及临床学科中心
2019-01-14
热舒夫大学将在建立一个新研究中心，对
动物进行测试。包括猪、小老鼠、大老鼠
和兔子。研究以生物技术为主。 热舒夫大
学与喀尔巴阡山省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
喀尔巴阡山省政府将以“临床前和临床研
究跨学科中心”的名义资助该项目。 热舒
夫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通知道：“
项目将由欧洲区域发展基金共同资助，并
将于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在奥尔什丁的
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的一个科学联盟中实
施。”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毕业生获
得硕士论文竞赛奖
2019-01-14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医学分析专业毕
业Justyna Paleczny于2018年在全国医
学领域的硕士论文竞赛中获奖。 她的论
文“评价固相微萃取技术用于区分耐甲氧
西林和耐甲氧西林的葡萄球菌”的论文检
查了基于挥发性代谢物谱的差异，是否可
以将对甲氧西林敏感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与
对该抗生素耐药的菌株区分开来。 在她
的研究中，她使用快速廉价的固相微萃
取（SPME）方法。在今天用于诊断败血
症的方法中，结果的等待时间长达72小
时。SPME方法可在材料收集后最多2小时
缩短此时间。如此快速的诊断可降低患者
的死亡风险，并限制抗生素的使用，并开
展广泛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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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职业治疗创新会议
2019-01-18
波兹南医科大学邀请各位于3月5日至6日
参加第二届国际科学与培训会议“职业治
疗创新”。 会议主题为：我们认为值得从
国际视角审视当前波兰早期的职业治疗经
验。会议期间将讨论以下问题：波兰实施
的创新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教育和
实践领域的国际趋势？目前的国家特异性
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不变？。 自2012年以
来，职业治疗一直存在于波兰的学术教育
中。这一创新挑战由克拉科夫、弗罗茨瓦
夫、波兹南、华沙、格但斯克和比得哥什
大学承担。会议组织方是波兹南大学健康
科学学院老年病学和老年学系职业治疗实
验室。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与大学临床
中心成为医学领袖
2019-01-21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与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临
床中心获得了2018年卫生保健医学领袖竞
赛的成功奖。大学因其丰富的教育和培训
活动而获奖，格但斯克医科大学被认为是
波兰最具创新性的医院。 比赛评审团赞
赏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在学术界的承诺和所
采取的举措。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在推广儿
童和成人健康，疾病预防和治疗方法知识
方面拥有多年经验。 格但斯克学生积极
参与慈善教育和教育计划，支持孤儿院，
寄养家庭和物质较低家庭中养育的儿童的
发展。作为肯尼亚心脏项目的一部分，他
们教会了肯尼亚如何正确地进行心电图测
试并解释其结果。 更多信息： https://
gumed.edu.pl/52795.html

“阅读人类思想”应用程
序获得Garages Inventory 
Review奖项
2019-01-21
来 自 卡 托 维 兹 西 里 西 亚 医 科 大 学 的
Tadeusz Sułkowski、Adam Siedlaczek
和Tomasz Pucek-是卡托维兹西里西亚科
学节“Garages Inventory Review”的
获奖者。 “阅读人类思想”应用程序以

获得最具启发性的技术概念赢得了“西方
日报”公民投票。项目旨在通过鼓励老年
人积极活动并将家庭和公寓留在公共场所
来激活老年人的思想。应用程序提供了一
起度过时间的机会，例如外出喝咖啡或使
用平衡棍走路。 应用程序将为于5月14日
至15日在卡托维兹举行的欧洲创业日做准
备。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探索红外
线范围内新光源
2019-01-22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对中红外线新光源的
研究即将结束。这是一项非常先进的技
术，正在由世界上很少的科学中心进行测
试。 项目开发的红外光源工作波长范围
为2000至6000纳米。这些是人眼看不到
的范围。它们的主要优点是价格低廉，结
构简单，可靠性高，低温工作。 中红外
线广泛用于医学，也可以增加患者诊断方
法的可用性包括癌细胞的识别和分类。它
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气体检测方法，例如在
矿井中使用。 研究由Sławomir Sujecki
教授指导。该项目由欧洲委员会共同资助
和国家科学中心Polonez共同资助。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badania-nad-nowymi-
zrodlami-swiatla-11082.html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药物专业法
联合创始人
2019-01-24
来自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与卫
生部共同创建了关于药剂师职业的法案
草案。 整个制药界都期望该法案，项目
是由部长级专家组成员编写的政府战略
项目“2018  -  2022年国家药物政策”的
一部分。项目由由副部长Marcin Czech
博士和GUMed医疗和制药法律部主任
Agnieszka Zimmermann博士共同负责。 
项目包括许多现代解决方案，包括指定药
剂师在药学服务领域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
可能性。还有权发布继续治疗的处方。 更
多信息： https://gumed.edu.pl/53481.
html

挽救生命的创新应用
2019-01-25
Reanimator应用程序的工作正在开展，
应用程序用于帮助心脏骤停的人。应用程
序将于2019年下半年上市。 丹麦KMD波
兰分公司的年轻开发人员与华沙理工大学
的学生创共同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不仅可以指导用户逐步完成急救过程还
可以使患者/患者家属找到最近的可用除
颤器。 目前应用程序包括模块：急救支
持，除颤器搜索和急救教程。 KMD 公司
因研发Reanimator应用程序获得了ABSL 
Diamonds 2018奖项的“社会责任活动”
类别荣誉。

斯武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大学将
创建文明疾病研究中心
2019-01-29
斯武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大学将建立一个跨
学科的文明疾病研究中心，并且获得了来
自内政和行政部的170万兹罗提资金。 中
心是一个跨学科中心，允许实施基础和理
论研究，临床，流行病学以及心理学和文
明疾病社会学领域的主题。 中心将建立实
验室：临床，流行病学和统计分析; 研究文
明疾病过程中的代谢过程以及基础和实验
研究。

绿山城大学的一名研究员被任
命为生物学外部考官
2019-01-29
来自绿山城大学生物科学学院的Leszek 
Jerzak教授被爱尔兰国立大学、都柏林爱
尔兰皇家外科医学院和巴林RCSI和马来西
亚槟城RUMC任命为医学大学生物学外部
考官。 外部考官在英国教育系统国家的考
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求考试委员会中
至少有一名成员来自与颁发文凭的大学不
同的大学。 它是高等教育中最古老的质
量控制系统之一。如果内部考官对考试的
评估存在差异，则决定性投票属于外部考
官。 这项工作涉及医学领域生物学考试的
分析和质量控制。 分析受制于测试内容与
课堂和控制或测试期间传授的知识的一致
性对于学生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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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将建立国际眼科研究中心
2019-01-30
波兰科学基金会宣布了国际研究议程计
划下全国性竞赛的结果。在这届竞赛中
来自物理化学研究所生物系统物理化学
系的Maciej Wojtkowski教授和来自加利
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医学院的Krzysztof 
Palczewski教授获得了近3500万兹罗提
的项目赞助资金。 根据基金会提供的信
息，将在华沙建立一个新的科学中心，中
心将研究人眼的动态和可塑性。这将转化
为有助于各种视觉功能障碍的新疗法和诊
断工具的开发。 国际转化眼科研究中心
（ICTER）将成为波兰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
所的一个子单位。

绿山城大学开设
Monoproilowe护理医学模拟
中心
2019-01-30
绿山城大学大学开设了Monoprofil护理医
学模拟中心。中心是在2014  -  2020年业务
计划知识教育发展项下实施的，项目由欧
盟资金共同资助。 中心包括：高保真护理
室，两个欧安组织（欧安组织）检查室，
两个技术技能讲习班，基础和高级复苏程
序（ALS和BLS）领域的模拟大厅，护理技
能室和房间行政人员。 绿山城大学中心的
课程将在本学年的夏季学期开始，即2月1
日。

波兰科学家与国际团队研究成
果发布在“科学进步”上
2019-01-30
由波兰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科学家小组发
表了研究成果在“科学进步”期刊上，
研究表明牙龈卟啉单胞菌可能是导致阿
尔茨海默病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已知该
细菌主要引起牙龈疾病，与动脉粥样硬
化和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关。 研究由国家
科学中心资助。波兰团队在来自雅盖隆
大学生物化学的生物物理和生物技术学
院Jan Jotempa教授下指导进行（他是
最主要的研究成果作者之一）。 其他作
者包括Piotr Mydel博士、Małgorzata 

Benedyk博士、Agata Marczyk、Karina 
Adamowicz和Annelie Hellvard。 更多
信息： http://advances.sciencemag.
org/content/5/1/eaau3333

托伦行业基金3.0视觉传播者项
目
2019-01-31
哥白尼基金会大学的研究和治疗团队获
得 了 由 谷 歌 和 O r a n g e 的 3 . 0 部 门 基 金
会共同主办的竞赛一等奖。本次大赛围
绕#TechForGood领域即利用技术在社
会服务的最新成果。 获得奖项的是：来
自人文学院的Bibianna Bałaj博士、来自
物理学天文学和应用计算机科学学院的
Jacek Matulewski博士、来自致力于视
觉控制的传播者“光明”基金会的Anna 
Betlejewska和Monika Kuilińska。 解决
方案将帮助事故或中风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造成的只能活动眼球的患者通过手机短
信或短电子邮件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沟通
的。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5907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将建立一个
数字医疗平台eCareMed
2019-02-01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将实施“西
里西亚数字医疗平台eCareMed远程医
疗和医学数据探索”项目。项目是为了
满足肿瘤学，心脏病学和神经病学早期
诊断领域患者的需求而创建的。 平台将
使用电子卫生领域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服务旨在提高治疗患者的安全性和舒适
度。eCare Med将通过医学实体之间的
远程会诊，考虑到疾病的特异性，实现全
面的诊断和单独选择的治疗。 项目的合
作伙伴是：扎布热西里西亚心脏病中心、
格利维采肿瘤中心、贝斯基德肿瘤中心、
别尔斯克- 比亚瓦和卡托维兹医科大学临
床中心以及上西里西亚医学中心。 更多
信息： https://sum.edu.pl/uczelnia/
wiadomosci-z-zycia-uczelni/9339-
sum-podpisal-umowe-na-realizacje-
projektu-slaska-cyfrowa-platforma-
medyczna-ecaremed-telemedycyna-

i-eksploracja-danych-medycznych

绿山城大学将成立多轮廓医学
模拟中心
2019-02-04
绿山城大学将建立多轮廓医学模拟中心。
模拟中心于1月开始实施，于2023年中期
完成。 医学模拟中心确保了通信路线的
保留以及从院前护理到医院病房的方案的
延续。在医学模拟中心对于医学生将达到
高保真模拟器救护车医院急诊室病房，重
症监护，手术室，产房，基本和高级生命
支持模拟室和游乐厅手术。 项目的价值约
为1650万兹罗提，其中建筑部分预算约为
550万兹罗提。其余1100万兹罗提将用于
购买模拟器和医疗设备。医学模拟中心面
积为1135平方米。

卢布林医科大学医学模拟中心
拥有最现代化的腹部模拟器
2019-02-04
卢布林医科大学医学模拟中心医学生将在
练习时使用到最现代化的腹部模拟器。设
备将模拟生理和病理的各种癌变症状。 医
学模拟中心拥有技术最先进的腹部训练
器，可以准确评估腹腔内发生的情况。设
备将在专业化期间的下个月内为医生提供
培训。 未来来自外国中心的医生也可以使
用仪器。哈佛大学，斯特拉斯堡的IRCAD
中心或美国外科医生学院的合作初步宣布
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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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科技大学与生物技术公司
Bio-Gen合作
2019-02-04
波兰领先的生物技术公司之一Bio-Gen与
罗兹科技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 生物技术
和食品科学学院院长Maria Kozioł kiewicz
在签署协议的仪式上说道：“ 使用Bio-
Gen专家的知识和经验的能力对于科学和
教育项目来说非常重要。合作组织学生实
习，教育会议和联合研究和开发新技术的
前景也很重要。” Bio-Gen公司计划在
罗兹雇用数百名年轻的新员工。与罗兹科
技大学的合作是公司选择最佳候选人的机
会。

热舒夫研究气溶胶如何帮助治
疗秋冬季抑郁症
2019-02-05
热舒夫大学计划开展一项有助于用普通气
溶胶治疗秋季和冬季抑郁症的研究。 研究
将与美国耶鲁大学合作进行。 热舒夫大学
科学家研究的目的是创造一种能够有效抵
消秋冬季抑郁症的措施。 这样的措施会欺
骗我们的思想，导致身体出现的感觉。在
夏天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会比冬天好一些。 
一切都将在临床前和临床研究中心进行，
中心将于2020年4月创建。 热舒夫大学与
美国大学一起将尝试为这项研究获得科学
资助。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研究员
获得欧莱雅 -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奖学金
2019-02-08
来 自 波 兹 南 密 茨 凯 维 奇 大 学 的
JoannaGościańska博士获得了欧莱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子科学教育奖学金。 
JoannaGościańska博士在吸附活性药物
物质的过程中分析了多功能介孔碳材料。
研究旨在找到如何使用中孔煤作为药物载
体的问题的答案。这是一个创新的，几乎
未开发的主题 。 JoannaGościańska博
士的项目包括止痛药和抗生素。，研究结
果将允许限制药物的剂量 - ，药物将在一

天中逐渐释放到体内，并确切地释放到药
物中。 波兰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以及波兰科学院是欧莱雅波
兰妇女和科学计划的合作伙伴。

波兰开展第一项关于皮肤T细胞
淋巴瘤CTCL患者生活质量的
研究
2019-02-08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将首次在波兰开展皮肤T
细胞淋巴瘤（CTCL）患者生活质量研究。
研究大使是来自皮肤病学，性病学和变态
反应学的主席Małgorzata Sokołowska-
Wojdyło教授。 活动将开始用CTCL“我
们不知道的淋巴瘤”检查患者的意见。将
在选定的波兰诊所进行。首先该研究的作
者将开展一系列深入的都是具有关键主
题专家专业治疗的患者CTCL，和病人谈
话 。 根据访谈和采用的方法，将创建一
份患者问卷。结果将包含的主要结论，不
仅收集了患者的情况统计说明，也表明患
者在生活中的各个领域的未满足的需求的
报告。 更多信息： https://gumed.edu.
pl/53836.html

Maciej Żylicz教授关于“癌细
胞微进化”的讲座
2019-02-11
弗罗茨瓦夫大学于2月21日邀请各位参加
著名生物化学家 Maciej Żylicz教授的“癌
细胞的微进化”讲座。大学会议中心的讲
座将作为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跨学科科学
研讨会的一部分。 Maciej Żylicz教授将介
绍热休克蛋白的分子生物学，关怀蛋白的
相互作用，癌症转化，p53，MDM2。 多
年来，他在华沙国际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
究所工作。 自2005年以来，他一直担任
波兰科学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他隶属于许
多国内外科学院也是众多科学奖项的获奖
者。 他获得了弗罗茨瓦夫，格但斯克和雅
盖隆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跨学科科学研
讨会是针对学生，博士生，研究人员和任
何对深化科学知识感兴趣人的周期。

西里西亚大学博士生获得“学
生发明家”奖项
2019-02-12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材料科学
系的博士生Michał Pielka获得了由凯尔采
技术大学举办的“学生发明家”竞赛。今
年竞赛中来自波兰波兰全国各地的20高校
共提交了139个解决方案。 Michał Pielka
博士的参赛作品是与相关的解决方案监测
人体的运动功能，呼吸功能和脉搏一起的
2个发明专利。解决方案是开发方法允许将
数据发送更多的信息，以简化程序。 此次
竞赛的获奖者将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第47
届国际展览和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欧洲
核研究组织举办的研讨会活动 。

格但斯克大学预防产后抑郁症
项目
2019-02-12
一 个 预 防 产 后 抑 郁 症 的 项 目 “ 妈 妈 站
台” 将由欧洲社会基金共同资助。项目
教育部分将由格但斯克大学心理学研究
所负责编写。 项目的领导者是格但斯克
Copernicus Podmiot Leczniczego公
司，项目将计划预防产后抑郁症，提供筛
查和治疗。降低抑郁症未经处理的负面劳
动力市场的影响。 格但斯克大学的任务包
括准备培训计划、创建有关试点项目、预
防产后抑郁症和教材对于项目成员，以及
实质性的支持网站和网上论坛，并进行方
案的指标统计分析。

雅盖隆大学医学院的创新项目
应用
2019-02-12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医学院普外科作为已
被列入世界著名外科诊所集团的唯一波兰
诊所将在国际外科创新项目中进行合作。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提供的信息，该计划
由美国克利夫兰诊所运营。 项目包括在月
度视频会议中定期交流知识和经验等。 梅
奥诊所，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和西奈山纽约诊所也参与了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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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科技大学创造骨植入物
2019-02-13
来自华沙科技大学化学系得博士生Monika 
Budnicka 创造了一种革命性的骨植入
物。 着是海绵骨的合成替代品，可以用于
严重损伤后帮助骨骼再生。例如在癌症之
后。 Monika Budnicka在接受电台采访
时解释道：“我们开发的材料是可生物降
解的和有弹性的，也可以直接在手术室切
割。” Agnieszka Gadomska-Gajadhur
博士解释到，由她暂时监督这个类型的手
术项目，所使用的材料是从其他死者身上
取出的骨头。 目前没有人可以生产这种植
入物。

雅盖隆大学科学家出现在“福
布斯”名单上
2019-02-14
来 自 克 拉 科 夫 雅 盖 隆 大 学 的 M a t e u s z 
Hołda 博士名列福布斯下属的“30岁以
下的欧洲”榜单的“科学与医疗保健”类
别。 福布斯杂志下属的“30岁以下的欧
洲”名单将在青年企业家、创新业务、科
学家、社会活动家、艺术家、政治家、
运动员中挑选出优秀的人员进行排名。 
Mateusz Hołda 博士是心脏解剖与组织胚
胎学研究团队共同创始人雅盖隆大学医学
院的研究团队心系代理主任。 由Mateusz 
Hołda 博士领导的团队的工作重点围绕心
脏的实验室印刷和三维可视化模型制作心
血管见效的形态正在为医疗和科研开发。

第四届精神病预防课程
2019-02-21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第四届精神病预防
课程已经开始。 截止至2019年6月将有44
名老年学生参加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健
康科学学院的课程，他们是比亚韦斯托克
医科大学老年健康大学的毕业生。 课程在
波兰是独一无二的，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
学是波兰第一所组织一系列专门针对精神
病学，老年人精神障碍的讲座。 课程的主
题将涉及老年人的精神障碍，焦虑症，性
功能障碍或药物和酒精成瘾。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科学家研究
耐药铜绿假单胞菌枝
2019-02-22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通知道：“来自比亚韦斯托克大
学化学研究所的Krzysztof Brzeziński博士
赢得了由国家科学中心举办的SONATA 
BIS竞赛。Krzysztof Brzeziński博士将获
得超过300万兹罗提用于对耐药性枝藻的
研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信息，
耐药铜绿假单胞菌枝是当前全球微生物
威胁清单中的第二号细菌。” Krzysztof 
Brzeziński博士解释道：“这种细菌的毒
力和抵抗两种机制枝藻量的情况下是惊人
的。细菌有许多的保护屏障。即使有害细
菌的物质克服这些障碍，该系统运行所谓
的泵，例如去除抗生素分子进出细胞。” 
Krzysztof Brzeziński博士的研究为跨学科研
究，Krzysztof Brzeziński博士在项目期间使
用多种方法边缘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
生物物理学，NMR光谱法，分子生物学，
生物化学，晶体学和结构化学。

卢布林医科大学的人工骨
2019-02-25
根据东方期刊提供的信息，由来自卢布
林医科大学的Grażyna Ginalska教授和
Anna Belcarz博士研发的人工骨专利将有
机会在国外市场拓展。人工骨发明作者所
拥有的Medical Inventi公司将有希望在今
年获得CE标志，获得在CE标志后将可以
在世界范围内销售复合材料。 卢布林医科
大学的研究人员与卢布林科技大学合作推
出了一条技术路线，可以更大规模地生产
复合材料。 卢布林独立公立临床医院1号
创伤和急诊医学诊所主任Adam Nogalski
博士说道：“目前已有五位患者接受了人
造骨移植。这些患者在其他中心接受治疗
失败。通过使用人工骨患者恢复了健康且
无一人产生副作用。”

比亚韦斯托克医学院开设 
Monoproil 医学模拟中心
2019-02-26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医 学 院 开 设 了 现 代 
Monoproil 医学模拟中心。 比亚韦斯托
克医学院校长Lech Chyczewski 教授在
接受“Kurier Poranny”的采访时强调
到：“医学模拟中心将提供护士专业科学
并帮助对教学结果进行最终评估。” 医学
模拟中心中心由各种科室模拟室组成，其
中包括新生儿护理、儿科、成人护理、投
影及缝针练习以便未来的护士学会如何对
伤口进行缝针。 比亚韦斯托克医学院护理
部门负责人Bianka Misiak博士说道：“学
校自2005年以来一直在进行对未来护士的
教育”。 她认为中心的建立标志着提高教
育质量的里程碑。

格但斯克研究员赢得波兰—中
国竞赛
2019-02-27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生物技术学院医学生
物技术系和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Anna 
Żaczek博士赢得了由波兰国家研究与发
展中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共同
组织的波兰 - 中国竞赛。 竞赛奖金为200
万兹罗提，获奖项目是“循环肿瘤细胞的
个性化医学 - 隔离的有效的方法，在单细
胞水平的分析和预测治疗反应使用”。 研
究结果将允许治疗的患者的精确分配措施
包，包括用于检测CTC的和快速的测试对
治疗的反应的试剂盒中，基于在该项目鉴
定的生物标记。 研究项目涉及的主要中心
在各自区域中的纳米材料的生物技术和工
程领域的合作：生物技术学院校际和功能
纳米与软物质东吴大学研究所。 更多信
息： https://gumed.edu.pl/541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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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组织学和细
胞学互动教学系统
2019-02-28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组织学和细胞学是波兰
第一个在实际课程中实现组织学和细胞学
互动教学系统的大学。 系统配备了数码相
机和平板电脑的显微镜，学生可以以图形
文件的形式保存组织学准备的图像，标记
图片中的特征结构。文件可以存档并发送
到学生的电子邮件信箱。 系统是一个互动
的咨询和教学平台。来自显微镜相机的图
像实时发送到助手的平板电脑。借助学术
教师计算机上的相应软件，可以在大屏幕
上显示给定学生显微镜的图像，显示图形
处理和讨论。

西里西亚大学的新纳米催化剂
2019-03-01
西里西亚大学的科学家开发出一种纳米
催化剂，可用于制造具有潜在抗癌、抗
真菌和抗菌作用的化合物的合成反应，
新发明可用于制药行业。 纳米催化剂
为粉末形式，并且由于将纳米钯施加到
适当粒度的电解铜上而通过转移方法获
得。其特征在于使用它进行的高产率的
偶联反应和由于所用材料的可用性和低
钯含量而相对低的生产成本。 新发明的
作者是Jarosław Polański教授、 Piotr 
Bartczak博士、Mateusz Korc博士和
Maciej Kapkowski博士。新发明用于
进行Sonogashira偶联反应，在基本环
境中结合两种化合物：末端炔烃与芳基
或乙烯基卤化物。 更多信息： https://
www.us.edu.pl/nowe-rozwiazania-dla-
branzy-farmaceutycznej

绿山城大学邀EXPO 2019会议
2019-03-04
绿山城大学医学及健康科学科学界定航
天医学系邀请各位于3月16日参加航天医
学EXPO 2019会议，会议是在航天医学
波兰会议最大的，私营部门，公众和科
学界和创新型经济的合作。 科学家，医
生，企业家，当地政府官员和学生代表讲
参加会议。在航天医学世博会期间学生和

年轻医生将获得宝贵的知识，并且获得在
天文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
的机会训练。 与会者将参加辩论、讲座
和培训并熟悉人类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结
构同时还建立有价值的联系以便未来支
持EXPO实施项目。 更多信息： http://
medycynakosmiczna.pl/sme-19-.html

诊断糖尿病肾损害的新方法
2019-03-04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发
出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早期诊断糖尿病引起
的肾脏损害。 新方法还将识别肾衰竭的风
险。 雅盖隆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尿液中
的微泡可以成为糖尿病肾病的新生物标志
物。 雅盖隆大学的团队Ewa Stępień博士
的带领下自2014年开始与波兰科学院核物
理研究所的科学家合作进行研究。发明已
经提交至专利局。

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教授名列
波兰医学界最具影响力名单
2019-03-06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的三位教授
是波兰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一百名名单”由 “医学之脉”负责出
版，迄今已出版了16年。 排名最高的是
Mieczysław Walczak教授，他名列第
42名。Mieczysław Walczak教授是波
美拉尼亚医科大学儿科、内分泌学、糖尿
病学、代谢疾病和发育年龄心脏病学系
主任。 Jan Lubiński教授排名第45名， 
Jan Lubiński教授是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
肿瘤学系遗传学和病理形态学系主任、波
美拉尼亚医科大学国际中性癌中心主任。 
Bogusław Machaliński 教授排名第92
名，Bogusław Machaliński 教授是波美
拉尼亚医科大学校长、生理学和一般病理
学系主任以及血液学和移植学系骨髓移植
系主任。 候选人分为三类：2018年的成就
和成就、专业声誉和环境影响力以及公众
影响力。

克拉科夫研究人员正在寻找有
效治疗神经性疼痛的方法
2019-03-06
研究表明五分之一的欧洲人患有神经性疼
痛，来自克拉科夫波兰科学院药理研究所
的一个研究小组正致力于开发有效的治疗
方法。 来自克拉科夫波兰科学院药理研究
所的Anna Piotrowska-Murzyn专注于研
究疼痛的神经免疫学基础。 她还在寻找与
常规止痛药一起使用时可提高其有效性的
物质。 根据克拉科夫 “选举报”提供的
信息，波兰科学院的博士生已经确定了所
需的物质，极有可能是Maraviroc，一种
用于HIV感染患者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Anna Piotrowska-Murzyn解释道：“化
合物可能影响常规使用的镇痛药的有效
性。 因此Marawirok可能是一种有趣的治
疗方法，可以治疗患有神经性疼痛的患者
与阿片类药物的联合治疗 。

克拉科夫研究人员发现神经退
行性疾病的秘密
2019-03-11
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生物技术中心的
国际科学家团队破译了一个关键的细胞“
保护”Elp3蛋白的原子结构。 该分子负责
正确产生所有其他细胞蛋白，从而抵消神
经退行性疾病。克拉科夫学者的研究成果
已在“自然通讯”杂志发布。 科技学家
们的工作致力于在各种生物中发现的Elp3
蛋白的三维结构。研究表明，即使在非常
相关的生物体的情况下，它的形状和作
用仍然相同，并阐明了对其功能负责的机
制。了解Elp3蛋白的结构将使科学家能够
回答究竟是如何如何、如何影响突变以及
它的活性是否可以被阻断的问题。 更多信
息：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
s41467-019-08579-2.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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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科学家开发出有机抑
菌材料
2019-03-12
西里西亚大学和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
学科学家团队开发了一种新的有机材料，
新材料可以防止细菌的生长和繁殖，将能够
涵盖医疗产品和日常用品。 牙刷、淋浴间
内部、入耳式耳机、键盘、手机 这些都是
表面细菌在使用中生长的物体。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些产品与皮脂，食物残渣或粉尘
形式的杂质一致，成为微生物的良好滋生
地。 发明的作者是来自西里西亚大学计算
机科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的科学家：Andrzej 
Swinarew博士、Tomasz  Flak硕
士、MartaŁężniak硕士、Jadwiga Gabor
硕士、HubertOkła博士Klaudia Kubik硕
士以及来自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的
Beata Rozwadowska硕士。研究成果已受
专利保护。

格但斯克大学学生成为年度女
商人比赛获奖者
2019-03-18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的学生Olga Grudniak
是格丁尼亚Biolumo公司的负责人，也是
第10届年度女商人竞赛的获奖者之一。 
Olga Grudniak说道：“我参与了科学
与商业的融合。在商业方面我正在履行
Biolumo负责人的职责，Biolumo是一家
致力于为初级保健医生快速选择针对性抗
生素治疗的诊公司。与此同时我也是一名
生物技术学家，5年来我一直在实验室里
进行一系列旨在解决细菌耐药性问题的研
究。” Biolumo为全科医生创建了一种护
理点医疗设备，帮助他们开出一种有效的
抗生素。该解决方案适用于GP手术和全科
医生。它可以在六小时内快速诊断自动化
且价格低廉。

波兰科学家用3D打印机打印世
界上第一颗仿生胰腺
2019-03-18
来自华沙科学研究与发展基金会（FBiRN）
的研究人员使用3D打印技术上打印了世
界上第一个带有血管的仿生胰腺。 2015

年10月在FBiRN的倡议下成立了BIONIC联
盟，联盟包括： 科学研究与发展基金会与
Michał Wszoły博士的团队、波兰科学院
实验生物学研究所与Agnieszka Dobrzyń
教授的团队、由W. Święszkowski教授指
导的华沙科技大学材料科学学院团队、由
Artur Kaminski教授指导的华沙医科大学生
物结构中心、华沙临床医院和MediSpace
公司。 联盟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获得
资金作为STRATEGMED III计划的一部分
并且于2017年开始了对仿生胰腺的密集工
作。 更多信息： https://fundacjabirn.
pl/projekty/projekt-biodrukowanie-3d-
bionicznej-trzustki/

奥波莱理工大学学生建立了网
络原型
2019-03-19
奥波莱理工大学的学生已经建立了一个网
络原型作为其毕业论文的一部分，设计原
理将找到一种廉价和功能性假肢印刷3D
技术并通过特殊手套控制。 原型是自动
化和机器人的学生的项目“控制自己与机
器人的手”（作者Pavlo Sutysskyi），以
及“采用气动肌肉人手假体的物理模型”
项目（作者Yaroslav Antonchyk）。 
Mirosław Szmajda教授说道：“该项目是
为失去上肢的人创建的。市场上大多数的
假体是非常昂贵的，只有部分人能买得起
仿生假体。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低成本
的解决方案，其费用将约为1000兹罗提。
目前已经开发了一种假体模型，该模型将
进一步发展”。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与白俄
罗斯精神病诊所签订合作协议
2019-03-21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与明斯克白俄罗斯
儿科精神病诊所签署了科学合作协议。 合
同时长为期5年，包括人员，科学家，医生
和行政人员的交流，联合研究和培训计划
的开发和实施，信息，材料和科学出版物
的交流，医学指导和专着的联合出版以及
联合科学会议和专题讨论会的组织。 该计
划可以帮助完成在比亚韦斯托克为儿童，
青少年和成人创建的精神病学中心的工作

人员。大学当局希望白俄罗斯儿童精神病
学家将在比亚韦斯托克开始工作，届时该
中心将开始运作。

儿童介入心脏病学综合培训计划
2019-03-21
研究所“儿童纪念保健中心”与卡托维
兹、波兹南医学院以及弗罗茨瓦夫省立专
科医院共同邀请各位参加“儿童介入心脏
病学综合培训计划-  PO WER-KID”。 项目
由欧盟资助，旨在增加在基本水平在小儿
心脏介入训练和通过专业技能和资格的开
发医生的数量。 与会者将参加对心血管系
统的形态课程和先天性心脏缺陷，小儿介
入心脏病学基础知识和儿科介入心脏病学
的心理方面。培训的主要部分将是使用现
代医学模拟技术进行的介入心脏病学实验
室的实践课程。 更多信息： https://sum.
edu.pl/aktualnosci-i-komunikaty-swp/
nauka-wiadomosci/9581-program-
w s z e c h s t r o n n e g o - s z k o l e n i a - w -
kardiologii-interwencyjnej-u-dzieci-po-
wer-kid

揭露抗疫苗的游
戏：Antyszczepionkowcy.biz
2019-03-22
来自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博士学生创建
了Antyszczepionkowcy.biz纸牌游戏，
这是揭开有关抗疫苗运动面纱教育有关
免疫的价值的一款游戏。 该游戏展示了
在反疫苗和altmedge行业赢得财富的自
助商人的后果和现实。玩家试图通过在
他们的网上商店出售无用商品或通过收
集签名和执行有害法律来不惜一切代价
获得影响力。他们的行为影响人口抵抗
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疾病将变得
更加危险。 游戏设计者是Aleksandra和
Jakub Stefaniakowie。弗罗茨瓦夫医
科大学是该游戏的荣誉赞助人之一。他
们通过众筹基金来收集项目启动资金。
设计者花了14分钟获得了所需的最低金
额10000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s://
www.umed.wroc.pl/content/gra-
antyszczepionkowcybiz-ufundowana-
w-rekordowym-temp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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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医科大学“研究未
来”和“创新者”证书
2019-03-25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被第四届“未
来研究”竞赛中被授予认证项目证书。 公
共卫生部门的本科和研究生“管理健康风
险”学习获得了“未来研究”认可证书。
卡托维兹医学系获的“神经生物学”硕士
课程同样也获得了证书。 “研究未来“认
证证书由教育和奖学金发展基金会颁发。
证书只办法给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和满足
社会经济环境期望的方向和专业。 “管理
健康风险”方向和“神经生物学”再度获
得了创新者”证书。用于实现基础设施和
技术支持教学过程中最具创新性和独特的
解决方案方向的特别表扬。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HeartBIT 
4.0国际项目
2019-03-25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商业信息研究所的团
队成员获得了该项目的融资HeartBIT 4.0
。这将在久负盛名的展望2020（结对计
划）的框架内实现。 HeartBIT 4.0 项目是
创新技术的医学数据科学中的应用对心脏
疾病是进行对心脏病的弗罗茨瓦夫医科大
学系，包括员工一系列的培训，研讨会，
协商和材料的发展在现代技术大数据，数
据科学技术和机器学习在药品和医疗数据
的安全性的应用。 项目将实现大学组成
的联盟其中包括：医疗大学和弗罗茨瓦夫
经济大学，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和莱比
锡大学和捷克维索卡ŠkolaEkonomickáv 
Praze项目总预算约为78.8万欧元。

针对波兰医生的新科学计划
2019-03-25
Franciszek Walczak教授被称为波兰电
生理学的教父，成为新的国家学术交流
机构和卫生部的赞助人，致心于心脏病
学，肿瘤学，变态反应学和传染病领域的
科学家。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在会议启动期间表示：“这是
一个独特的计划。100名波兰医生将在美
国最好的研究所实习。由于与美国科学家

的密切合作，我们国家的患者将获得最
新的知识和临床实践。” 计划包括在美
国最好的医疗中心进行进修3至6个月的
时间。 更多信息： https://nawa.gov.
pl/naukowcy/program-im-walczaka/
ogloszenie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与
维尔纽斯大学合作
2019-03-26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与立陶宛维尔
纽斯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协议涉及联合
研究，交流科学和教学人员和学生。 去
年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代表团访问
了维尔纽斯大学，大学长期参与遗传性癌
症领域的联合研究。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
扩展到新的领域包括先天性代谢疾病和病
史。 维尔纽斯大学由Stefan Batory国王于
1579年创立。如今它已被列入世界500所
最好的大学，是立陶宛最大的学府。大学
有12个部门，10个研究中心，3个医院，
一个天文观测台和超过25000名学生。

波兰智能发展奖用于骨重建复
合材料
2019-03-27
格但斯克大学陶瓷与建筑材料研究所科
学联合会，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生物
技术与分子医学研究所和SensDx 股份有
限公司成为2019年波兰智能发展奖的获
奖者。 奖项被授予“未来的创新技术”
类别用于实施“用于骨组织重建的具有抗
菌和再生特性的多功能复合材料”项目。
项目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科学研究和
发展工作战略方案共同资助。 项目旨在
开发和生产具有生物活性的材料，充当填
充骨缺陷的材料并形成细胞基质，同时支
持受损组织的再生。使用这种生物材料将
加速治疗过程并消除许多术后并发症。 
更多信息： https://ug.edu.pl/media/
aktualnosci/86837/polska_nagroda_
inteligentnego_rozwoju_2019

格但斯克大学科学家关于快速
检测出尿路癌症发明
2019-03-28
Adam Lesner教授和来自格但斯克大学
化学系的Natalia Gruba博士已开发用于
检测尿路上皮癌的快速非侵入性的诊断
测试，通常被称为尿路癌症。 新发明的
测试对象为800人并在90%的患者身上都
体现了可行度。研究在技术转移中心UG
项目孵化器创新+金融支持进行。本发明
已经被全球专利，是目前在测试的实施
会谈。 新发明诊断试剂盒由两个部分组
成，在膀胱肿瘤细胞分泌的因素的影响下
使它们分解检测。测试的优点包括易于实
施，诊断效果和缩短等待时间，等待不
到60分钟。 更多信息： https://ug.edu.
pl/media/aktualnosci/87002/szybkie_
wykrywanie_nowotworu_ukladu_
moczowego_dzieki_naukowcom_z_ug  

格但斯克医学院加入世界卫生
组织团队
2019-04-02
格但斯克社会医学医科大学系的Łukasz 
Balwicki博士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科学团
队，主要负责对非法烟草制品的处理。 科
学小组在国家检测非法烟草市场上的欧盟
东部边界。这些活动的成果将整理成为一
系列科学出版物。 团队活动是为了追查
烟草营销，消除对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
（FCTC）和跟踪的欧洲体系框架公约非
法烟草制品贸易的协议将于2019年5月生
效。 协议与跟踪的实施和跟踪系统将减少
非法烟草的现象，有效地监控对烟瘾的斗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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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将开发一
种治疗乳腺癌的药物
2019-04-03
奥尔什丁大学瓦尔米亚-马祖里兽医学院
开始了一个新的研究项目，项目旨在开发
用于乳腺癌治疗。 来自病理生理学，兽
医法医兽医管理学院的系的Małgorzata 
Chmielewska-Krzesińsk博士开始研究百
里醌在抗击癌症中的作用。她选择了一种
来自鲤科的小型淡水鱼斑马鱼作为研究对
象。Małgorzata Chmielewska-Krzesińsk
博士兽医学院的基因组学和转录组学实验
室是波兰第一个开始研究这种鱼的研究
工作的人。 Małgorzata Chmielewska-
Krzesińsk博士希望看到胸腺素对癌细胞的
影响。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
有资历授予博士学位
2019-04-04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副校长
Stanisław Głuszek教授：“我们学习获得
了授予医学院博士学位的资历，资历的获
得证明了科学和高等教育不对我们的医学
和健康科学学院的科学活动的认可。” 凯
尔采大学即将制定授予博士学位的规划，
课程主要为医生而准备，其他医学研究毕
业生也可以参与课程。 大学当局希望博士
学位主要由在该地区最大医院工作的医生
开设，即在凯尔采查诺沃和圣十字肿瘤中
心。

雅盖隆大学研究人员正在研究
人工神经网络的构建
2019-04-05
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Jacek Tabor 
教授正在研究创新人工神经网络的构建。 
的Jacek Tabor 教授说到：“神经网络
是软件结构和系统，其操作类似于人脑中
发生的过程。目前，我们越来越深入地了
解我们的大脑如何运作，因此我们可以翻
译这些知识并改进人工智能系统。” 在
Jacek Tabor教授的指导下将完成波兰神
经网络建设的全面工作。Jacek Tabor教
授负责雅盖隆大学的六个研究小组：数学

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物理学，天文学与应
用计算机科学学院以及管理与社会传播学
院。该团队将包括IT专家，程序员，统计学
家，生物统计学家和神经认知科学家。作
为TEAM-NET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将从波
兰科学基金会获得超过1900万兹罗提的奖
金。

波兹南医学院研究人员获得
Kosciuszko基金会奖学金
2019-04-08
波兹南医学院遗传学和医学科学院微生物
药科大学系主任Marzena Gajęcka教授
获得了Kosciuszko基金会2019-2010学年
奖学金，Marzena Gajęcka教授将在贝
勒医学院和美国休斯顿的德克萨斯儿童医
院进行科学实习。 Marzena Gajęcka
教授将参加多因素疾病的宿主，微生物相
互作用采用多层次的研究在综合分析的工
作。 Kosciuszko基金会提倡通过在教育，
科学和文化的国际交流波兰和美国之间的
合作。基金会向波兰研究人员供年度居住
和补助金，用于在美国提供高等教育的大
学或其他机构的研究，研究和/或教学。

锡隆纳葛拉大学SESAM医学模
拟中心
2019-04-09
锡隆纳葛拉大学模拟医学中心及健康科
学学院，是波兰第一医学模拟中心并且
获得了欧洲仿真应用的医学（SESAM）
的大力推荐。 医学模拟中心有三个模拟
病人房间，包括成人、儿童和婴幼儿患
者。实验室技术技能，工作室基本护理技
能，会议述职，房间，BLS（基本医疗救
助）和ALS（先进的医疗救助）和两房检
查OSCE（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 医学
模拟中心在2017年开放并于2018年1月运
营。 更多信息： http://www.infoserwis.
uz.zgora.pl/ index.php?mcsm-uz-
oficjalnie-zostalo-wpisane-na-liste-
rekomendowanych-przez-sesam-
monoprofilowych-centrow-symulacji-
medycznej-w-europie

雅盖隆大学开发了一种检测
DNA损伤的方法
2019-04-10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
一种方法，不仅可以指示DNA链中的损
伤，而且还可以准确地确定遗传密码发
生的位置。 发明是对个体DNA末端的敏
感识别（STRIDE），发明作者是：Jerzy 
Dobrucki教授、Magdalena Kordon
博士、Mirosław Zarębski博士和雅盖隆
大学生物化学和生物技术学院的Kami l 
Solarczyk博士。方法的开发及其商业化将
由科学家指定的intoDNA进行。发明目前
正在申请专利程序。 研究人员目前正在进
行与之相关的试点研究将STRIDE方法适用
于不同类型的生物材料。他们发现了这种
方法的新应用，并且选择了该方法最有可
能用于商业用途的领域。

波兰科学家致力于治疗先天性
免疫缺陷的细胞疗法
2019-04-10
来自罗兹医科大学，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
和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三个学术中心的
科学家创新的细胞疗法可以治疗先天性
免疫缺陷。项目将在来自罗兹医科大学
的Wojciech Młynarski教授的指导下进
行。波兰科学基金会为项目拨发了研究资
金。项目将作为TEAM-NET计划的一部分
由智能发展业务计划的欧盟资金实施。 
Wojciech Młynarski教授说：“我们的目
标是开发一种有效，简单和廉价的诊断测
试，将遗传原因的中性粒细胞减少与非遗
传因素区分开来。我们还希望找到新的，
但未被发现的基因，这些基因负责先天性
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先天性中性粒细胞
减少症患者的研究人员将从骨髓中分离血
液干细胞。然后，在实验室中，他们将修
复干细胞中的遗传错误并从修复的干细胞
中培养出健康的中性粒细胞。在检查这些
中性粒细胞是否有功能后会尝试给患者服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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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切青第八届跨学科大脑日会议
2019-04-12
什切青大学临床心理学系和心理研究所、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精神病学、区
域医疗所系、神经波兰协会和精神病学协
会波兰什切青科和协会共同邀请大家参加
第八届跨学科大脑日会议。 会议将包括以
下主题： 从医学神经和精神的角度和人文
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今年的演讲：音乐的
想象力，我们沟通的非理性，艺术治疗和
电影中的大脑疾病。 今年的科学会议口号
是：“大脑、艺术、争论”。

关于呼吸困难的国际研究项目
2019-04-15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与托伦哥白尼大学合作
实施BETTER-B（难治性慢性呼吸更好的治
疗）项目，合作开始于2019年。项目主
要研究患有呼吸系统疾病严重呼吸困难的
治疗变化，特别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和肺间
质病。 BETTER-B 通过研究和创新“地平
线2020”欧盟计划资助其中包括来自波
兰，德国，爱尔兰，Woch，英国和澳大
利亚和欧洲呼吸学会高校实现。 项目包括
在呼吸困难的生活质量，不同类型的呼吸
困难，提高治疗的影响的研究。他的最终
目标将减轻痛苦，提高患者生活，他们的
朋友，家人和护理人员的质量。 更多信
息： https://gumed.edu.pl/55025.html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医
学模拟中心开业正式运营
2019-04-17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开设了医学模
拟中心，中心是培养医学院系学生最现
代化的设施之一。目前中心课程已经开
始。 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校长Bogusław 
Machaliński教授说：“我们在该国拥有
最新的教学和医疗中心。在设备和质量方
面，我们已经超过了该国的其他大学。它
将被我们所有院系的学生使用。每个学生
都将在该中心接受临床和临床前科目的课
程。” 医学模拟中心包括35个教室- 手术
室，重症监护室，医院急诊室，救护车模
拟器，产房和护理室。还有技术，临床和

外科技术，超声和内窥镜实验室，救护车
和12个可编程模型。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制定了欧
洲神经放射学培训要求
2019-04-17
由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MarekSąsiadek
教授编写的在介入神经放射学欧洲培训需
求得到一致公认的欧洲联盟和与它合作的
国家培训标准。 UEMS欧洲专家医师协会
咨询委员会代表所有医学专业的欧洲部门
主席组成和最高医疗室代表一致通过了该
文件。 MarekSąsiadek教授是神经放射
学科主任，他在UEMS理事会布鲁塞尔会议
的指导下提交了一份文件。 现在文件将成
为欧盟国家介入神经放射学培训领域的标
准，并与欧盟有关。

弗罗茨瓦夫大学新研究项目
2019-04-19
弗罗茨瓦夫大学人类生物学系的研究人员
开始一个新项目““雄性化水平作为男性
抗氧化潜力的信号”，项目获得了国家科
学中心资助。 研究旨在探讨根据进化假设
的假设男性的面部和身体特征是否取决于
睾酮的水平并与身体的健康和一般状况有
关。研究人员正在寻找愿意参加这项研究
的30-40岁健康男性。有无健身习惯的男
性均可以申请参加研究。 参与这项研究是
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彻底了解自己的身体，
检查健康状况，进行一些免费的测试和测
量并同时帮助研究人员进行进化生物学领
域弗罗茨瓦夫有趣和创新研究。 更多信
息： https://uni.wroc.pl/poszukiwany-
mezczyzna-wiek-30-40-lat/

波兰科学家正在研究新白血病
诊断方法
2019-04-19
波兰科学家提出了一种诊断白血病的创新
方法由此可以预防疾病的复发。为了开发
专业诊断设备，他们刚刚在波兰科学基金
会的TEAM-NET计划中获得了2600万兹罗
提的资助。 研究工作将由五个科学单位组
成，该组织的领导者是华沙大学。作为该

项目的结果，将创建一个诊断设备，用于
快速，无标记的白血病细胞亚型的成像，
鉴定和分类。 六个多学科团队将致力于新
的诊断方法，包括来自肿瘤学家，化学家
和物理学家。这些研究小组将来自华沙大
学物理学院，华沙波兰科学院物理化学研
究所，华沙血液学和转化研究所，罗兹医
科大学和雅盖隆大学化学系。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生物库获
得ISO 9001：2015证书
2019-04-23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生物库是波兰获得
了ISO 9001：2015证书的机构，其范围
为“生物材料的生物材料，用于科学，研
究和开发以及教学目的“。 证书由世界上
历史最悠久，经验最丰富的BSI标准化组织
颁发，有效期为2022年4月2日。Biobank
在生物活性筛选和生物材料收集实验室中
运作。 该指南的实施使得能够按照最高标
准管理生物库工艺，有助于保证带有高质
量生物材料的单位及与之相关的数据。这
直接转化为获得新的科学和研究项目的可
能性以及创建创新研究和开发解决方案的
合作。

比亚韦斯托克欧洲法律和制药
大会
2019-04-24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西里西亚医科大
学卡托维兹和剑桥大学犯罪研究所将于于
2019年6月7日在比亚韦斯托克举行欧洲法
律和制药大会。 联合国代表、执法和司法
代表、药物研究所、Euroregional医药中
心代表以及波兰和外国高校将参加活动。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大会的主题是非常及
时，尤其是在与假冒药品和饮食补充剂相
关的犯罪率上升的局面。 在互联网上购买
的每一种药物都是伪造的。锻造药品是有
组织犯罪集团的收入来源，对消费者的生
命和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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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医科大学成立文明疾病分
子研究中心
2019-04-29
罗 兹 医 科 大 学 签 署 了 建 设 文 明 疾 病 分
子修复中心合同，作为MOLecoLAB项
目 的 一 部 分 将 建 立 一 流 的 化 学 和 生 物
研究和分析科学和研究实验室。 罗兹
医科大学校长Jacek Grabowski博士
说：“MOLecoLAB是一个独特的项目，
不仅因为那里将进行的研究。此外，投资
符合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环保科技。
我们将投资“绿色”基础设施和节能解决
方案。“ 文明疾病分子研究中心的实验室
将用于开展研究和开发工作，设计创新产
品和诊断和治疗服务以及在国家和国际层
面实施与该行业的合作。

热舒夫大学将建立多轮廓医学
模拟中心
2019-04-29
热舒夫大学签署了一项合作项目，项目将
资助为医学院的医学院教师购买几种医学
模拟器。 副校长Józef Cebulski教授在
卫生部签署了“热舒夫大学医学院的发展
计划，利用医疗模拟中心的医学教育”项
目，在2014  -  2020年运营计划知识教育发
展项目下实施。 项目旨在通过实际执行发
展计划并拥有多重医学模拟中心热舒夫大
学医学院的医学方向的创建以提高教育质
量。 项目融资为1350万兹罗提，涵盖整个
项目成本。将分配1000万兹罗提用于购买
设备。剩余金额将用于培训。

绿山城大学获得了1000万兹罗
提用于建立多功能医疗模拟中
心
2019-04-29
绿山城大学获得了超过1000万兹罗提用于
创建一个多配置的医学模拟中心。资金来
自卫生部知识教育发展计划。大学将致力
于教学人员通过模拟进行课程的设备，培
训和课程。 多功能医疗模拟中心将建在
Energetyków街道，共有三层。将为医学
生提供现代化的培训室。 学生们将在设备

齐全的房间里练习。模拟中心还将有一个
医院急救室和一个S型救护车模拟器（用
于更困难病例的救护车，有救生员和至少
一名医生）。医疗程序的大厅将配备模拟
器，音频- 视频系统，影像，设备和家具。

奥波莱企业家的发明将阻止非
洲猪瘟
2019-04-29
企业家Jarosław Romanowski和他的团
队发明了专利并开始生产“Janobio“，
这是一种可以阻止非洲猪瘟流行病发展的
措施。 Janobio是一种生物杀灭剂：氯化
氢，通过加入一种特殊的稳定剂带电到一
滴水中。滴在病毒或细菌上的水喷雾像炸
弹一样。“爆炸”，破坏病毒的细胞膜或
脂质屏障。打开细菌或病毒组织，剩余的
次氯酸盐与稳定剂分解或消除病毒。 新
发明对人类来说是完全安全的。不会引起
中毒或皮肤刺激或烧伤。它非常容易用于
动物饲养员，兽医服务甚至猎人。它在普
瓦维的国家兽医研究所接受了检查并获得
了极高的分数。 更多信息： https://nto.
pl/opolanin-stworzyl-bron-do-walki-z-
afrykanskim-pomorem-swin-sukces-
prob-z-nowym-srodkiem-biobojczym/
ar/c8-14070163

奥波莱大学多功能医疗模拟中
心
2019-04-30
奥波莱大学多模型医学模拟中心获得了近
1400万兹罗提资金，资金来自知识教育发
展计划下的欧盟基金。 资金将用于购买设
备为中心、其分配给教学人员和学生、雇
用技术人员，、学模拟和准备使用模拟技
术的课程计划的培训。 医学模拟中心包
括：工作室学习技术技能，手术和护理，
重症监护室，展厅临床技能和护理产房，
手术室，急诊室和一个高尔夫球模拟器救
援救护车。主要供医学院的学生以及奥波
莱大学的教学和技术人员使用。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将
获得760万兹罗提
2019-05-06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将实施全国研
究与发展中心项目“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
科大学综合发展”，项目的价值接近760万
兹罗提。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综
合发展”项目包括：信息管理工具大学的
实现，包括电子文件管理学院（EZD）与
循环培训让员工能够顺利实施EZD。 项目
还计划实施的课外活动：在近红外和3D打
印诊断超声，胃镜，放射化学，剂量学，
显微外科，生物物理学，光谱学。项目还
包括为大学，在国外主要国家中心的学生
和考察学习专业课的教学人员的国家和国
际实习的实施。

第三届弗罗茨瓦夫波兰冷冻疗
法协会大会
2019-05-06
波兰冷冻疗法协会，弗罗茨瓦夫体育大学
和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邀请各位于5
月16日前往弗罗茨瓦夫参加第三届波兰冷
冻疗法协会。 大会将于波兰建立第一个低
温室30周年。在弗罗茨瓦夫国家科学院低
温和结构研究所举行。活动计划涵盖了现
代医学和物理疗法中冷冻疗法应用的主题
以及现代冷冻疗法使用生物工程和物理成
就的可能性。 讲师们被邀请为低温学和冷
冻疗法的杰出人物，他们同意与会议参与
者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

Photo by Pietro Jeng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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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组织再生植入物
2019-05-07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是“用于骨再生医学
的多功能生物活性复合材料”项目的领导
者。项目在波兰科学基金会的TEAM-NET
竞赛中获得了近1400万兹罗提的资金。 除
了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外，科学联盟还包
括华沙陶瓷和建筑材料研究所，陶瓷和混
凝土部门;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和罗兹大学。
项目旨在开发新的聚合物- 陶瓷复合生物材
料，用于再生医学应用骨骼系统的受控再
生。 作为研究团队合作的一部分将开发用
于骨组织再生的多孔植入物和覆盖有创新
涂层材料的骨稳定植入物，其释放生物活
性生长因子和抗炎成分。

绿山城大学学生为收留所的狗
设计了假肢
2019-05-08
绿山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BiomedUZ科
学圈的学生为Reksio建造了一个假肢，
这是一只在被火车撞到后失去了一部分腿
的狗。 Reksio在主人过失之后去了收留
所。由于无法正常行走，它的情况正在恶
化。由于这些原因它没有被别人领养。绿
山城大学的学生为Reksio设计并制造了假
肢。 假肢包括被填充是凝胶垫并且与所述
残端，通过三维印刷获得。以及弹性玻璃
纤维和环氧树脂，其偏转是模拟水池的操
作并得到缓冲，并防止其他关节的超负荷
承载。弹性元件在印刷在3D打印机上制
成。 更多信息： http://www.infoserwis.
uz.zgora.pl/index.php?studenci-z-
koa-naukowego-biomeduz-stworzyli-
protez-dla-psa-ze-schroniska-w-nowej-
soli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
学拥有医学领域教育权
2019-05-09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授予在华沙红衣主教
Stefan Wyszyński大学医学院提供教育的
权利。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将
涉及统一硕士研究水平的教育与一般学术
概况。具体研究方向将于2019年10月开

始。 招生日期预计为6月7日。资格认证
程序将涵盖三个科目：生物学，化学和数
学。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医学
研究的临床基础是科学和研究机构包括：
军事医学研究所，心脏病学研究所、母婴
研究所、提供医疗服务领域商业活动的公
立医院和机构。

雅盖隆大学的重要发现
2019-05-10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生物技术小波兰中心
的科学家发现使用金离子形成的24壁蛋白
质笼，其几何形状与数学规则相悖。研究
成果已在“自然”杂志上发表 克拉科夫
研究人员参加了由Jonathan Heddle教
授领导的团队研究。报道朝着与在自然界
中未发现性能更广泛地使用人工帧蛋白的
步骤。这可以彻底改变靶蛋白疗法或使用
DNA或RNA的治疗，潜在地允许更大的效
率例如在对抗癌症。 这项长期研究由国家
科学中心资助，该项目的合作伙伴包括：
来自英国牛津大学和达勒姆的科学家，以
及来自日本，加拿大和斯洛文尼亚的科学
家。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实施区域发
展综合大学计划
2019-05-10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获得了来自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资助的超过550万兹罗提用于实
施“综合性大学计划为区域发展”计划。 
项目涉及的与通过空中救援直升机，以及
供应和使用的工具来模拟化学实验室和交
付使用的工具来熟悉人体的解剖结构进行
的操作相关的模拟事故现场开展活动的执
行。 资金将提高学生和护生护理领域的能
力对于确诊的血管通路和客观地进行执行
工具和实时质量评估进行讲座和学生管理
服务。

塔尔努夫国立立高等职业学校
成立医学模拟中心
2019-05-14
塔 尔 努 夫 国 立 立 高 等 职 业 学 校 成 立 了
现 代 化 的 M o n o p r o f i l e 医 学 模 拟 中 心

（MCSM）。 模拟中心包括多个工作室组
成的团队，全面准备并配备了技术先进的
设备，包括模拟病人，可以非常逼真地再
现临床情景。 大学从欧盟基金获得了超过
250万兹罗提的资金。 塔尔努夫国立立高
等职业学校Jadwiga Laska教授说道：“
使用模拟方法的教育为教学和学生提供了
全新的可能性。 我很高兴我们的大学加入
了拥有如此先进设备的高等教育机构。 感
谢所有为创建该中心做出贡献的人士。”

海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校将建
立医学科学研究所
2019-05-15
海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校获得了2850万兹
罗提用于建立医学科学研究所。 2019年
5月13日海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校获得了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law 
Gowin拨发的2850万兹罗提，资金将用
于建造医学科学研究所教学楼。 海乌姆
国家高等职业学校校长Arkadiusz Toil
教授说道：“医学科学研究所将于2022
年在海乌姆成立。医学科学研究所将用
于教育医疗救援人员以及护士。医院和
其他医疗机构对此类员工的需求不断增
加。” Arkadiusz Toil教授补充道：“大
学正在努力获得护理教育学生硕士研究课
程的许可。我的梦想是在大学也建立附属
医院。”

华沙科技大学研究人员开发有
助于识别皮肤癌的设备
2019-05-16
华 沙 科 技 大 学 物 理 学 院 的 团 队 在
Agnieszka Siemion博士的领导下致力于
为该设备创建光学系统，设备将实时可视
化人体皮肤，识别癌症变化 T-SKIN项目
获得了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组织的第九届
LIDER计划的资助。 该装置将基于包含衍
射结构的光学模块。这些结构使用衍射现
象，其中包括波在遇到障碍时弯曲，因此
其传播方向发生变化。 科学家计划是创建
一个照明系统和皮肤成像系统和聚焦的高
功率密度的光点并重定向所述辐射从所述
检测器阵列上的不同的角度，这将允许在
皮肤深层的研究反射。

Photo by Pietro Jeng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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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医科大学转化医学中心
2019-05-16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将开设转化医学中心。
转化医学是一种将实验中获得的知识快速
转移到日常临床实践中的方法。这是一门
新的但非常重要的科学学科。 转化医学中
心总部紧邻入侵和非入侵医学中心。 在第
一阶段启动了具有设施的心血管系统的现
代成像中心，这使得各种科学环境的代表
和技术转移中心能够联合工作。 为了实现
CMT的目标有必要提供新的基础设施，包
括用于进行临床研究的治疗和治疗空间，
使用最现代磁共振方法的成像实验室，用
于研究和商业空间的实验室空间和办公空
间。 更多信息： https://gumed.edu.
pl/55758.html

清理气道康复振荡背心
2019-05-16
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家们创造了一种用于振
荡气道的康复背心。该解决方案主要用于
对患有疾病的人进行物理治疗，因此分泌
物在气道中积聚例如囊性纤维化或支气管
哮喘。 背心是技术先进的产品，需要将
控制技术与隐藏在特殊设计的纺织材料
中的机械元件相结合。 发明的共同作者
Michał Pielka工程师解释道：“八个内置
振动马达使背心的振动非常强烈，使患者
反射性地排出肺部的分泌物。此外还有一
个特殊的开口，可以立即关闭设备。如果
在使用过程当中患者感觉不舒服可以立即
断开所有系统。”

奥斯特罗夕卡公共管理学院护
理部门
2019-05-17
奥斯特罗夕卡公共行政学院获得了护理自
治政府和地方自治政府代表的许可并设立
一个护理部门。 这一提议是在2019年5
月9日在奥斯特罗夕卡举行的国际护士和
助产日的仪式上作出的。项目的发起人是
护士和助产士最高委员会副主席Mariola 
Łodzińska，她在演讲中注意到在奥斯特
罗文卡缺乏教育护士和助产士的部门。她
随后提议，考虑到人员短缺，地方当局将

在当地照顾该地区的工作人员，以满足该
地区的需要。 该计划由马佐夫舍省的董事
会成员Elżbieta  Lanc负责。她宣布与奥斯
特罗文卡市长Łukasz Kulik一起决定当地政
府将主动教育奥斯特罗文卡的护士。

西里亚大学科学家的康复训练
2019-05-17
在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游戏中创建
使用虚拟现实给有需要的病人肌肉骨骼系
统的暂时或永久的一个改过自新的特殊康
复，创伤后和风湿性疾病和骨科问题。 利
用传感器修复后可以扮演虚拟角色，例如
在游戏“未命中”或“Misiolot”中，然后
根据故事，试图避开许多障碍，收集蜂窝
或在房间之间移动飞船。 对于所有年龄段
的患者，情景都可以自由改变。 新发明的
共同作者Paweł Janik博士解释道“患者
必须进行武器或躯干的某些动作以达到游
戏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采集的蜂蜜，
苹果，许多片或进入房间的具体数目。”

克拉科夫将建立计算医学中心
2019-05-22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SANO AGH项目
在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下的卓越团队竞赛
中获得了1500万欧元的资助。科学家们将
使用获得的资金进行医学诊断中使用的先
进计算机模拟 作为克拉科夫获奖项目的一
部分，将建立个人计算医学中心SANO。
它将涉及创建医学诊断和个性化治疗的创
新方法，这将得到先进的计算机模拟的支
持。 SANO中心将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创
建。国际联盟包括AGH科技大学学术计算
机中心CYFRONET、克拉科夫生命科学集
群、德国弗劳恩霍夫支持应用研究协会和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科学家获
得近500万兹罗提资金
2019-05-22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获得了近
500万波兰兹罗提用于研究资金。资金来
源于国家科学中心Opus计划的一部分。 
200万兹罗提将用于“确定从SOX家族调节

选定基因的表观遗传机制及其转录本作为
NSCLC非小细胞肺癌的潜在诊断和预测标
志物”项目，近900000兹罗提的资金将用
于“研究小鼠海马中间神经元和锥体细胞
中GABA能传递可塑性机制”。

波兰与葡萄牙在“战场医学”
领域合作
2019-05-24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医学模拟中心加强了
与葡萄牙科英布拉军事卫生中心的合作。 
通过合作，弗罗茨瓦夫大学的学生和医生
将有机会参加医学领域的新课程。 与葡
萄牙科英布拉军事卫生中心达成的协议是
两个机构之间现有合作的延伸。 它提供了
在未来的大型活动中组织武术课程和医疗
活动的机会。 医学模拟中心负责人Piotr 
Kolęda博士说到：“我认为这些是我们必
须让学生为我们周围的现实和世界变化做
好准备的任务。”

埃尔布隆格培训未来医生
2019-05-28
埃尔布隆格人文与经济学院正在等待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关于授予学院联合开展研究
生医学专业的权限。 埃尔布隆格人文与经
济大学校长Sylwia Sobkowiak在接受采访
时说道：“目前医生的需求巨大，特别是
专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退休年龄，
而新人远远供应不足。” 两年前科学部和
波兰认证委员会并没有批准这一请求，因
为缺乏一个运作的教学和模拟中心以满足
医学院学生的需求。 现在中心已经建成并
装备好了。 它将于2019年10月1日开始运
营。 埃尔布隆格大学当局希望在满足所有
要求后可以得到科学部的积极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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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医疗救援人员接受
虚拟实验室培训
2019-05-28
弗罗茨瓦夫医学科学院紧急医学领域的
学生将接受虚拟实验室的培训。 虚拟仿
真技术实验室培训护理人员的可能性几
乎无限。学生开始使用类似于计算机游戏
的标准模拟器进行训练，然后在VR护目
镜中进行模拟，他们不仅要做出正确的决
定，还要执行控制器记录的必要活动。每
个模拟都基于预定的场景，由教师创建
和监督，后者随后与学生讨论结果。 弗
罗茨瓦夫医学科学大学是波兰的第二所
大学也是欧洲第一所使用虚拟现实技术
培训学生紧急医疗服务的大学之一。 更
多信息： https://www.umed.wroc.pl/
content/ratownicy-medyczni-szkola-
si%C4%99-w-wirtualnej-rzeczywistosci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关于波兰糖
尿病重要分析报告
2019-05-30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研究人员发布了“波兰
糖尿病患病率：国家数据库综合分析”文
章。分析报告涉及糖尿病，这是波兰和
世界上的主要健康问题之一。 格但斯克
科学家的分析发表在“糖尿病医学”杂志
上。结果显示，波兰有268万糖尿病患者
（包括近50万不知道该疾病的患者）。这
是对波兰糖尿病患者人数的首次全面而准
确的评估。在其出版之前由波兰科学院公
共卫生委员会任命的一个特别工作组开展
工作。 工作组利用国家卫生基金和国家
公共卫生研究所 - 国家卫生研究所，商业
组织和科学研究成果的数据进行了广泛的
分析。 更多信息： https://gumed.edu.
pl/attachment/attachment/63410/
Topor_Madry_et_al_2019_Diabetic_
Medicine.pdf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PRECODE项目
2019-05-31
格 但 斯 克 医 科 大 学 的 研 究 人 员 获 得 了
由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行动创新
培训提供的资助用于实施PRECODE项

目：PancREatic Cancer OrganoiDs 
rEsearch  - 。 项目假定在国际团队中实
施创新博士论文，并促进新一代科学家在
模型系统和方法方面的发展，以开发有效
的胰腺癌治疗方法。它将由15所欧洲大学
组成的联盟实施：意大利维罗纳大学，西
班牙纳瓦拉大学，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
荷兰莱顿大学、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和于
默奥大学。项目协调员是德国埃尔兰根大
学。 格但斯克科学家将在转移过程中开发
胰腺癌类器官和血小板之间相互作用的模
型，并评估其是否适合研究药物的抗肿瘤
活性和筛选新合成的化合物。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科学家成为
EAACI小组主席
2019-06-04
来自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医学系流
行病学系主任Grzegorz Brożek教授成为了
欧洲过敏和临床免疫学会（EAACI）流行
病学组主席，并自动加入环境和职业过敏
部门管理委员会 EAACI是世界上最大的组
织之一，拥有50多个国家的10000个过敏
症协会。来自全球121个国家的科学家，研
究人员和临床医生是学会的成员。学会是
处理过敏症和临床免疫学的其他科学，健
康和政治组织的科学参考机构。 EAACI以
促进基础和临床研究，收集，评估和科学
信息，研究生教育和过敏和临床免疫促进
良好病人护理的传播。

比亚韦斯托克建立肺癌诊断和
治疗中心
2019-06-04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和大学临床医院成
立了肺癌诊断和治疗中心。肺癌部门的目
标是提供更好和协调的患者护理。 这是波
兰第一个这样的中心。 作为该中心的一部
分，医生将与比亚韦斯托克肿瘤中心的放
射治疗专家合作。 该中心将成为一个拥有
足够诊断和治疗肺癌设施的单位，经验丰
富的专家将负责治疗。 该中心还可以使用
诊断和治疗所需的所有方法。 比亚韦斯托
克医科大学强调肺癌仍然是世界各地人们
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五分之一的肺癌患
者存活没有超过五年。

海乌姆将成立医学科学研究所
2019-06-05
海乌姆市长Jakub Banaszek在接受当地
政府门户网站采访时表示：“我们在海乌
姆建立了最好的国家高等职业学校，该学
院教育民航飞行员。这所大学将发展城市
的科学潜力。” 海乌姆国立高等职业学
校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拨发的3000
万兹罗提的补贴。 研究所的建立是医疗
城镇建设的第一阶段。海乌姆市长Jakub 
Banaszek希望“为医疗服务市场描绘这座
城市”。 海乌姆市长Jakub Banaszek强
调道：“我的目标是将当前学期的学生人
数增加一倍，目前约为1000人。”

医学研究入学名额扩大
2019-06-10
罗兹医科大学 罗兹大学在2019/2020学年
中扩大了医学生的招生量。 从2019年10月
开始全日制医学研究的名额为670人。 这
些名额中其中150个名额为军医名额，由国
防部提供资金。剩余520个名额为未来普通
医生名额。  对于医学生的扩招不仅仅适用
于罗兹医学院。 在上一学年中卫生部批准
波兰大学扩招共4678个这样的名额，今年
将可扩招5122个名额。 从波兰的流行病学
状况来看，医务人员的发展非常重要。法
规草案的作者写道，证明了扩招的政策是
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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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威辛开设医学模拟中心
2019-06-13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雅罗斯
瓦夫Jarosław Gowin、创业和技术部长
Jadwiga Emilewicz以及卫生部副部长
Józefa Szczurek-Żelazko于2019年6月10
日出席了奥斯威辛国立高等职业学校举行
的医学模拟中心开幕仪式。 医学模拟中心
由七个代表医院环境的房间组成。这是在
加利西亚西部第一个最现代化的中心，提
供专为护理学生的教育设施。 副总理兼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雅罗斯瓦夫Jarosław 
Gowin说道：“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正因
为有了医疗模拟中心波兰的护理人员在全
球范围内接受教育。通过这项投资我们都
可以有保证，我们的医护人员可以为病患
们带了最细致的照顾。”

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家对抗阿尔
茨海默病
2019-06-13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的化学家已开发出两
种新的氨基甲酸酯衍生物，可用于药物
以缓解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 目前使用
的药物主要是用于降解乙酰胆碱的酶。
由于药物的作用，这种分布被阻断，这增
加了患者大脑中神经递质的水平，这反过
来又补偿了胆碱能神经元死亡导致的浓度
降低。可以阻止这种分解的物质包括但不
限于有机化学物质——氨基甲酸酯。 来
自波兰，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研究人
员发现了新的氨基甲酸酯衍生物。通过在
疾病的早期和晚期阶段影响负责调节乙
酰胆碱降解的酶，将这些化合物作为旨
在减轻阿尔茨海默病症状的物质进行测
试。 更多信息： https://www.us.edu.
pl/nowe-zwiazki-w-walce-z-choroba-
alzheimera

医学研究机构科学委员会
2019-06-21
波兰卫生部长Rafał Szumowski任命了16
名专家参加医学研究机构的科学委员会。 
他们的任务是就机构的研究活动和财政
资源分配规则发表意见。 科学理事会包

括：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过敏与内科
系主任Marcin Moniuszko 教授； 实验治
疗学系、癌症医学科、德克萨斯大学MD
安德森癌症中心，药物化学Waldemar 
Priebe  教授; 临床和跨学科研究、德克萨
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副校长George 
Wilding教授； 华盛顿大学全球卫生主席
和教授; 卫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IHME）
主任Christopher JL Murray 教授。

Marek Niedoszytko教授获得
了Polpharma科学基金会资助
2019-06-26
格但斯克的医科大学变态反应学系主任
Marek Niedoszytko教授的“研究中肥
大细胞增多症的发病后生过程的重要性
希望能找到新的治疗机会”项目获得了
Polpharma科学基金的资助。 Marek 
Niedoszytko教授想要解释肥大细胞增多
症患者的表观遗传变化与疾病症状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以及是否存在表观遗传标
记。研究还确定是否存在响应的药物表观
遗传变化的关系，以及是否可以使用影响
为肥大细胞增多症的治疗后生过程的药
物。 肥大细胞增多症是由肥大细胞增殖
引起的疾病。这些症状都与皮肤持续性病
变，严重过敏反应，并涉及与血液器官衰
竭改变的细胞相关的这些细胞，骨质疏松
症的调解员和症状释放大量的症状。 更
多信息： https://gumed.edu.pl/56853.
html

TELESTROKE项目
2019-06-26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神经病学系主任Bartosz 
Karaszewski教授是TELESTROKE项目区
域医院间远程医疗平台模型的发起者和主
要作者。 项目中描述的远程医疗平台旨
在通过增加侵入性血管内治疗的可用性和
缩短治疗干预的时间来提高缺血性卒中急
性期治疗的有效性。 由克拉科夫大学医
院和但斯克医科大学大学临床中心医院共
同实施的项目作为卫生部2017至2020年
POLKARD计划的一部分，获得了超过350
万兹罗提的资金。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获
得来自国家科学中心的资金
2019-06-27
作为OPUS国家科学中心竞赛的一部分，什
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的三
个项目获得了赞助资金。所有项目都将在
与其他大学的联合体中实施。 获得的赞助
资金将用于实施研究： “综合分析确定蜱
传脑炎的病程和临床后果的因素” - 与比
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的科学联合会； “优
化和分析电磁场对生物支持和噬菌体制剂
活性的生物学效应” - 与西波美拉尼亚理
工大学在什切青的科学联合体”； “微生
物群落和结肠屏障在精神分裂症的病理生
理学中的渗透性的重要性 - 寻找潜意识炎
症和代谢失调的条件”。 所有的项目将与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共同实施。

波兰研究人员参加德累斯顿欧
洲科学，研究和创新论坛
2019-07-02
来自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德国的欧洲研
究理事会（ERC）的获奖者参加了德累
斯顿欧洲科学，研究和创新论坛。波兰
代表包括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兽医学院的
Magdalena Król教授。 ERC是欧洲最
负 盛 名 的 资 助 。 在 波 兰 过 去 1 0 年 中 只
有少数人被授予生命科学类别的奖项。 
Magdalena Król教授在接受德国广播电
台“Deutsche Welle”的采访时说道：“
这些都是高风险的研究。这些研究一旦成
功将是世界性的突破。” Magdalena 
Król教授解释道：“我正在研究实体瘤的
固体细胞疗法。这些肿瘤不仅仅是白血病
的肿瘤。我们使用免疫细胞将药物输送到
肿瘤部分。 我们使用通常发生在我们体内
的生理机制，利用药物从内部杀死这种肿
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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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tr Chłosta教授成为金针欧
洲泌尿学委员会成员
2019-07-05
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泌尿外科主任
Piotr Chłosta教授成为了欧洲泌尿学教
育和研究生教育领域金针欧洲泌尿学委员
会（EBU）成员。 金针欧洲泌尿学委员会
（EBU）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是UEMS泌尿
科欧洲医学专家联盟的一部分。 其主要目
的是确定泌尿外科的泌尿外科实践和教育
标准，这意味着在欧洲泌尿外科领域提供
最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Piotr Chłosta教授
自2008年以来担任波兰泌尿学协会部门主
席，2012至2014年间成为波兰泌尿学协会
部门代表。

华沙大学研究出世界上最有效
的止痛药
2019-07-10
华沙大学化学系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化
学化合物，其镇痛作用比目前最强的止痛
药高5000倍。 如果临床试验的连续阶段
成功，药物将进入市场。药物将能够缓解
疼痛，例如神经性起源或急性创伤状态。 
具有强镇痛特性的化合物属于肽模拟物家
族。它具有双功能特征。这意味着分子的
一部分作用于阿片受体，其导致疼痛反应
的抑制，而第二部分作用于第四受体黑皮
质素，其负责发送疼痛起始信号。 第一阶
段临床试验的工作正在开展中。 该药物是
波兰和世界某些国家的专利保护申请的主
题。

波兹南科学家将从患者体内采
集的脂肪中制造半月板
2019-07-10
位于波兹南 Morasku大波兰省先进技术
中心的3D生物打印机将用于从患者身上
采集的脂肪生成半月板植入物。 一个科
学家小组正在研究这个解决方案。 半月
板损伤的治疗主要包括患者在半月板被损
伤或切除之后随着时间推移导致膝关节退
化。 世界上目前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使用
是来自其他死者供体的移植物或用胶原蛋
白或聚氨酯植入半月板。 这些解决方案的

可用性及其成本使它们无法使用，而波兹
南科学家研究的植入物将使用患者自身提
取物来处理移植半月板。制造这种弯月面
的成本也将低于先前的解决方案。 更多信
息： https://uniwersyteckie.pl/nauka/
lakotka-prosto-z-drukarki-juz-za-chwile

华沙拉扎尔斯基大学医学模拟
中心
2019-07-15
2019年10月华沙拉扎尔斯基大学的医学模
拟中心将向医学院学生开放。去年波兰认
证委员会授予这所私立大学在医学部门中
的关注标志，即在学习和实现学习成果的
过程中照顾学生和支持。 华沙拉扎尔斯基
大学于2017年开始培训未来的医生。第一
批医学学生将在大三的时候接受医学模拟
中心培训。 医学模拟中心包括高保真模拟
实验室，包括模拟医院急诊科，手术室，
重症监护室和救护车模拟器的房间。并且
包括先进的复苏程序，基本的复苏程序，
技术，手术和临床技能。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研究员获得
欧洲补助金
2019-07-16
来自西里西亚医科大学的Krzyszof Solarz
教 授 获 得 了 欧 盟 委 员 会 展 望 2 0 2 0 的
资 助 计 划 授 予 S Y N T H E S Y S 竞 赛 补 助 资
金。Krzyszof Solarz教授将实施“地区螨
（Astigmatina：Pyroglyphics，粉螨
科，家食甜螨）和其他Astigmatina法医
指标”项目。 项目涉及过敏性螨虫的使
用 - 灰尘，储存，食物害虫）和法医学
中Astigmatina队列的法医螨（与产品质
量，食品质量，工作场所过敏螨接触和法
医分析有关的问题） SYNTHESYS是欧盟
和欧盟委员会的框架计划项目，其中最大
和最负盛名的欧洲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
园和与分类学研究相关的科学单位参与其
中。 活动和项目SYNTHESYS联盟协调伦敦
自然历史博物馆。

华沙大学衍生公司将清理波兰
啤酒花种植园中的有害物质
2019-07-22
波兰生态啤酒花公司与华沙大学衍生公司
BACTrem签订了一份合同，公司开发了
一种创新技术，用于清除土壤中含有的
有害物质。 该技术旨在允许从波兰种植
园中去除致癌杂酚油的啤酒花，并为啤
酒厂的需求生产健康，干净的啤酒花。 
BACTrem公司承诺在有毒物质清洗啤酒花
种植园领域进行合作，采用特殊的土壤修
复生物制剂。它涉及有害的杂酚油的生物
降解。 BACTrem公司总裁Magdalena 
Popowska教授说道：“我们很高兴我们
开发的生物制剂将有助于波兰料斗从杂酚
油污染中释放出来。生物制剂行动迅速、
对环境安全，不含有毒物质或遗传修饰”
。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
医学模拟中心
2019-08-01
作 为 S I M E D 项 目 的 一 部 分 凯 尔 采 J a n 
Kochanowsk i大学医学与健康科学学
院将建立医学模拟中心。 凯尔采Jan 
K o c h a n o w s k i 大 学 医 学 事 务 副 校 长
Stanisław Głuszek教授在接受凯尔采电台
的采访时表示现代设备护理和产科专业的
学生将能够在新学年开始在该中心进行重
要的治疗。 医疗模拟中心配备齐全，还有
营养师工作室。SIMED项目的价值约为420
万兹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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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毕业生建
造一台非侵入式血糖仪
2019-08-01
由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创立的
Gluco Active创业公司正致力于一种用于
血糖水平的非侵入性测试的设备。设备应
该首先帮助所有糖尿病患者，也可供节食
和运动员使用。 新设备可以测试血液中的
葡萄糖水平，无需刺破皮肤。设备为手表
形状，易于使用切方便并且将使用光学和
分光光度法进行测量。所开发的方法假设
用特定波长的光切换皮肤数次，然后分析
所获得的结果。 Gluco Active公司创始人
也希望进行官方医学实验以确认他们的研
究结果。设备有望在2020年中期作为运动
设备进入市场。 更多信息： https://pwr.
edu.pl/uczelnia/aktualnosci/zamiast-
klucia--badanie-swiatlem-11297.html  

西里西亚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
有助于癌症检测的装置
2019-08-02
西里西亚大学、体育大学和西里西亚医
科大学的科学家们开发了一种基于呼气
测试诊断上气道鳞状细胞瘤和肺动脉高
压的特殊装置。 人体呼吸样本中甚至有
数百种挥发性化合物。根据他们的分析可
以识别肿瘤标志物，表明癌细胞是否在人
体内发育。 该装置由一个放置多孔碳的
短管组成，其中放置多孔碳，在其上吸附
对诊断目的感兴趣的感兴趣标记。然后将
煤本身放入分析仪中，进行进一步的测试
以区分化合物。设备获得了欧盟境内工业
设计的保护。 更多信息： https://www.
us.edu.pl/diagnostyka-na-podstawie-
oddechu-wzor-przemyslowy-dla-
wynalazku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研究人员
获得博士奖学金
2019-08-05
国家科学中心Etiuda 7比赛中来自弗罗
茨瓦夫医科大学的两名科学家Katarzyna 
Hanna Malec和ŁukaszPiotr Zadka 获得
了奖学金。 Łukasz Zadka博士获得了12.5

万兹罗提资金，资金将用于实施“胞吐作
用和IL10RA受体通过细胞外细胞外运输机
制诱导抑制结肠癌免疫反应的重要性”项
目并在组织学和胚胎学院进行研究。 来
自医学系的Katarzyna Malec博士获得了
12.4万兹罗提用于在药学院与医学分析部
门进行“药物- 表面活性剂在药物活性物质
的胶束载体中的相互作用“项目。

帮助前矿工和钢铁工人
2019-08-05
扎布热西里西亚临床和科学中心预防和治
疗环境疾病，文明和老年疾病中心将在
2012年年底迎来第一批病患。 这将是一个
现代化的设施，其中专业临床护理将与科
学活动相结合。将治疗特别复杂疾病的病
例，例如心脏和肺部，这是在重工业困难
条件下多年工作以及其他在矿山和冶炼厂
劳作的后果。95％老年患者患有心血管疾
病。

西里西亚大学可持续植物生产
国际项目
2019-08-08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生物与环境保护学院的
Agata Daszkowska-Golec博士参加了“
面对气候变化/ BARISTA强化和可持续种
植大麦的先进工具”国际项目。 来自意大
利，芬兰，西班牙，德国，丹麦，英国，
爱沙尼亚和波兰的科学家项目获得了由第
一届ERA-NET联合基金SusCrop计划竞赛
资助的835000兹罗提。 SusCrop是“地平
线2020”下的一项目，旨在通过加强国家
和区域研究计划的合作与协调，加强可持
续植物生产领域的欧洲研究区。SusCrop
汇集了欧盟和第三国的成员国和相关国家
在融资和协调研究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所
有者和管理者。

华沙初创公司获得EIC 
Accelerator资助
2019-08-23
由波兰科学基金会（FNP）的一位获奖者
Piotr Garstecki教授共同创建的华沙初创
公司Scope Fluidics获得了190万欧元的

EIC加速器拨款，用于进一步研究创新的
BacterOMIC系统，系统将允许更快，更
便宜的细菌感染诊断。BacterOMIC也是
美国临床化学协会（AACC）竞赛中七个
最具开创性的诊断产品之一 由欧盟委员会
授予的着名EIC加速器拨款用于支持具有高
创新潜力的企业，主要是中小型企业，他
们希望开发和营销可促进经济增长的新产
品，服务和商业模式。 AACC是世界上最
大的医疗诊断专家和临床化学出版商，这
是该领域最重要的科学期刊。波兰创业公
司Scope Fluidics的解决方案，他的联合
创始人兼总裁是在2019年的颠覆性技术奖
中获奖并在加州八月AACC展会期间在创
新区展出的Piotr Garstecki教授。

来自Jakub 学院的科学家在兹
维耶克的重大发现
2019-08-28
来自Jakub 学院的科学家在兹维耶克嵌
入了第一个空间石墨烯结构。科学家从
菜籽油中获取它们。 过程在油前体中产
生。浸没在油表面下的石墨电极被带到电
动舱口的点火距离。然后电极滑开并在其
间获得空间结构。 迄今为止，关于第一
空间石墨烯结构的沉积的研究已经用昂贵
且耗时的方法进行。这次是从菜籽油中获
得的，这对于药物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所发现的石墨烯类型可以是抗癌药物的载
体而没有有害的副作用，它可以用于构建
非常有效的电池并构建用于处理海水的
过滤器。 更多信息： http://www.ajp.
edu.pl/wydarzenia/4365-konferencja-
prasowa-nt-nowosci-naukowych-w-
aj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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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学医疗信息中心
会议
2019-08-29
医学大学和弗罗茨瓦夫体育大学弗罗茨瓦
夫市政厅将于9月5日在科学医学信息中
心召开“我们的孩子”会议。会议举办方
邀请邀请专家，医生，教师以及所有家长
参加会议。 来自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
Tomasz Zatoński教授说道：“科学家，医
生，专家将分享研究，这将使科学界感兴
趣，但他们将以这样一种无障碍的方式做
到这一点，会议室的父母也将从会议中获
取有用的信息。” 会议计划包含许多有趣
的问题，从分析儿童的营养状况和生长，
到反映糖是否真的是敌人以及细菌如何影
响肥胖。将大量注意力集中在身体活动
上，特别是在运动兴趣如何转化为实际的
体育课程的背景下。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专家将在
台谈论健康问题
2019-08-29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大学临床中心和格但
斯克电台将继续教育该地区的居民健康。
执行“健康无队列”计划。 格但斯克医科
大学以及大学临床中心的一项活动旨在提
高波美拉尼亚居民的健康知识。在播出期
间，专家和听众不仅谈论疾病，谈论预防
医学和医学新产品。 活动已在一年之前
发出邀请函，各种专业的科学家将与大学
临床中心内的学生会面。讨论将于9月9日
14.00点进行，专家是来自格但斯克大学
的系和心脏外科和血管外科医生。 更多信
息： https://gumed.edu.pl/57693.html

第18届欧洲真菌学家大会
2019-08-30
波兰真菌学协会和欧洲真菌学协会正在
组织第18届欧洲真菌学大会，大会将于
2019年9月16日至21日在华沙和比亚瓦维
扎举行。 大会是全面涵盖真菌生物多样
性在各种环境中的作用的科学事件。大会
旨在介绍真菌学的最新成果，并促进应
用真菌学，生物技术和研究蘑菇的最新方
法。 在大会期间Patricia E.J.教授将于9月

17日在华沙哥白尼科学中心带来主题为“
真菌学：犯罪武器库中的最新武器”的讲
座。Patricia E.J.教授是威尔特郡- 伦敦大
学讲师和研究员，专攻孢粉学，真菌学和
微生物学。

波兰将与欧洲基础设施临床研
究网络签署协议
2019-08-30
2019年9月4日在波兰克雷尼察举行二十九
届经济论坛时将与欧洲临床研究基础设施
网络（ECRIN）签署协议。 协议将通过医
学研究机构（ABM）签署。这将使波兰获
得观察员地位，然后成为ECRIN网络的成
员，该网络是支持欧洲临床研究网络的国
际机构。 ECRIN主要侧重于支持非商业（
学术）临床试验项目，提供准备和开展研
究所需的所有工具（例如，关于融资的建
议以及申请，是否从中心选择进行物流活
动或保险时设计研究），检查协议（在科
学和实践背景下）和研究管理（获得官方
许可和生物伦理观点，报告，监测，数据
管理，统计和项目管理）。

格但斯克大学研究员获得2019
年智能发展奖提名
2019-09-02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的Hanna Mazur-
Marzec教授在“未来科学家”类别中获
得了2019年波兰智能发展奖提名。“由
波罗的海蓝藻生产的肽- 从鉴定到选择一
种主要化合物（从命中到引导H2L）”
项目获得了提名。 项目在国家科学中心
OPUS 11的计划下实施的，预算约为150
万兹罗提。这些是蓝色生物技术领域的跨
学科研究，未来可能有助于从海洋的自
然资源中获得用于开发新的抗癌药物的
产品。 智能发展奖的获奖者是杰出的科
学家和机构，他们在活动和科学研究中
表现出对未来的持续关注，同时确保可
持续的经济发展。 更多信息： https://
ug.edu.pl/media/aktualnosci/90256/
nominacja_dla_prof_hanny_mazur-
marzec_do_nagrody_inteligentnego_
r o z w o j u _ 2 0 1 9 _ w _ k a t e g o r i i _
naukowiec_przyszlosci

波兰科学家将使用藻类来制造
药用敷料
2019-09-03
作为BIOG-NET联盟的一部分，波兰六个研
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微观藻类- 硅
藻及其与三维镂空纳米结构合成二氧化硅
的惊人能力，以便根据这些观察结果为
应用创造创新的生物复合材料，包括在
医学和美容学。波兰科学基金会（FNP）
为TEAM-NET计划提供了2100万兹罗提资
金。 科学联盟由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化学
系、什切青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比亚韦斯
托克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波兹南密茨
凯维奇大学化学学院、华沙科技大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以及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
祖里大学生物与生物技术学院组成。 联盟
的目标是创造创新的纳米二氧化硅复合材
料。科学家希望他们的研究迅速商业化。

波兰制药公司的医学研究机构
专注于医学创新
2019-09-10
在克雷尼察举行的第二十九届经济论坛期
间，医学研究机构（ABM）签署了一份
意向书宣布与波兰主要制药公司的代表合
作，共同开发波兰医学创新。 医学研究
机构（ABM）与制药公司达成的协议涉及
支持企业开展和开展医疗科学，健康科学
和医疗保健跨学科项目领域的创新活动，
特别强调人工智能，包括旨在开发新技术
和科学研究的联合行动。作为合作的一
部分将联合组织研讨会，会议，研讨会和
培训，以及以智库形式在专家一级创建倡
议。 12家制药公司与美国商会制药委员会
成员签署了医学研究机构的意向书。其中
包括：Amgen，AstraZeneca，BMS，J
anssen，Medtronic，MSD，Mylan，N
ovartis，Pizer，Roche和Takeda。



MEDICINE 2018-2019

278

别尔斯克 -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科
学大学获得近50万兹罗提资金
2019-09-10
别尔斯克-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科学大学获
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拨发的49.4万兹罗
提资金，资金将用于支持健康科学学院生
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购买高度专业化的
研究设备。 新的研究设备主要是一套技术
先进的设备，允许在舒勒浴的条件下对绝
缘器官的模型进行各种类型的实验。 设
备主要使用领域之一是研究血管（主要是
动脉）对各种内源性和外源性物质的反
应，这些物质具有血管收缩或血管扩张的
潜力。从环境系统的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
的观点来看，新装置的技术进步将允许对
关键参数进行极其精确和可重复的测量。 
更多信息： https://www.ath.bielsko.
pl/grant-na-zakup-infrastruktury-
badawczej/

来自波兰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发
现有助于治疗军团病的机制
2019-09-12
来自华沙华沙生命科学大学（SGGW）
的研究人员与来自美国达拉斯的德克萨斯
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科学家一起发现了“
嗜肺军团菌”的效应蛋白之一的生化机
制，这将有助于制造军团病的药物。 研
究的结果在文章“细菌假激酶催化蛋白质
聚谷氨酰化以抑制SidE家族泛素连接酶”
一文中描述。该出版物的主要作者是来自
美国达拉斯的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
心的Vincent Tagliabracci博士和Miles 
Black。代表波兰的作者是来自华沙生命科
学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实验与生物信息学
系的Krzysztof Pawłowski博士及Marcin 
Gradowski。 SidJ效应蛋白的发现作用机
制，调节阻断SidE细菌的其他效应蛋白，
为无法治愈的军团病的发明提供了可能
性。

罗兹国际生物材料研究中心
2019-09-18
罗兹科技大学成立了国际创新生物材料
研究中心（ICRI-BioM）- 国际研究议程

（MAB）。该部门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聚
合物研究所合作建立，是罗兹唯一的MAB
中心也是波兰的14个MAB之一。 今年9月
初罗兹科技大学与波兰科学基金会签订了
合同并获得了150万兹罗提资金用于ICRI-
BioM活动，整个项目获得了3100万兹罗提
资金。 在不久的将来，该中心的科学活动
将集中于药物包封材料的研究。计划与波
兰制药公司ADAMED Pharma 股份公司
合作。国际研究议程（MAB）国际研究中
心（MAB）的第一任主任将通过国际竞赛
选出。

Discouri中心
2019-09-19
波兰国家科学中心通知道：“他们在波兰
学习生物学，多年来他们在国外最好的
研究所进行研究，并在2018年他们赢得
了由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发起的新项目的
国际竞赛。现在，他们将在华沙波兰科学
院实验生物学研究所创建自己的研究团
队：Aleksandra Pekowska和Grzegorz 
Sumara领导的Dioscuri中心。” 科学与
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德国教
育与研究部部长Anja Karliczek、马克斯
普朗克协会主席Martin Stratmann和波兰
国家科学中心主任Zbigniew Błocki参加了
开幕式。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说道：“在Aleksandra Pekowska
和Grzegorz Sumara中心，我们设法吸
引了波兰分子生物学领域的两位世界级科
学家。这是我们使波兰科学景观国际化的
重要因素。” 由德国科学合作伙伴支持的
Dioscuri中心融资负担由波兰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以及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平均承
担。 Dioscuri是由马克斯普朗克协会开发
的一项计划，旨在支持中欧和东欧科学卓
越中心的发展。

罗兹科技大学正在研究生物打
印机
2019-09-24
罗兹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与Wolf 3D 
Solutions公司一起开发一种生物打印机，
打印机使用生物打印技术可以为患者生产
适当的组件，以重建儿童和成人的尿道缺

陷。 罗兹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材料工
程研究所的科学家在Dorota Bociąg博士
的指导下，致力于解决尿道缺陷的治疗问
题。 DorotaBociąg博士解释说：“我们
可以通过开发生物材料来帮助患者，从中
可以生产出用于治疗儿童尿道下裂的线圈
和用于直接或间接生物拟合的狭窄治疗支
架。 ” 项目由与罗兹Korczak医院、心脏
外科发展基金会、华沙科技大学、托伦哥
白尼大学和Wolf 3D Solutions组成的特别
科学联盟共同实施。

雅盖隆大学科学家研究褪黑激
素在细胞色素沉着过程中的作
用
2019-09-26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
学和生物技术学院生物物理学系的Michał 
Sarna博士和Krystian Mokrzyński博士是
发表在《松果研究杂志》（Journal of 
Pineal Research）上文章的合著者，他
们指出褪黑素参与了细胞色素沉着过程。 
“褪黑素在人类MNT-1黑色素瘤细胞中发
挥抑癌作用并减少黑色素生成’”一文对
色素细胞中色素沉着的调节是蒙斯特大
学、雅盖隆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和阿拉巴
马大学科学家合作的结果。 多年来寻求调
节细胞中黑色素合成现象的因素。作者表
明，由松果体产生并参与生物钟调节的褪
黑激素也可以影响细胞中黑色素的合成。 
更多信息： https://onlinelibrary.wiley.
com/doi/abs/10.1111/jpi.1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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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佐夫学院将与戈佐夫省医
院合作
2019-09-27
戈尔佐夫学院与当地的多学科省立医院签
署了一项协议，这与学院旨在建立具有实
用性的一级护理研究的意图有关。 根据
合作协议，新任教的学生将在戈尔佐夫医
院进行专业实习，并宣布在基础设施，人
员，教学过程，实习制和研究领域进行合
作。 学院与医院之间的协议是对缺乏护士
的一种补救措施，医院承诺招收学生参加
实习，大学承诺招收培训人员。所签署的
合作也是双方承诺开展合资企业以普及公
共卫生问题的承诺，包括组织会议和实践
研讨会，出版有关该主题的联合文章和科
学专著。

华沙医科大学加强与华沙地区
医学会的合作
2019-09-30
华沙医科大学与华沙地区医学商会签署了
意向书，合作旨在改善在医疗自治和牙科
政策领域的教学与开发以及科学，研究和
实施联合项目方面的现有合作伙伴关系。 
在科学与医疗自治活动之间的接口上进行
合作，可以确保您将知识和实践的有效结
合有效地应用和实施对社会有价值的项
目。 合作双方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其中包
括参加联合的科学，研究和开发项目，包
括联合组织专门的牙科问题科学会议，涉
及医学自治的任务和活动；科学建议和咨
询；促进共同制定牙科政策项目。

格但斯克大学研究员在
EUROBIOTECH期间获奖
2019-10-01
来 自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的 K a r o l i n a 
Pierzynowska在克拉科夫举行的第七届
中欧生命科学大会EUROBIOTECH上获得
了“最佳海报奖”。 大会的科学计划重点
关注生物技术的两个领域：“红色生物技
术”和“绿色生物技术”，即个性化医学
和农业生物技术。Karolina Pierzynowska
的工作主题涉及个性化医学，并与“ 5.7-
二羟基-3-（4-羟基苯基）-4H-1-苯并吡

喃-4-酮在亨廷顿氏病的治疗中的药物用途
以及该药物的可药用形式”相关。 奖项的
授予是对所提出的研究结果的创新以及对
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潜力，因为科学团队
进行的研究可能会彻底改变亨廷顿氏病的
治疗方法，疾病属于尚未发明有效药物的
遗传神经退行性疾病。

雅盖隆大学毕业生获得波兰期
末医学考试的最佳成绩
2019-10-03
雅盖隆大学毕业生获得波兰期末医学考试
的最佳成绩 医学考试中心已经发布了医学
期末考试秋季版的结果。 雅盖隆大学大学
医学院的医学毕业生再次在波兰所有医学
院中获得了最好的成绩-第一次和最近两年
在两个基本，数量最多的类别中（总共约
95％参加考试的学生）。 最近两年毕业的
学生平均获得140.18分，而初次学习的学
生平均获得139.77分，分别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8.74和9.47分。 在最后一个类别中，
有97％的人通过了考试。共有640名毕业
生参加了考试，其中594（93.0％）人获得
了积极的成绩。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科学家参
加政治科学奖决赛
2019-10-04
来自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病理形态学和肿
瘤细胞学系的科学家Piotr Donizy是第19
届政治科学奖的决赛入围者之一。奖项授
予各个科学领域的“最有天赋的人才”。 
Piotr Donizy对罕见的恶性皮肤癌（默克
尔的癌症和极为罕见的多种粘膜黑素瘤）
的进展机制进行了研究。他还是国际医生
团队的成员，包括来自日本，西班牙，台
湾和美国，其项目涉及导致粘膜黑色素
瘤发展的新的预后标志物和分子疾病。 
Piotr Donizy的研究将有助于了解极其罕
见的恶性肿瘤形成的新机制，并可能导致
发现分子靶向疗法的新抓点，这在将来可
能会显著改善这些患者的治疗效果。 更
多信息： https://www.umed.wroc.pl/
content/dr-hab-piotr-donizy-w-inale-
nagr%C3%B3d-naukowych-polityki

新松奇大学成立医学模拟中心
2019-10-04
医学模拟中心国家高级职业学校（PWSZ）
成立了医学模拟中心，以提高护理和急诊
医学领域的教育质量。 新松奇医学模拟中
心包括救护车，设备齐全的医疗室，医院
急诊室和患者病房，现代幻影在其中扮演
患者的角色。 根据学校介绍，本科学习的
16个科目、硕士研究的8个科目将在医学模
拟中心进行。 学生将首次在体育文化学院
学习内部安全，并在教育学院学习学前和
早期教育。

奥尔什丁大学临床医院“ 共同
创新”项目获得资助
2019-10-07
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临床医
院“ 共同创新”项目获得了卫生部拨发
的1900万兹罗提资金。资金将用于购买专
用医疗设备。这将有助提高癌症诊断和治
疗的效率。 卫生部从2014年至2020年一
直在实施“ 共同”项目，项目由欧盟资
助。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医学
院临床医院于2019年9月底加入。 我们将
能够更快地发现肿瘤，我们将能够更快地
治愈患者，治愈率将显着提高。 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医学院临床医院主任Łukasz 
Grabarczyk博士表示：“我们是瓦尔米
亚 - 马祖里省唯一的区域医院，并且正在
成为肿瘤诊断和癌症早期检测的领导者，
这将大大降低我们地区的死亡率并加快治
疗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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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科学家将研究烟雾如何影
响儿童的大脑
2019-10-07
NeuroSmog联盟波兰科学家希望调研研
究数百名儿童，以确定烟雾如何影响发育
中的大脑。作为TEAM-NET研究计划的一
部分，波兰科学基金会获拨发了1500万兹
罗提资金。 研究工作将由位于克拉科夫雅
盖隆大学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研究所以及
位于华沙的环境保护研究所进行。 研究人
员希望证实烟雾对发育中的大脑产生负面
影响的假设，直到现，仅在个别科学研究
中才提出这一假设。 项目负责人 Marcin 
Szwed教授说道：“我们相信，作为该
项目的结果，我们将获得可靠和可靠的数
据，以证明我们每天在波兰所遇到的浓度
下儿童的大脑会烟雾的情况。如果雾霾的
影响确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险恶，那么我
们希望我们的发现将转移到负责波兰和欧
洲空气质量的统治者的行动上。”

华沙大学分拆公司获得波兰总
统经济奖
2019-10-10
华 沙 大 学 的 分 拆 公 司 华 沙 基 因 组 学 在
Startup_类中获得了波兰总统经济奖。公
司提供创新的遗传疾病诊断测试。 华沙基
因组学成立于2015年，雇用实验室诊断人
员，遗传学家，生物学家，生物信息学和
医生。进行基因测试，能够诊断与疾病相
关的基因或确定发生遗传性疾病的风险：
癌症以及其他会影响神经，消化系统或免
疫系统的遗传疾病。华沙基因组学公司所
做的研究还有助于为癌症患者选择更好的
疗法。 该公司被波兰宣传标志基金会“ 波
兰现代”在Startup类别提名。

华沙医科大学大学牙科中心开幕
2019-10-11
10月9日星期三华沙的Banach校园内华沙
医科大学大学牙科中心举行了开幕典礼。
这是波兰最大的牙科中心，也是波兰医科
大学中最现代化的牙科中心。 华沙医科大
学校长Mirosław Wielgoś教授在开幕典
礼时说道：“我们在华沙医科大学正式开

始牙科的新纪元。大学牙科中心的工作，
大楼充满了生命，自10月初以来，我们一
直在这里教育学生，我们治疗病人。华沙
医科大学将继续发展牙科两个多世纪，因
为在这座宏伟的建筑中，医学和牙科学院
拥有出色的运营条件。” 大学牙科中心用
于教育医务人员，开展科学研究和治疗患
者。中心是一栋七层高的建筑，可用面积
近八千平方米。中心提供高质量的教学，
为最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创造了全新的条
件。

雅盖隆大学研究人员获得2019
年波兰智能发展奖
2019-10-11
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物理，天文学
和应用计算机科学学院的Aleksandra 
Wrońska博士成为2019年波兰智能发展
奖的获得者。Aleksandra Wrońska博士
的项目旨开发了一种实时监测质子癌症治
疗方法的方法。项目研究获得了国家科学
中心提供的研究资金。 波兰智能发展奖
成立于2016年。奖项授予那些展示面向
未来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奖项的发起者和
组织者是智能开发中心。内容合作伙伴是
格利维采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西里西亚商
业道德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Aleksandra 
Wrońska博士在雅盖隆大学强子物理研究
所的获奖者。直到最近，她的工作仍主要
涉及强子物理学的基础研究。在启动了波
兰第一个质子治疗中心Bronowice回旋加
速器中心（CCB）之后，她将重点转移到
了将核物理用于医学目的。

奥波莱大学专业救护车模拟器
2019-10-14
奥波莱大学医学院配备了全套医疗设备的
专业救护车的模拟器，模拟器是大学“ 
Multi-Profile医学模拟中心”设备的一部
分。 医学模拟已成为医科大学教学的标
准。使用这种方法进行教学是使用医学
教育设备进行的现代教育过程，从用于
学习个体医学程序的简单培训员到忠实
反映人及其参数的高级体模和患者模拟
器。 中心目前在ALS高级生命支持和BLS
基本生命支持领域中设有一间房间，一

个技术，外科和护理技能科学实验室-用
作低保真室，而临床和护理室作为模拟
室。 更多信息： http://www.uni.opole.
pl/page/3102/symulator-karetki-dla-
wieloprofilowego-centrum-symulacji-
medycznej

奥波莱大学将与Łukasiewicz
研究网络合作
2019-10-16
奥波莱大学将与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波
兰技术发展中心（PORT）合作。合作伙
伴签署协议涉及在大学临床医院创建的文
明疾病研究与创新中心的活动。 合作协
议由奥尔什丁大学临床医院主任Dariusz 
Madera和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波兰技
术发展中心主任Andrzej Dybczyński共同
签署。 Andrzej Dybczyński说道：“这
种合作对我们非常重要，为我们提供了合
作的机会，双方可以互相创造价值，也可
以互惠互利。对我们来说，作为从事医学
生物技术领域的实体，与医学界和医生的
直接接触非常重要。” 大学临床医院正
在为文明疾病研究与创新中心申请资金，
中心将建在医院旧洗衣房中。重建后将包
含实验室，磁共振成像，层析成像和教学
室。 更多信息： http://www.uni.opole.
pl/page/3104/bedzie-wspolpraca-
uniwersyteckiego-szpitala-klinicznego-
z-siecia-badawcza-lukasiewicz-port



281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外科获得
Franciszek Walczak计划
2019-10-16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内分泌和移植外科系副
教授Jarosław Kobiela成为Franciszek 
W a l c z a k 计 划 的 获 得 者 。 J a r o s ł a w 
Kobiela将在将在美国斯隆·凯特琳癌症
中心实习。 Franciszek Walczak计划是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和卫生部的一项联合
倡议。计划参与者将有机会前往美国最好
的医疗中心。这是专业和科学发展的机
会，也是在国际科学环境中获得宝贵经验
的机会，也有助于改善波兰的医疗保健。 
Franciszek Walczak教授被认为是波兰电
生理学的高级专家。他是波兰和国外200多
种出版物的作者和合著者，并且还是许多
专着的合著者。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与
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合作。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
斯卡大学研究支持癌症检测系
统
2019-10-16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与
Billennium IT公司正在开发可以帮助检测
癌症的诊断系统。 系统将使用现代的大脑
成像技术和用于创建人工智能的“深度学
习”方法。 解决方案用于在疾病发展的第
一阶段更快更准确地定位脑肿瘤。 除学术
人员外，学生还将在系统上工作。 他们将
能够在毕业论文中利用工作成果。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研究人员获
得波兰智能发展奖提名
2019-10-17
格 但 斯 克 医 科 大 学 物 理 化 学 系 系 主 任
Krystyna Pieńkowska博士被2019年波
兰智能发展奖“未来科学家”类别提名。 
Krystyna Pieńkowska博士的“硅氧烷与
人体皮肤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以及对
其效果的评估’’项目作为Opus 16竞赛
的一部分于2019年获得国家科学中心的资
助。 跨学科项目是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物理
化学系、应用药学系的药剂师和物理学家

的科学家与波兹南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管理
学院、机械技术研究所光电子学实验室、
琴斯托霍瓦大学结构研究与医学物理学系
共同合作实施的。

国际雷迪研究所拼接研究
2019-10-18
国际雷迪研究所的Magda Konarska教授
和Marcin Magnus博士在RNA生物学实验
室进行了基因表达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已
在《分子细胞》杂志上发布。 科学家们在
Dla Ciebie电台的“来自另一个星球”广
播中讲述了他们的研究。 拼接是基因表达
的重要部分。拼接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可能
会对细胞代谢，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产生
负面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引起癌症。 
国际雷迪研究所是华沙大学和哥廷根大学
医学中心的联合单位。它的创造和活动是
有可能的，这要归功于波兰科学基金会实
施的“国际研究议程”计划。自2015年以
来，该计划已允许在波兰建立14个研究机
构-英才中心-在优秀科学家的指导下，在全
球最高水平上开展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和开
发工作。 更多信息： https://www.cell.
com/molecular-cell/pdfExtended/
S1097-2765(19)30390-9

格但斯克大学研究人员获得欧
莱雅教科文组织奖学金
2019-10-18
格但斯克大学的研究人员Ewelina Król博士
和Karolina Pierzynowska硕士赢得了“欧
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妇女与科学”奖学
金。 来自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生物技术学院
的Ewelina Król博士的“通过使用化学合成
的治疗剂和新一代疫苗，开发出创新的策
略来对抗人类的病毒感染，特别是丙型肝
炎病毒，传脑炎病毒和寨卡病毒”项目获
得奖学金；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生物学系的
Karolina Pierzynowska硕士的“在神经退
行性疾病的实验治疗中诱导自噬作为染料
木黄酮作用的机制”项目获得了奖学金。 
今年来自39个机构的144名候选人申请了
奖学金。获奖者中有6名波兰研究人员。

波兰科学家正在建造生物纳米
卫星
2019-10-18
波兰科学家、波兰科学院免疫学和实验疗
法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正在建造一种生物纳
米卫星，这将有助于开发新的肿瘤治疗方
法和药物。 生物纳米卫星将使人们能够
在低重力条件下对微生物和细胞进行生物
和生物医学实验，而且太空中的细胞对所
施用物质的反应可能比地球上强几十倍。 
CubeSat生物纳米卫星长约10厘米、宽
10厘米、高30厘米。 配备有小型芯片实
验室。 在科学阶段的18个月后将被送入太
空。 未来开发的技术将可以被其他公司或
机构，例如药理公司使用。

密茨凯维奇大学科学家获得了
政治科学奖
2019-10-23
来 自 波 兹 南 密 茨 凯 维 奇 大 学 生 物 系 分
子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研究所的Andrzej 
Zieleziński博士获得了生命科学领域的政
治科学奖。 Andrzej Zieleziński博士是一
位专门研究分子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的
生物学家。他的项目是开发一种计算方
法，用于确定各种生物（包括人类）基
因的功能，发现这些基因的序列之间的
相似性以及确定其形成的最可能机制。 
Andrzej Zieleziński博士开发了一套计算
机程序，这些程序的使用导致在数百种感
染动植物的病毒中发现了WG蛋白。他确
定了病毒性WG蛋白序列，该序列可构成
基因疗法发展的基础，基因疗法旨在关闭
病毒用于感染的WG基因的表达。 更多信
息： https://amu.edu.pl/wiadomosci/
aktualnosci/pracownicy/dr-andrzej-
zielezinski-z-uam-laureatem-nagrody-
naukowej-tygodnika-polity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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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采大学成立医学模拟中心
2019-10-29
凯尔采大学将成立医学模拟中心，模拟中
心将针对护士和助产士专业开放。 医学模
拟中心是SIMED项目的一部分，耗资420万
兹罗提，其中354万由欧盟共同出资。 医
学模拟中心配备了能够如实再现医院状况
的最新幻像，将用于培训护士和助产士。 
自2005年以来大学已向医学部门投资了1.2
亿兹罗提。 模拟中心配备了最高水平的设
备，学生可以从世界一流的设备中学习。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科学
家获得Opus 16资助
2019-10-29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的研究人
员将研究解脂耶氏酵母的代谢途径，土壤
有机物与农药的相互作用，禽类对志贺毒
素的抗性以及甾醇甘油酯的特性。 研究经
费来自国家科学中心的Opus 16竞赛。 弗
罗茨瓦夫大学的土壤科学与环境保护研究
所负责的科学联盟将研究生物技术和食品
微生物学系的研究人员将研究解脂耶氏酵
母的代谢途径。 腐殖质的土壤组分与农
药相互相互作用的光谱和化学性质。 另
一个科学联盟将研究甾醇甘油酯及其在热
氧化过程中形成的产物的理化和生物学特
性。 弗罗茨瓦夫的研究人员也将研究为什
么鸟类对大肠杆菌产生的志贺毒素具有抗
性。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
edu.pl/aktualnosci/50141/naukowcy_
upwr_z_grantami_opus_16.html

波兰科学家将创造精确规划放
射治疗的剂量模型
2019-10-31
来自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克拉科夫科
技大及来自克拉科夫肿瘤学中心的医生创
建了Dose-3D科学联盟，科学联盟旨在为
精确的放射治疗剂量规划创建医学模型。 
来自位于克拉科夫的AGH科技大学物理与
应用计算机科学学院的Tomasz Szumlak教
授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说道：“在对抗癌症
的各种方法中，远程放射疗法基本上是最
重要的方法之一。” 模型将以不损害健康

组织的方式使辐射束的剂量和入射角适应
每个患者的需求。项目有望革新测量放射
治疗中辐射剂量分布和个性化的技术，这
是治疗癌症患者最常用的方法。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中风虚拟
康复应用程序
2019-11-04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IT和管理系的学
生Małgorzata Marzec将实施“使用虚拟
现实和定位算法的中风后康复”项目。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最好的4.0”计划为项目
拨发了项目实施资金。 项目的想法是一个
游戏，参与者的任务是捕捉彩球并将其移
入适当的容器中。各个阶段的难度级别会
系统地增加，并且为正确执行的动作提供
积分，这是一个额外的激励因素。 为了创
建应用程序，Małgorzata Marzec使用了
谷歌Oculus Rift护目镜，即虚拟现实系统
Leap Motion技术，该技术可让您跟踪所
有手指并允许您在虚拟环境中进行控制以
及Blender程序，程序是用于创建计算机
图形的专用3D软件。 更多信息： https://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wirtualna-rehabilitacja-dla-osob-po-
udarze-11363.html

雅盖隆大学大学新大学医院已
正式营业
2019-11-05
雅盖隆大学校长Wojciech Nowak教授
说：“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巨大理由。这
是在波兰最大，最现代化的医疗中心，也
是欧洲最具创新性的医疗中心之一。” 雅
盖隆大学通知，新大学医院将在一个月内
接收第一批患者。 对于克拉科夫地区和
整个波兰的患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
价值。大学医院不仅是治疗机构，而且是
教学单位，教授学生，训练医生和完善医
生。雅盖隆大学的校长说：“这是一个旨
在获得经验，学习所有医学领域新事物的
实验室。” 大学医院综合体由13栋建筑
物组成，总可用面积为110000平方米有
24个手术室，一个医院急诊科，25个临床
科，27个专科诊所和一个行政部分。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肾脏病学
教研室
2019-11-08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肾脏病和移植医学
诊所将在ERA PerMed竞赛（ERA-NET
网络）的资助下在个性化医学领域实施
ProDial项目。哈雷大学和维滕伯格大学
以及莱比锡大学共同创建的科学联盟获得
的项目实施资金为87万欧元。 ProDial项
目将使用患者报告的结果，用于评估透析
耐受性的生物数据和过程数据。项目旨在
收集与患者相关的症状，评估生活质量，
并在透析期间和之后连续记录生物医学数
据。例如，透析波动，心率变异性。 生
物医学数据将与血液透析参数例如血管通
路，超滤量，电解质水平相结合，以针对
每个患者分别优化治疗方案。患者将佩戴
生物医学数据记录仪一周RR，HRV分析，
睡眠，体育锻炼。 更多信息： https://
www.umed.wroc.pl/content/niemal-
900-tys-euro-na-projekt-katedry-i-
kliniki-nefrologii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Marcin 
Drąg教授获得“波兰诺贝尔
奖”
2019-11-13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化学系的Marcin 
Drąg教授获得了波兰科学奖基金会奖即
波兰诺贝尔奖。 获奖者在生物有机化学系
工作，专门研究生物和医学化学。Marcin 
Drąg教授因开发能够生产生物活性化合
物特别是蛋白水解酶抑制剂的新技术平
台而受到认可。平台可用于开发新的疗
法，药物或诊断方法。 基金会奖项授予
特殊的科学成就和发现的，这些成就和发
现突破了认知的界限并开辟了新的认知视
角，为我国的文明和文化进步做出了杰
出贡献，并为波兰在应对现代世界最雄
心勃勃的挑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 k t u a l n o s c i / p r o f - m a r c i n - d r a g -
laureatem-polskiego-nobla-113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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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林研究人员在阿尔茨海默
氏病治疗研究中的新发现
2019-11-15
来自卢布林医科大学的Krystyna Skalicka-
Woźniak教授和Tomasz Mroczek教授已
经完成了对明显延缓疾病症状的化合物的
研究。 研究在注射了在阿尔茨海默氏症患
者中发现的基因的小鼠对该药产生了积极
反应。 值得强调的是测试物质是天然来源
的，因为这类化合物是鲁布林科学家感兴
趣的对象。 Krystyna Skalicka-Woźniak
在接受电台的采访时说道“这是一种从植
物中萃取的药物。” 研究成果正在申请专
利。 研究人员希望现有的成果能够成为对
该药物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卢布林的
研究人员与土耳其的研究中心合作。

肠道菌群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
关系
2019-11-18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波美拉尼亚医科大
学以及波兰弗罗茨瓦夫波兰科学院免疫学
和实验疗法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将研究微生
物区系和结肠屏障通透性在精神分裂症病
理生理学中的重要性。 研究目标是检查
病程非常不利且有许多负面症状的患者
亚组是否在菌群组成方面是否突出。研究
项目获得了Opus 16计划拨发的100万兹
罗提的奖金。 研究可以提高对精神药物
的知识水平，特别是在抑郁症作为支持性
护理的情况下，人们正在尝试对特别选择
的细菌菌株进行研究。根据最初的分析，
精神药物不仅可以提高治疗效果，而且
还可以减轻精神药物的某些副作用。 更
多信息： https://www.umed.wroc.pl/
gu-w-poszukiwaniu-zwiazkow-miedzy-
mikrolora-jelit-schizofrenia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研究人员
将调查研究2.5万城市居民
2019-11-19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始对弗
罗茨瓦夫居民的健康状况进行广泛的研
究。计划将调查2.5万居民，研究由弗罗茨
瓦夫市共同资助。 研究将涉及一个孩子和

一对父母，其参与者是随机选择的。数字
化部将基于PESEL数据库的数据提供给研究
人员。每个参与者都将接受实验室检查（
即血液计数，葡萄糖，糖基化血红蛋白，
肌酐水平，脂质图：总胆固醇，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
三酸酯，电解质水平：钠，钾和促甲状腺
激素TSH）。 此外还将进行ECG测试，肺
活量测定，血压测量，人体测量学测试，
包括体重成分分析，耳鼻喉科和听力测
试。自我研究将使整个家庭损失约一千兹
罗提。 更多信息： https://www.umed.
wroc.pl/content/picture-zapraszamy-
wroclawian-na-badania

国家高级职业医学学院医学研
究所总部
2019-11-25
海乌姆国立高级职业学校已经开发出了初
始的建筑概念以及医学科学研究所新总部
的全部投资概念。 海乌姆国立高级职业
学校校长Arkadiusz Toil教授说道：“我
们想称赞在我们的新投资工作范围内完成
的第一阶段，医学科学研究所所在地。这
笔最重要的投资之一的工作应很快转变为
准备技术文件和自行开始施工的过程“。 
Arkadiusz Toil教授补充道“这是一项投资
将为在海乌姆发展医学教育创造条件。新
的研究所将是土地开发的开始，这是长期
未使用的土地。”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研究人员
获得Opus 17竞赛拨款
2019-11-28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研究人员获得了国
家科学中心的Opus 17和Prelude 17竞赛
播发的资金，项目总资金接近270万兹罗
提。 获得资金的研究人员是： 临床化学
和实验室血液学系Agnieszka Olejnik硕士
的“ Klotho蛋白对急性缺血和再灌注导致
的心肌细胞受损的保护作用”项目； 物理
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系Tomasz Urbaniak硕
士的“核壳微粒作为巨噬细胞依赖疾病治
疗中结合药物的载体”项目。 波兰科学院
免疫学和实验疗法研究所与弗罗茨瓦夫大
学的 “非小细胞肺癌的免疫控制点-调控

mRNA和蛋白质表达的遗传和表观遗传学
研究”项目也获得了资助。

欧洲论坛：华沙从研究到商业
化的生物医学工程
2019-11-29
欧洲论坛：从研究到商业化的生物医学工
程将于12月2-4日在华沙举行。活动将由
波兰科学院生物计算机与生物医学研究所
（IBIB PAN）主持。 论坛面向医疗技术领
域的科学家和企业家。 参加者将谈论最新
科学研究的结果，尤其是那些可以商业化
或在临床实践中实施的科学研究。 主题还
包括研究中心与医疗技术领域公司的合作
以及获得项目和赠款的良好实践。 会议将
由国际医学与生物工程联合会（IFMBE）
主席Ratko Magjarević博士和国际生物密
码学中心主任Piotr Ładyżyński教授主持。

西里西亚大学研究人员为制药
业提供新解决方案
2019-12-09
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家已经开发出一种合成
方法生产化学纯的聚己内酯。解决方案将
在约两年的时间内自然降解的聚合物。它
证明了组织的顺应性，可用于制药和医疗
行业。 新解决方案可用作受控药物释放
系统中的载体，组织工程学中的组织培养
底物或填充材料。由于它在人体中自然分
解的事实，它也可用于生产可吸收的外科
缝合线或形状记忆植入物，例如用于连接
骨折的夹具或用于治疗脊椎疾病的特殊
杆。 由于其令人感兴趣的特性，它也可
用于工业中-作为可生物降解的包装和薄
膜的添加剂，并且与淀粉结合使用时，
可用于制造一次性盘子或杯子的制造材
料。 更多信息： https://www.us.edu.
pl/nowe-rozwiazanie-dla-branzy-
farmaceutyczn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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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产生益生
菌菌株技术
2019-12-10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已与Sanprobi有限
责任公司签署销售合同，以商业用途使用
大学科学家和波兹南天然纤维和草药植物
研究所开发的五种技术 销售合同涉及作
为波兹南大学应用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开发
的技术。所开发的制剂包括10株益生菌
菌株，并结合成几种保护牲畜免受致病性
大肠杆菌和产气荚膜梭状芽胞杆菌感染的
组合物。 Sanprobi是一家拥有唯一波兰
资金的公司，公司成立于2008年并迅速
成为波兰公认的人类益生菌补充专家。公
司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涉及波兰和国外研
究中心的研究人员。 Sanprobi的想法是
创建支持微生物群的新解决方案。 更多
信息： https://puls.edu.pl/ogloszenia/
dmik/komercjalizacja-patent-w-na-
priobiotyki-i-eubiotyki-uniwersytet-
przyrodniczy-w

RNA生物学实验室
2019-12-16
2020年1月9日华沙国际分子细胞生物学研
究所将正式成立RNA生物学实验室。 新的
研究小组将由 Andrzej Dziembowski教授
领导。RNA生物学实验室将致力于研究所
谓的基因表达调控 笔录后水平。 Andrzej 
Dziembowski教授是世界一流的分子生物
学家，生物化学家和遗传学家。 波兰科
学院成员。 他是享有盛誉的ERC起始拨款
（2012）和波兰科学基金会奖（2018）
获奖人员。 项目是在欧洲资助的ERA主席
Horizon 2020“健康与疾病中的分子信号
传导途径-跨学科卓越中心”（MOSaIC）
下实施的。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科学家获得
2019 Iuvenes Wratislaviae 奖
2019-12-16
来自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Błażej Misiak
博 士 因 其 在 生 命 ， 精 确 科 学 和 技 术 科
学 领 域 的 杰 出 科 学 成 就 而 获 得 了 波 兰
2019Iuvenes Wratislaviae 奖。 每年颁发

一次的奖项是针对个人的，面向37岁以下
拥有博士学位并长期在下西里西亚工作的
科学家。Błaitej Misiak博士研究了精神分
裂症圈子首发精神病性疾病中离散代谢疾
病的临床和遗传决定因素。 奖项还授予在
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领域有所成就的科
学家。今年这一类别的获奖者是弗罗茨瓦
夫音乐学院声乐系的Aleksandra Kubas-
Kruk博士。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研究员参与《生物库法案》
研究
2019-12-16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实验生物
学系主任Krzysztof Marycz教授由总理任
命为一个专家小组，他们将制定一项法
律草案来规范生物材料的生物储库。 由
Piotr Fiedor教授领导的14名科学家组成
的小组。预计将于2020年3月之前制定一
项有关生物银行的法案，包括为进一步研
究提供银行材料的原则。 受邀合作的专
家旨在制定法律解决方案的提案，以创建
一个集成了包含科学和医学数据的数据库
的系统，特别是在肿瘤学，个性化医学
和稀有疾病领域，并确保将这些数据用
于科学研究和工作的可能性发展。 更多
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pl/
aktualnosci/50555/prof_marycz_w_
rzadowym_zespole_ds_biobankow.
html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实施
Ella4Life项目
2019-12-18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实施
Ella4Life在家中和路上的虚拟个人助理项
目。集成虚拟助手，包括拥有家庭自动
化系统和电子医疗服务的公司将为老年
人的护理和治疗提供独立管理方面的支
持，并改善安全和健康控制。 作为项目
的一部分，科学家正在开发用于监视心脏
工作的传感器系统，这些系统放置在日常
设备中：椅子和浴缸中。虚拟助手还旨在
为年长者（例如家庭成员）提供支持，

并帮助专业人员与老年人进行更好，更
高效的日常工作。 项目由研究和开发计
划“主动和辅助生活计划”提供资金，该
计划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来支持改善老
年人生活质量的项目。项目价值超过100
万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s://pg.edu.
pl/aktualnosci/-/asset_publisher/
hWGncmoQv7K0/content/ella4life-
%E2%80%93-twoj-wirtualny-osobisty-
asystent-w-domu-i-w-podrozy

琴斯托霍瓦Jan Długosz人文
与自然科学大学为超重儿童提
供服务
2019-12-18
琴斯托霍瓦Jan Długosz人文与自然科学
大学是支持治疗超重，肥胖症及其代谢并
发症的儿童项目的负责人。项目预算近
750万波兰兹罗提。 项目由科学联盟共同
实施：琴斯托霍瓦Jan Długosz人文与自
然科学大学、Tymbark MWS有限责任公
司、“纪念健康儿童中心”研究所、罗兹
科技大学生物技术与食品科学学院和卢布
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肿瘤中
心。 项目涉及使用具有益生元特性的马铃
薯淀粉可溶制剂，其用途将向肥胖儿童介
绍具有健康特性的创新蔬菜和水果制剂。
结果是将以市场上实施的新技术形式进行
全球创新。 更多信息： http://www.ujd.
edu.pl/news?category=2

国家科学中心青年科学家竞赛
2019-12-18
波兰国家科学中心宣布第四届SONATINA
竞赛与第八届ETIUDA竞赛正式开始。波
兰科学家将能够为研究项目和博士奖学
金申请资助。比赛总预算为3000万兹罗
提。 SONATINA 是面向拥有博士学位或者
在2020年6月之前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人
员。竞赛旨在使波兰科学单位的年轻研究
人员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 ETIUDA针对以
科学职业为起点的人士，这些人是博士研
究的参与者，或者在波兰分部获得博士学
位授予权的公开博士学位。年轻的研究人
员每月可获得5000波兰兹罗提的奖学金，
为期6到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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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oBioTop科学奖
2019-12-19
波兰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委员会在华沙授
予了著名的AgroBioTop科学奖。获奖者
是来自华沙波兰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生物物
理研究所的Marta Grech-Baran博士。 
AgroBioTop奖表彰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公认
成就为农业科学发展做出贡献并为农业发
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年轻科学家。奖项由波
兰科学院生物技术委员会任命的独立分会
颁发。奖金由拜耳公司提供，奖金为5000
欧元。 Marta Grech-Baran博士因鉴定
马铃薯对Y病毒感染的抗性基因而获得了
AgroBioTop 2019奖。AgroBioTop奖评
审委员会主席Maciej Żylicz说道：“这是
接受对Y病毒具有抗性的植物的第一步，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些病毒（也称为
PVY）不仅攻击马铃薯，而且攻击烟草和
西红柿，给世界农业带来巨大损失，包括
波兰。”

雅盖隆大学学生赢得了心脏病
学创新竞赛
2019-12-19
来 自 雅 盖 隆 大 学 医 学 院 的 T o m a s z 
Pulanecki赢得了数字健康3D打印的应
用，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在心脏病学，介
入性心脏病学和心血管成像方面的比赛。 
对医学创新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年轻医生和
生物医学工程师参加了比赛。 竞赛的参与
者需要准备与以下两个主题有关的英语论
文： “人工智能在心脏病学和介入性心脏
病学中的应用”； “ 3D打印，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在心脏病学和介入性心脏病学中
的应用”。其中提议的主题以上的实现方
案技术广泛应用于心脏病学和介入心脏病
学。在评估标准中，最重要的是：创新，
提议的解决方案的实施速度和简便性以及
其全面性。 Tomasz Pulanecki展示了主题
气为“针对患者的主动脉瘤（AA）管理中
的组织工程3D打印”的项目。

华沙大学项目获得JPco-fuND 
2计划资助
2019-12-20
华沙大学物理系的Piotr Hańczyc博士
的“ OligoFIT”项目获得了国际计划JPco-
fuND 2的资助。 JPND网络资助了神经退
行性疾病的精密医学领域的研究。这次，
她授予了180份申请中的18份。 欧盟联合
计划-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JPND）是一
项国际事业，旨在除其他外支持神经退行
性疾病的研究。首先，其发起者努力改善
分析帕金森氏病，亨廷顿氏病或阿尔茨海
默氏病等疾病的病因和发现方法的工作。
为患病的患者开发适当的治疗方法也很重
要。 JPND开展的一项活动是组织竞赛，
以实施国际研究项目，竞赛由来自该网络
成员的至少三个国家的科学家团队准备。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学生生设计
电子假体
2019-12-20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生物医学
工程系的学生Agnieszka Tkaczyk设计了
一种由肌肉脉冲控制的电子手部假体。这
项发明将帮助截肢者恢复正常功能。 项目
是ABB科学俱乐部第七版的一部分。 ABB
是一家在能源和自动化领域处于全球技术
领先地位的公司，其举措是针对技术大学
的学生以及最古老的中等技术学校的学
生。在克拉科夫ABB企业技术中心运营的
科学俱乐部的参与者可以受益于科学家
和专家的帮助，技术设施以及资金支持。 
Agnieszka Tkaczyk从事发明工作9个月，
她的设计 “受肌肉冲动控制的电子手部假
体”令人非常满意，因为它们将能够帮助
截肢者恢复正常生活。

Genoveff Franchini博士成为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名誉博
士
2019-12-31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授予美国国家癌症
研究所Genovefie Franchini博士荣誉博
士学位。 Genoveffa Franchini博士是病
毒学领域的世界知名权威人士，也是致癌
基因和人类逆转录病毒研究的先驱。 她专
供预防和治疗由人类致病性逆转录病毒引
起的疾病。 自从1997年以来，Genoveff 
Franchini博士一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的国立癌症研究所（NCI）管理动物模型
和逆转录病毒疫苗科实验室。 Genoveff 
Franchini博士与美国，欧洲和南美的许多
中心进行持续的科学合作，包括与比亚韦
斯托克医科大学合作超过20年。

Photo by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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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博士生提供奖学金
2018-02-01
如果您在进行与医学科学相关的技术研
究并且您的博士论文已经通过了审查，
那么您将有机会获得由Czesław M. 
Rodkiewicz奖学金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
申请奖学金的条件为：波兰公民且永久居
住在波兰， 已获得波兰大学的工程师文
凭，博士论文已通过审查。
在资格审查过程中，评审团将考虑该博士
论文对科学的影响及贡献，学员的学术成
就以及两位推荐人的意见。
申请表格和所需文件请邮寄到以下地址：
Janusz Wójcik, President 622 Wahstao 
Rd Edmonton, Alberta, T5T 2Y4 
Canada,
截止日期为2018年4月30日。
您可以在基金会官网上查看更多信息。
http://cmrsf.ca/Fundacja.htm

“赠予-提升质量2.0”项目已
启动
2018-02-01
由 波 兰 科 学 和 高 等 教 育 部 门 制 定 的 名
为““赠予-提升质量2.0”项目将于2018
年2月1日正式启动。
据该部称，此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已经
申请欧盟实施研究计划的波兰机构和大
学。
科学研究组织和大学皆可申请报销该项目
相关的一切费用。既定方案的提案将从
2018年3月1日开始至2018年10月31日终
止，并由部长亲自发布。

波兰学生申请帮助盲人
2018-02-02
由波兰学生自主创建的帮助盲人应用程序
正在各个大学间进行。
这个为视觉障碍人士设计的应用程序是历
经24个小时，由14个团队编写的2万多行
代码，它只有简单的收视和直观页面，并
且可以通过语音进行控制来达到正常听课
的功能。这个创新点子由来自华沙和克拉
夫曾经在校园应用挑战赛中获得黑马嘉奖

的学生提出，目前，他们在专业人士的指
导下开发了软件并且计划在波兰40多个大
学中实施此软件。
查看活动报告：
h t t p s : / / w w w . f a c e b o o k . c o m /
indoorway/videos/819111474960307/

NCBR与NCN的合作协议
2018-02-02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与国家科学中心签署
了一份关于激发波兰科学潜力的合同。
NCBR与NCN之间的合作为波兰科学家提
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是由NCRD
资助的TANGO计划的一部分，总金额为
4000万兹罗提。
TANGO项目的目标是为应用研究和工业研
究人员在实践中能够发挥作用创造更多的
机遇，该项目没有专题限制，可以为各个
领域的研究项目。
我们将尽我们最大的可能来确保为研究人
员提供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时的最佳
条件。波兰副总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Jarosław Gowin说：“我们今天所签署
的协议是向改善波兰科学和经济扶持机制
的完善又迈进了一步。”
更多：
http://www.ncbr.gov.pl/aktualnosci/
art,5912,ncbr-oraz-ncn-zaciesniaja-
wspolprace.html

波兰科技创新代表--软件工程师
2018-02-05
在波兰工作的25万名软件工程师是中欧
和东欧所有雇佣的软件工程师的四分之
一，“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工程师之
一”---Stack Overlow的作者在2017年度
中东欧发展商情观中说。
波兰的大学培养了将近一百万名的大学
生。华沙有69所高等教育机构，弗罗茨瓦
发有27所，波兹南和克拉科夫均有21所高
等教育学府。同样拥有最优秀大学的城市
为卡托维茨，罗兹和三连城（格但斯克，
索波特，戈丁尼亚），这也是在那里有数
量众多的科技创新公司的原因。

稀土金属是钻石补助金项目的
主题
2018-02-05
来自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技术物理与应用数
学系博士候选人KarolinaGórnicka获得
了第六届“钻石补助金”比赛。她的命题
为“R-Rh和R-Rare（R-稀土）”的项目获
得了21930波兰兹罗提。
每年本科毕业生或者学生都可以申请钻
石，赠款进行自己的研究。 该计划由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组织。

寻找照片科学家
2018-02-06
波兰科学基金会正在寻找有趣的，有趣的
照片和插图，描绘研究的主题和展示科学
之美。
基金会打算在宣传材料中使用挑选出来的
最佳照片（以及有关研究作者和他的工作
的信息）。
提供照片的人必须是照片的版权所有人。 
图片以可打印的分辨率分组，以扩展名为* 
jpg，* tiff或* eps的文件分组。 请于今年2
月28日之前将照片发送至邮件：elzbieta.
marczuk@fnp.org.pl

人类不能与河马交流
2018-02-06
因为我们只能听到一些他们沟通的声音。 
河马则有一个特殊生理结构，他们的下颚
可以在水中收到声音。
来自AGH大学的声学专家使用专业麦克风
系统，以低频来和动物们进行通信。来自
AGH的Marcin Zastawnik说，这些声音
在他的人耳中无法捕捉。 科学确定性将在
对研究期间获得的记录进行声学处理之后
获得。
由河马发出的声音听起来类似于打嗝中断
的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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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 Composer支持科学家的
想象力
2018-02-06 
Marta Szachniuk博士说：“我们是创建
自动系统来预测RNA结构和三维展示的最
佳选择。 她和来自波兹南生物有机化学研
究所的Ryszard Adamiak教授团队开发了
RNA Composer系统。 这是一个免费的公
开可用的快速IT工具。 它涉及具有复杂结
构的短和长链RNA分子。
在RNA Composer过去6年的运作期间，
它已经完成了100万个任务。 许多科学家
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分子如何在三个维度
上的第一个想法。
波兰的RNA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
知。 在这个领域，创新实验由来自华沙
国际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Janusz 
Bujnicki教授团队进行。 来自波兹南生物
有机化学研究所的Ryszard Kierzek教授描
述了RNA折叠的热力学规律。

不要干涸沼泽
2018-02-07
沼泽，约占土地面积的2%，他们所占据的
森林甚至是煤炭的两倍；在全球生态系统
中积聚了四分之一的碳。华沙生命科学学
院（SGGW）发布的消息称，每平方米的
沼泽每年能够吸收一公斤的二氧化碳。
该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沼泽地对自然环
境的状况和平衡有着非常有益的作用。沼
泽不能处于干涸状态， 使其处于自然状态
的成本远远高于耕地的维护成本。
许 多 国 家 的 政 府 已 经 意 识 到 沼 泽
的重要性，- 建筑和环境工程学院
W U L S - S G G W 的 水 文 和 水 资 源 部 门
的Mateusz Gregorku博士强调，
将 投 入 巨 大 的 资 源 来 恢 复 原 状 态 。 
(Kp)

在托伦，他们正在寻在暗物质
存在的有力证据
2018-02-07
来自托伦的哥白尼大学（UMK）物理学家
PiotrWcisło博士其该团队正在寻找暗物质

存在的证据。 就目前而言，他们表示已经
确认哪些地区不存在暗物质。
对于实验目的，托伦研究人员组织了一个
光原子钟的网络。这个来自FAMO国家实
验室的时钟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类似设
备合作。测量（15到17个重要的地方）非
常精确，例如，一台高速摄像机可以测量
接近美洲到欧洲的速度。
Wcisło博士说： “如果在我们的时钟上，
当我们听到相同的“点击”会知道这不是
巧合。“ 他补充说，他们结束后，我们将
认识到一个基本物理常数的变化。 实验将
显示是否真的有所谓 拓扑缺陷，长期假定
的暗物质形式。（KP）
更多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
s41550-016-0009.pdf?origin=ppub)
http://www.nauka.gov.pl/polska-
nauka/torunski-zegar-atomowy-tyka-
ciemnej...

电子材料技术研究所正在研究
白激光
2018-02-07
白激光源可以彻底改变电视和智能手机的
屏幕，汽车前灯，甚至是Wi-Fi通信标准的
后续产品。
波兰人正在研究生产白光激光源的新方
法。 YAG激光器：一个白色光源的基本元
素当前正被在电子材料技术研究所在华沙
陶瓷磷光体的Ce显影。荧光粉是一种发光
效应的化合物，即不受高温影响的光波。
白 激 光 在 很 多 领 域 都 可 以 使 用 ，
例 如 在 L E D 中 ， 在 激 光 灯 中 ， 在
汽 车 工 业 中 或 在 节 能 路 灯 中 。 
更 多 
https://innowacje.newseria.pl/news/
bialy-laser-moze,p772965438

格但斯克和华沙正在建立癌症
和量子技术研究中心
2018-02-07
波兰科学基金会为在格但斯克和华沙设立
的三个国际科学中心提供了1.09亿兹罗提
的捐款。

量子技术国际理论中心将在格但斯克大学
成立。 研究会在电脑里使用量子米铝的技
术。外国合作伙伴将是奥地利科学院的研
究所量子光学与光量子信息（IQOQI）。
量子光学技术将被华沙市中心的科学家负
责-- Konrad Banaszka教授。 他们将与牛
津大学合作。
格但斯克将成立一个癌症研究中心。 这项
工作将由来自瑞典的Jan Dumański博士和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Arkadiusz Piotrowski
博士一起负责。

什切青海洋科学中心将成立
2018-02-07
什切青海洋科学中心是一个为儿童和年轻
人提供的多媒体科学教育机构，对所有对
海洋感兴趣的人，科学界人士，在这个环
境中使用的技术以及什切青和该地区的相
关经济和海洋传统。
类似于船体的中心形建筑将站在Ozr市中心
的Łasztownia岛上。 该中心将于2021年
建成，其代价是来自欧盟西波美拉尼亚省
区域运作方案的8000万荷兰盾以及各省的
预算（kp）
更多
h t t p : / / n a u k a w p o l s c e .
p a p . p l / a k t u a l n o s c i /
n e w s % 2 C 2 8 1 2 3 % 2 C s z c z e c i n -
powsta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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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化学计算机
2018-02-07
华沙波兰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的科学家
证明，化学计算机并不是难以实现。 他们
建立了这种先驱装置。 目前它是世界上最
知名的。 化学信号已经取代了电子，与电
荷的移动有关。
以类似的方式的信息处理，如在计算简单
的结构接触经历重复的化学反应液滴使用
机械。 这允许以高精确度识别例如三维形
状并对癌细胞进行分类。
波兰科学家与耶拿大学的科学家们一起表
明，5x5z液滴系统将乳腺癌威斯康辛数
据集中的癌细胞分类为97％的精确度。
（KP）。
更多
https:// informacje.pan.pl/ index.
php/informacje/2023-komputery-
chemiczne-...
三月三日健康挑战大赛

2018-02-07
来自利维采的玛丽亚·斯科沃多夫斯
卡 - 居里医院肿瘤中心主任Krzysztof 
Składowski说，科学进步是否会导致技术
取代肿瘤学的医生？ 这是一个有点挑衅性
的问题，但我们应该谈论它。他将参加第
三届卫生挑战大会科学委员会的工作。
第三届健康挑战大会（HCC 2018）将于3
月8 - 10日在卡托维兹举行。 它将致力于新
医疗技术的出现和实际应用。在美国国会
演讲和嘉宾的会议，他们将讨论，除其他
外， 关于医学创业，创新的青光眼手术或
科学，国家和行业之间的合作模式。
关于卫生挑战大会的更多信息
http://www.hccongress.pl/pl/

安全的量子点
2018-02-07
来自波兰科学院和华沙理工大学的化学系
物理化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开发生产氧化锌
的量子点，最广泛使用的纳米材料之一的
新方法。
新的ZnO纳米颗粒是安全的。 它们可以

被引入到生物和医学实验室中，例如用于
成像，并且在与人类有机体接触的地方使
用，例如在油漆中。 在这样的应用程序进
行工作，如将 在NANOXO启动。
这项研究由波兰科学基金会和国家科学中
心资助。 这项研究结果由来自华沙与来自
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的学者共同组建的
一个小组并一起在著名科学杂志“化学 - 
一个欧洲杂志”发表过成果。
更多: https://informacje.pan.pl/index.
php/informacje/2022-zenskie-ptasie-
wycho...

Selvita公司将投资创新肿瘤学
项目
2018-02-08
Selvita--生物技术公司将进行公开募集股
份用于筹集创新肿瘤学项目的资金。 在未
来四年，将分配2.90亿兹罗提给该项目，
其中1.4亿兹罗提来自投资者。
S e l v i t a 公 司 希 望 将 他 们 的 资 金 分 配 给
SEL120平台的发展，这是对抗急性骨髓性
白血病和四大创新平台：针对性的治疗，
癌症细胞代谢与免疫代谢，免疫学和免疫
肿瘤以及生物分子的工具平台。
S e l v i t a 公 司 会 将 成 功 的 创 新 项 目 商 业
化。 其白血病药物SEL24是美国第一
个 被 批 准 用 于 临 床 试 验 的 波 兰 药 物 。 
更多关于SEL120药物开发项目
w w w . s e l v i t a . c o m / p l / p r o j e k t y -
innowacyjne/sel120

来自欧盟委员会的个人资助将
会发放给格但斯克的科学家
2018-02-08
约会利用分子数据的古生物化石 - 一个创
新的方法来确定波罗的海琥珀的年龄”
（AMBER）计划已收到欧盟委员会的科学
家的个人津贴 - MSCA个人奖学金。
该项目将由Dagmara Żyła博士在来自爱
荷华州立科技大学的Tracy Heath博士和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的Jacek Szwedo教授
的指导下进行。
AMBER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开发一种能够
准确测定保存在波罗的海琥珀中的化石物

种的新方法。该项目将从2018年9月1日
正式启动，2020年8月31日结束，预算为
147,000欧元。

带有革命性推进力的海上无人
机将在第一次巡航中起飞
2018-02-09
自主的，仿生的传感器载体“ - 这就是
Michał Latacz在其NOA公司建造的NOA 
Sentinel水下潜艇无人机。
该设备被用于研究和搜索底部和海底下的
原料。 其特点为高效，安全，可操作，经
济。它可以在没有基地船的帮助下单独运
行 ，时长甚至为两个月  它将搜索成本降
低了40％。
Michał Latacz在被乌贼移动的方式启发
下设计并获得专利的现代NOA波浪推进装
置。
无人机推进集运动是移动车辆的特殊NOA 
DRIVE翅膀。 它们将安静地运行，为人类
和环境安全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可操作性。
NOA Sentinel在第一次任务中将寻找波
罗的海底部的淡水资源。 在未来的几年，
自主潜艇市场每年可能增长22％以上。
（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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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脑日
2018-02-12
近几年来世界大脑日都在三月份举行，今
年波兰的大学、机构和科学协会也将参加
这个项目。
在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索波特，今年的
活动将致力于深度研究关于大脑的知识。3
月16 - 17日，格但斯克大学生物学院将举
办一系列的讲座，研讨会和实验演示，旨
在演示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知识，届时熟悉
神经生物学家，神经外科医生和心理学家
将参加讲座。
今年三月12日至18日在克拉科夫雅盖隆大
学的大礼堂将举行一系列针对大脑及其他
知识的讲座，进一步密切了解 关于脑部疾
病的科学知识。
今年3月14日在热舒夫大学的举办的哲学研
究所将由Paweł Balcerak博士进行一场公
开讲座。讲座的主题是“大脑和思想，人
类是不是不仅是身体？”
更多
http://www.dana.org/baw/

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波兰化学家
的文章
2018-02-12
在“自然”杂志的最新版本中，来自波
兰尼古拉斯哥白尼大学化学系的Marek 
P o l a s i k 博 士 发 表 了 从 激 发 的 原 子 核 强
制释放能量的观察文章。 该文章的共
同作者是国家研究中心核研究的Jacek 
Rzadkiewicz博士，他提出了 “异构体
消耗作为电子捕获核激发的实验证据”论
据。 作者的报告根据以前理论预测的物
理现象，即第一实验观察。即通过电子俘
获激发核到原子电子层的过程。 该实验
是在美国在阿贡直线加速器ATLAS国家实
验室进行的。 更多 https://www.nature.
com/articles/nature25483

教育新技术
2018-02-14
85％的 教师承认它们的重要性，几乎所有
人都使用数字设备作为学习辅助工具。根
据波兰教育平台委托的研究，超过一半的

人使用教育应用程序作为教具。父母们也
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68％的人认为他们的
孩子使用数字设备作为学习辅助，73％认
为互联网有助于获得新知识。
Squla.pl是适用于许多设备的现代教育平
台。它提供了60,000个互动式测验和教
育任务以及适合儿童学习年龄和节奏的视
频。该平台涵盖1-6年级的所有学校科目和
学前教育。 这符合2017/2018学年国家教
育部的核心课程。
Squla.pl的测验和任务由经验丰富的主题
教师和教师创建。 使用Squla.pl教育平台
一周的费用为15兹罗提。 只要注册一个账
户，您就可以在计算机，平板电脑和智能
手机上同时使用它。（KP）

波兰人文学科项目融资竞赛
2018-02-14
截至2018年2月28日，您可以申请参加国
家人文发展计划下的项目融资竞赛。 该计
划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设立。
该赛事之一的主题是国会资助将波兰人文
学科的最重要的作品，其新的和经典的成
就翻译成各国语言（英语，法语，西班牙
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以便将它们
纳入国际学术圈。
在另一场比赛中，您可以申请资助世界文
化最重要作品的科学版。 比赛作品应包括
将这些作品翻译成波兰语，并附上科学编
辑作品：文献学，书目，历史和解释。
比赛截止日期为2018年2月28日。
有关比赛的详细信息可以在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的网站上找到。
http://www.nauka.gov.pl/nauka/
ogloszenie-konkursu-na-realizacje-
projekto...
http://www.nauka.gov.pl/nauka/
ogloszenie-konkursu-na-realizacje-
projekto...

下一届以Tadeusz Kotarbiński
教授为命名的比赛
2018-02-14
罗 兹 大 学 宣 布 了 第 四 界 以 T a d e u s z 
Kotarbiński教授命名的人文奖领域的比

赛。他杰出的作品定义了波兰人文发展
的方向。 波兰大学是人文科学的主要中
心。 专注于人文学的科学家们说，“人文
学”不仅是科学领域的术语，而且是一种
道德态度和对世界的开放态度。 该奖的赞
助人 - 罗兹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 他是一位
人文主义者，也是哲学家和优秀的学术导
师。 到目前为止，这些奖项已颁发给： 
Jan Strelau教授（SWPS人文与社会科学
大学）， Ewa Kołodziejczyk博士（波兰
科学院） Dorota Sajewska博士（华沙大
学波兰文化研究所）（kp） 更多信息可在
网页上查询

美国宇航局埃姆斯研究中心前
任主任访问托伦
2018-02-15
硅谷美国宇航局艾姆斯研究中心前任主任
西蒙·彼得·沃尔登将军访问了托伦的尼
古拉斯·哥白尼大学。
Worden将军最近与Jacek Kubic教授，
民政事务局，天文学中心主任，民政事
务局。 MichałHanasz和物理学院副院
长，天文学和应用计算机科学博士，民
政事务局。 Winicjusz Drozdowski，教
授。NCU。 来自托伦ABM空间公司的
Mateusz Józefowicz也出席了会议。
关于托伦空间产业发展的机会，将计划设
立一个由西蒙沃登基金会授予的科学奖候
选人遴选委员会，以及有关在尼古拉斯哥
白尼大学天文学中心进行的寻找行星的研
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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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布赖特奖学金的招募工作已
经开始
2018-02-15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通知，波兰裔美国人福
布赖特委员会为波兰公民举办的奖学金计
划已经开始招募。
招募是关于2019/2020学年到美国旅行。
富布赖特研究生奖励计划是为希望继续在
美国学习的波兰大学毕业生提供的奖学
金。
富布赖特青年奖是为博士生提供的奖学
金，它可以在美国大学，研究机构或非政
府组织实施研究项目。
第三个富布赖特高级奖项目是为在美国大
学，非营利研究机构和一些政府机构实施
自己的研究项目的科研和教学人员提供奖
学
更多
http://www.fulbright.edu.pl/

卢布林大学科学生命系博士生
将获得市政府奖学金
2018-02-15
Agnieszka Wawryniuk博士作为“学
生和博士生的市级奖学金计划”的一部
分，获得了卢布林市政府的奖学金。 奖
学金持有人是生物学、动物科学和生物
Gospodarka学院商品科学和动物加工系
的博士生， Jolanty Król正在准备她的博
士论文 “选择的因素对以此原料为基础生
产的牛奶和凝乳质量的影响，特别强调亲
脂性维生素的含量”。 卢布林生命科学大
学（原农业大学）是一所公立科学大学。 
自1955年以来，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教学和
科研设施而存在。 它具有多重特征，整合
了农业，生物，兽医，技术和社会经济科
学。（KP）

教学（Naukobusy）到达乡村
和城镇
2018-02-15
教学大巴（Naukobusy） - 拥有20多件
可以接触和测试的展品的现代化移动实验
室，已经接触到来自波兰各地的近10万名

儿童。 由于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计划，最
年轻的人有机会学习人体的秘密，进行物
理实验或欺骗他们的感官。 所有这些都在
华沙哥白尼科学中心的动画师的监督下进
行。 Naukobusy访问村庄和小城市（高达
130,000居民）。 这一举措旨在平衡教育
机会，并旨在防止排斥。 科学部今年为儿
童大学的活动分配了230万兹罗提，并在最
年轻的国家中普及科学。 6岁至16岁的儿
童和青少年的年轻探险家大学的一部分，
他们有机会感受到像真正的科学家。 随着
支持科学和高等教育高校青年探索者部各
省出现。

无人机检查弗罗茨瓦夫的空气
质量
2018-02-15
弗罗茨瓦夫大学气候与大气保护系正在使
用现代无人机进行空气质量测试。 该设备
是由弗罗茨瓦夫市政府办公室的补贴购买
的。
弗罗茨瓦夫大学购买无人机的想法已经在
2015年时提出，当时由气候学和大气保
护部实施的LIFE-APIS / PL项目被授予波兰
创新奖。。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从
科学角度建立有趣的联系，其中包括 与
OptimumTymińskiand Company合作，
该公司在2017年制造了一个无人飞行平
台。
在环境监测中，无人机非常受欢迎，具有
很多种的用途。 大学无人机被用作测量空
气质量和基本气象参数的平台。 它可以使
测量达到几百米。
无人机配备了 环境弹头，允许测量悬浮粉
尘浓度，臭氧浓度; 此外，它还测量空气的
温度和湿度。
关于LIFE-APIS / PL项目的更多信息
http://life-apis.meteo.uni.wroc.pl/

Giulianotti教授和Armstrong
博士访问华沙政治学院
2018-02-16
两位著名的欧洲体育社会学家将于3月份访
问华沙大学政治学院。Giulianotti教授和
Armstrong博士于2018年3月9日至10日举

行讲座并进行方法学研讨会。
2018年3月9日15-18之间，Giulianotti
教授和Armstrong博士将给进行一个“
足球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关键现代问题”
主题演讲。 讲座将在礼堂举行教授。 作
为由Seweryn Dmowski博士领导的专
题研究课程“欧洲足球：案例研究”的
一部分，Jan Baszkiewicz在Collegium 
Politicum（礼堂大楼）。 讲座将开放，并
将以英语进行。
2018年3月10日上午10:30，科学家将为
感兴趣的研究和教学人员，博士生和学生
举办方法学研讨会。 研讨会将在坎多礼堂
（Auditorium大楼）的303室举行。 政治
学研究所的嘉宾将着重讨论以下主题：当
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强调体育/
足球的研究），在着名期刊和出版物上撰
写和发表科学论文的经验，以及国际科学
网络。
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Seweryn Dmowski
博士（seweryn.dmowski@uw.edu.pl）
。

部长对学术教师的奖励
2018-02-16
学院将获得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授予学术
教师奖的申请。 他们可以通过波兰公民身
份的科学家获得，包括那些在国外工作的
外国人和在波兰逗留期间在科学或教学工
作中取得独特成就的外国人。
提交申请的截止日期为2018年3月31日。
授予奖品的详细规则和程序受2016年9
月6日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条例的管理。
（KP）
查看规则
h t t p : / / d z i e n n i k u s t a w . g o v . p l /
du/2016/1462
http://prawo.sejm.gov.pl/isap.nsf/
download.xsp/WDU20160001462/O/
D2016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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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łosz-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最新
专著
2018-02-16
科学与人文科学出版社在比尔斯科 - 比亚
瓦发表了一篇科学家Miłosz的专著。研究
水文学研究和论文。 来自Jagiellonian大
学的Zoia Zarębianka教授写道，该出版
物“是一种认知上有价值的命题，并非没
有新颖性和创新性的解释”。
专著的作者Marek Bernacki多年来一直参
与Czesław Miłosz的工作。 专著的第一部
分包含对波兰诺贝尔奖获得者已知作品（
包括诗歌“我的忠实演说”）的解读。 作
者在其中讨论了诗人的诗意和哲学思考以
及他对中欧思想的态度（Mitelleuropa）
。 第二部分致力于Miłosz与作家（包括
Zbigniew赫伯特）以及对他的生活产生重
大影响的人（利奥波德·乔姆斯基父亲，
耶日·图罗维茨）的报道。

下周四儿童和青年的经济学将
展开
2018-02-16
今年3月，下一期“经济学周四”（被称为
经济儿童大学和青年经济学家学院）将在
七个波兰学术城市展开。
什切青大学的管理与服务经济学院邀请您
参加讲座。 课程将分两个年龄组进行。作
为经济儿童大学一部分的年轻人（11-13
岁）将在六场讲座中了解 创造产品的原
则，广告的基本规则以及生态在经济过程
中的重要性。 反过来，对于年龄较大（14-
16岁）的年轻人，作为青年经济学家学
院的一部分准备了以下讲座：冲突管理，
市场营销趋势，人际沟通是企业成功的关
键，企业指数分析，经济全球化。
选拔将于2018年2月25日前在华沙的儿童
经济大学，波兹南，弗罗茨瓦夫，比亚韦
斯托克和格但斯克进行。 什切青的会议注
册时间延长至2018年2月28日，并在2018
年3月5日之前在卡托维兹上课。
经济大学课程申请表
http://www.uniwersytet-dzieciecy.pl/
zapisy2/
青年经济学家学院的申请表格

http://www.gimversity.pl/zapisy2/
所有公开课程均为免费课程。

波兰科学家正在研究Phobos
的着陆系统
2018-02-16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参与了
欧洲空间局的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着陆
火星上的火星 - 火星的卫星之一。
矿业与地球工程学院的研究人员与波兰科
学院空间研究中心一道启动了“LOOP - 
Landing Once Phobos”项目。 AGH科
技大学进行的研究是欧洲空间局（ESA）
项目的一部分。
指定Phobos表面结构的不同变体是采矿和
地球工程学院研究小组的任务之一。实验
室工作的主题，是复制Phobos上普遍存在
的条件，也将研究各种类型地面对着陆器
脚上负载的反应。
仿真着陆器与火卫二表面的接触将在采矿
和地球工程学院的一个大厅的移动平台上
进行。
AGH科技大学团队与波兰科学院空间研究
中心共同开展了两年的项目。

波兰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2018-02-16
波兰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百人名单，再次
由月度“Puls Medycyny”， WiesławW.
Jędrzejczak - 华沙医科大学血液学，肿瘤
学和内科疾病主席和诊所负责人，血液学
领域的国家顾问。
初次之外还有 Cezary Szczylik教授，肿瘤
学和肿瘤学专家; 华沙医科大学校长代表组
织肿瘤临床研究中心。
第三位是Henryk Skarżyński教授（博士学
位）。 外耳科医生，耳鼻喉科医生，听力
学家和音乐家，耳鼻咽喉科国家顾问，华
沙附近Kajetany世界听力中心主任，音乐
学院听力和音乐学系主任。 华沙的肖邦，
波兰科学院临床科学委员会主席（KP）
查看波兰最有影响力的百人名单
h t t p : / / l i s t a s t u . p u l s m e d y c y n y .
p l /4686591,78304, l i s ta- s tu-2017-
medycyna 

未来的起重机
2018-02-20
Szczecin的西波美拉尼亚大学机械工程学
院和机电一体化学院的约40名学术人员和
学生正在研究一项创新的起重机项目。
未来的起重机“是由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的资助而实施的一个项目。 其执行单位
是：西波美拉尼亚大学什切青作为项目负
责人，技术科沙林大学和波兹南大学。 每
个单位都有其工作范围。
科萨林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通过口语
演讲开展语音控制系统项目。 正如他们解
释的那样，重点是严格规定的命令不需要
控制起重机。 起重机可以用波兰语和英语
进行控制。 操作人员不必学习特殊语言，
只需“与起重机交谈”即可。
在项目作者的假设下，这种类型的起重机
将可以用于其他项目 在harvesterach（收
割机）。

奥波莱电气日
2018-02-21
第二十八届奥波莱电气日的组织者 - 致电
爱好者，电气技术理论家和实践者的活
动，邀请您于3月6日前往奥波莱理工大学
第二校区。 将有讲座和电气工程，自动化
和计算机科学系的开放日。
在活动期间，除了提供教育优惠之外， 一
系列关于电气工程和电工技术的讲座。
来 自 奥 波 莱 理 工 大 学 的 工 程 师 S t e f a n 
Wolny博士将谈论氢气产生的电力。 工
程师Andrzej Przytulski将会在十九世纪和
二十世纪之交，以及熟悉电力通讯手段。 
Ryszard Beniak工程师将进行一次题为“
三相交流系统作为我们世界动力”的讲
座。
奥波莱电力日将于3月6日开始 上午9时
30分在奥波莱科技大学校舍内（9A栋） 
Prószkowska76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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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将支持波
兰铁路实施创新项目
2018-02-23
城际波兰国家铁路（PKP城际）已经签署
了意向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一封信。 
这两个机构将合作实施针对波兰铁路乘客
的创新项目。
假定在联合实施“Luxtorpeda 2.0”计划
时签署的意向书 创新铁路倡议的实施。
正如Sebastian Skuza博士所强调的那
样，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已经“在这
一领域开展创新合作的努力，本身就是一
种创新”。同时，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主
任Marek Chorowski教授也表示，与波兰
国家铁路公司一起，目前正在分析技术状
况，确定具体的技术挑战和创新市场。 据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称，“通过创建
市场和设定具体的技术和经济要求，我们
保证将创造出有价值的最终产品”。
2016年2月，总理Mateusz Morawiecki宣
布铁路行业将成为波兰“智能专业化”之
一。 - 政府希望摆脱支持大都市持续发展
的国家发展理念。 发展不能只在大城市。 
莫拉维基茨总理当时表示，我们需要为贫
民镇和小城镇创造更多的视角。

在波兰罗兹技术大学发明了防
止水渗透的沙粒
2018-02-23
罗兹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建筑和环境工程
学院开发了一种用特殊涂层来防止水渗透
的沙粒涂覆技术。
疏水砂，是由于防止水渗入其结构的过程
而产生的，不会与水混合。来自罗兹工业
大学的Patrycja Baryła博士解释道：”
沙粒和水粒之间的排斥力非常大，以至于
水环境中的粒子形成了所谓的封闭团体 水
笼“。
疏水砂的主要应用是创建数十厘米厚的防
水层。 该解决方案可用于保护期望地下水
位周期性增长的地区的建筑物地下部分。 
在这种应用中，疏水砂起到了双重作用 - 
它防止水分，同时从结构上传递载荷。 它
也可以用来密封水库，在那里建设和防洪
堤坝，也可以用作密封的垃圾填埋层。

新的波兰无人机测试天然气和
石油勘探
2018-02-27
无 人 机 不 久 将 开 始 进 行 用 于 勘 探 天
然 气 和 原 油 的 先 进 无 人 机 的 测 试 。 
它由PolskieGórnictwoNaftowe i 
Gazownictwo委托的弗罗茨瓦夫BZB无人
机启动建造。 它将取代旧型号的仪器，该
仪器已被最大的波兰公司地质和开采部门
用于三年寻找天然气和石油资源。 这些公
司在MIT企业论坛加速计划中建立了合作关
系。
无人驾驶飞机将执行的地形的航空照片
将转化为三维地图 - BZB UAS的Kacper 
Budnik说 - 这将促进勘探规划，降低地震
勘测成本和钻探位置。
配备有光电头的设备是自主的，轻巧小巧
的。 这些部件采用3D打印技术制造; 结构
用复合材料加强（kp）
更多
https://mamstartup.pl/spolka/12879/
pgnig-nawiaza lo-wspolprace-z -
wroclaws...   

数据科学 - 波兰 - 日本信息技
术研究院的新方向
2018-03-01
位于华沙的波兰 - 日本信息技术学院计算
机科学系自2018年3月开始在波兰语第二
轮全日制研究中开展数据科学专业。 “
数据科学”一词不仅仅是“数据分析”
。 它是IT和IT与统计和数学以及人文和分
析技能的创新和跨学科组合。 毕业生将
能够在企业以及政府和欧盟机构中找到工
作。 根据“哈佛商业评论”的分析，“数
据科学家”这个专业很可能是21世纪最具
吸引力和最受追捧的专业之一。 更多信
息 http://www.pja.edu.pl/informatyka/
magisterskie/studia-stacjonarne/
specjalizacje/data-science 参阅哈佛
商业评论文章 https://hbr.org/2012/10/
data-scientist-the-sexiest-job-of-the-
21st-century

参与Cyber Exchange计划中
的波兰网络安全专家
2018-03-01
从2018年10月开始，网络安全科学和学术
计算机网络（NASK）的专家将参加为期两
年的欧洲实习计划。 除了CERT（计算机应
急响应小组）的波兰团队之外，来自奥地
利，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希腊，立陶
宛，卢森堡，马耳他，罗马尼亚和斯洛伐
克的专家将参加CyberExchange计划。 
除了专家团队的交流之外，该项目还包括
技术合作，其中包括与分析网络中的威胁
有关的IT工具和技术能力的交流。 加强欧
盟各国网络安全团队之间的合作是构建社
区网络安全系统的主要目标之一。 Cyber 
Exchange计划将由欧盟资金提供资金，
作为欧盟委员会连通欧洲基金计划的一部
分。

第十一届Głogów科学与艺术日
2018-03-05
2018年3月8日至9日，格沃古夫州立高等
职业学校组织第十一届Głogów科学与艺
术日。 技术科学爱好者将进行化学和物理
实验，观察3D固体的形成并建立自己的
锡军。 人文主义者将有机会见到电影，广
告，哲学和历史。 每个愿意参加护理技
能研讨会的人员都将熟悉护士专业的特殊
性，并以专业的眼光检查他们在急救领域
的知识和技能。 Głogów大学经济学院的
讲师将介绍税收制度，并与参与者一起考
虑比特币是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 活
动将在位于Głogów的州立高等职业学校
举行。 地址：Piotra Skargi街道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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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信息技术与管理学院学生
的另一个奖项
2018-03-05
去年，华沙信息技术与管理学院的三名
学生：Bartek Kmita，Kamil Kryński和
Wojciech Szwed完成了一部6分钟的科幻
电影，作为其毕业论文的一部分。 电影“
范式”于2017年上半年在Film Busters和
Platige Image的支持下完成。 他在伦敦
X4季节性短片电影节上获得了科幻/幻想
最佳电影奖，并在克罗地亚里耶卡举行的
第48届KRAF短片电影节上获得最佳蒙太奇
奖。 他现在在洛杉矶获得了最佳照片的幻
想/科幻反馈电影节。 查看: https://youtu.
be/PkOYODsUEXE

奥地利夏季太空学校
2018-03-05
来自波兰的学生和年轻科学家已在2018
年7月有机会在欧洲空间局的专家和工程
师的监督下设计太空任务。 直到2018年
3月31日，第二年的学生以及年轻的科学
家可以向奥地利西部城市Alpbach的夏
季学校提交申请。 该学校将于2018年7
月17日至25日举行，其参与者将参与建
立一个任务，以提供一个飞行样品到地
球。 在波兰，有关该计划的信息由波兰
科学院地质科学研究所的AnnaŁosiak
博士提供，电子邮件地址如下：anna.
losiak@twarda.pan.pl 更多关于阿尔
卑巴赫夏季学校的信息： https://www.
summerschoolalpbach.at/

第25届工程招聘会
2018-03-07
2018年3月13 - 14日，第25届工程招聘
会将在华沙理工学院举行。 展会组织者 
- BEST华沙协会强调，这是与公司代表会
面，了解潜在雇主和要求的理想机会。 此
外，申请你的梦想实践，实习，甚至工作
的机会。 参展商将在两天的展会期间举办
讲习班，包括MARS Polska关于“生产管
理，工程师担任经理角色的挑战”，施耐
德关于“工业4.0时代的驱动技术和机器
人技术”以及波兰国家铁路城际关于“现

代铁路运输工程”。 更多信息： http://
targipracy.org.pl/

COST CONNECT：关于哥白
尼科学中心的量子
2018-03-07
2018年3月8日，COST CONNECT项目
将在哥白尼科学中心举行。 这次会议题
为“量子：下一个跳跃将会在哪里？”
将由教授参加。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国务
秘书Aleksander Bobko博士， Ronald 
de Bruin，COST协会主任。 该活动将致
力于量子技术。 COST CONNECT名下的
活动周期由COST（欧洲科技合作组织）
或欧洲科学和技术合作计划于2017年6月
发起。 该项目的目标是结合COST代表和
科学家以外的科学家，他们希望共同开发
由COST发起的研究。 欧洲科学技术合作
计划由36个欧洲国家和以色列（作为合作
国）的体制结构共同组织，其中最重要的
任务是组织成员国的多边科技合作。   更
多信息： http://www.cost.eu/events/
cost_connect_quantum

专为残疾人士设计的汽车
2018-03-08
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们设计了一辆可以让
残疾人士搬家的汽车。 自2017年10月以
来，创新车辆的开发工作一直在进行。 学
生目前正处于设计阶段。 机器的构造仍
然在进行。预计车辆将在2018年7月建造
好。 车辆将由操纵杆驱动。 正因为如此，
拥有一只手的残疾人士将能够管理它。 在
操纵杆的帮助下，驾驶员将能够控制转向
和驱动系统以及制动器。 该车将通电，大
约需要8分钟才能为发动机充电，一次充
电能够行驶的距离为30公里。 为了实现
他们的目标，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在互联
网上进行筹款活动。 你可以打开下方的
网站支持他们： https://polakpotrai.pl/
projekt/e-makspower

波兰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将采用
创新的无人驾驶飞机
2018-03-08
为满足波兰最大的天然气公司PGNiG的需
求，无人驾驶飞机公司将为油气勘探和气
体泄漏探测提供精确的地图和计划。 该公
司几年来一直运营InnVento创业孵化器。 
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该公司BZB UAS准
备将无人机给波兰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使
用。波兰天然气公司的燃气分销网络的运
营商对无人机的传感器特别感兴趣 。 根
据规定，天然气管道必须至少每年从空中
检查一次。 目前，直升机用于此目的。 
使用无人机进行控制应该更快，更便宜。 
更多关于BZB Uas无人机的信息： http://
bzbuas.com/pl/home/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
TECHMATSTRATEG计划中的
项目竞赛
2018-03-08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主 任 已 宣 布 在 科
学研究与发展工作“现代材料技术” - 
TECHMATSTRATEG的战略计划项下进行
的第二次竞赛。 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发展
知识，将创新的解决方案转移到社会经济
环境中，并提高波兰在科学研究和发展工
作中的国际地位。 本次大赛涵盖建筑材
料技术，光子与纳米电子材料技术，功能
材料与设计性能材料技术，生物可降解工
程材料无废料技术与技术，能量储存与传
输材料技术等五大战略问题领域的主题。 
分配给参加竞赛的共同融资项目的预算为
2亿兹罗提，申请可在2018年4月9日至6
月8日提交。   更多信息： http://www.
ncbr.gov.pl/programy-strategiczne/
n o w o c z e s n e - t e c h n o l o g i e -
m a t e r i a l o w e - - - t e c h m a t s t r a t e g /
techmatstrateg-ii-konkurs/aktualnosci/
art,6013,techmatstrateg-ii-konku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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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ium Civitas关于政治恐
怖主义的研讨会
2018-03-09
2018年3月23日，华沙恐怖主义研究中心
Collegium Civitas将组织一次科学研讨
会“从恐怖分子到政治家”。 研讨会是
Collegium Civitas开展的跨学科项目“
看恐怖主义”的一部分。 其目的是介绍
恐怖主义的历史，并从各种科学的角度
展示其复杂性：经济学，政治学，安全
科学，媒体研究，文学研究，社会学和
心理学。 在研讨会期间，波兰议会成员
Joanna Kluzik-Rostkowska，南美洲政
治学家兼专家Piotr Łaciński博士，安全问
题专家和Krzysztof Karolczak博士的“恐
怖主义百科全书”的作者参与了讨论小组
的计划。 本次活动将于2018年3月23日在
Dom Spotkań z Historią（华沙）举行，
地址： Karowa街道 20号，入场免费。 参
会者需提前将个人信息发送至以下邮件地
址：cbnt@civitas.edu.pl

来自AGH科技大学的科学家在
仿真工艺杯（PSC）比赛的领
奖台上
2018-03-09
来自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能源与燃料学
院博士研究生Ewelina Brodawka，赢得
了仿真工艺（PSC2017）的国际竞赛。 第
三名获奖者是Kamil Krzemień（硕士工程
师学位），他在Ewelina Brodawka在同
一学院学习化学技术。 竞赛日期为2017年
3月至2018年2月，来自世界各地70所顶级
技术大学的150多名学生和博士生参加了比
赛。 在全年的斗争中，参与者必须展示他
们在化学和工艺工程以及化学模拟领域的
技能以及有关工业过程自动化和控制的知
识。

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已做好准
备飞向太空
2018-03-09
由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建造的PW-Sat2太
空卫星已准备好进行最后的测试，然后再

转移到太空飞行。 关于PW-Sat2项目的概
念性工作始于2013年，几个月之后，第一
批脱轨原型机开始运行并创建了几个基本
子系统的设计。 该卫星由华沙理工大学电
力和航空工程系的学生宇航员圈创建。 近
几个月来，他在华沙理工大学的CEZAMAT
实验室和波兰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接受了
电子元件测试和整体测试。 卫星的主要
任务是测试脱轨航行。 2018年5月，它将
被交付给在Falcon 9火箭上提供空间的公
司，火箭的发射计划将在2018年下半年完
成。

航空研究所完成了欧洲混合火
箭发动机建造项目的工作
2018-03-09
航天技术研究所航空研究所完成了由欧盟
委员会根据地平线2020计划共同出资的欧
洲项目“轨道交通向LEO，MEO和GEO
的混合火箭发动机”（HYPROGEO）下
的任务。 该项目的目标是开发基于混合火
箭发动机的卫星推进模块，该发动机使用
98％的过氧化氢作为氧化剂。 该项目的
最终结果是混合火箭发动机的演示。 该
项目的财团由空客D＆S负责协调，由来自
7个欧洲国家（比利时，法国，德国，意
大利，挪威，波兰和英国）的12个合作伙
伴组成。 该项目于2015年2月开始，历时
36个月。 更多关于HYPROGEO项目的信
息： https://www.hyprogeo.eu/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将支持造
船业的研究和发展
2018-03-09
在格丁尼亚波罗的海新技术港的建设中，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了第一场比赛，
作为INNOship部门计划试点项目的一部
分。 该计划旨在支持造船行业的研究和开
发。 我们在波兰拥有优秀的造船传统和受
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 如果我们加大研发
支出的增长，我们将实现我们的目标：造
船业可以再次成为波兰经济的展示 - 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副总
理说。 造船业的重建是政府活动的重点之
一。 INNOship计划的第一阶段将持续两
年。 计划进行两场比赛，总预算约为2.4亿

兹罗提。 第一场比赛的申请将于4月30日
开始，并将持续到2018年6月29日。

西门子奖大赛
2018-03-12
截至2018年3月31日，您可以向西门子第
二十三届（2017年度）大赛提交参赛作
品。 比赛由华沙理工学院和西门子公司组
织， 它促进了波兰学术和非学术机构的
员工在科技和科研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 
西门子奖可以由西门子公司领域的作者提
交，涵盖的领域包括：电气工程和能源，
特别是在电力的发电，输电和使用领域; 电
子和信息技术以及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 铁
路运输以及交通管理和控制。 作品可以在
以下地址提交： 华沙理工大学校长办公
室 街道： Politechniki 1，房间 106，邮
编：00-661华沙 并且标注“西门子竞争大
奖”

电子创新的国际竞争
2018-03-13
提案征集工作目前正在作为ECSEL联合承
诺的一部分举办的国际竞赛中举行。 该
竞赛旨在为广泛了解的电子领域的创新项
目的作者。 ECSEL联合承诺是电子元器
件和系统领域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该
机构管理一个研究和创新计划，在欧盟
建立和发展一个强大的，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电子元件和系统行业。 已拨出150
万兹罗提共同资助波兰实体参与作为国
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竞赛一部分选定项目
的参与。 更多信息： http://www.ncbr.
gov.pl/programy-miedzynarodowe/
wspolpraca-wie lost ronna-/ inne-
inicjatywy-wielostronne/ecsel- ju/
a k t u a l n o s c i / a r t , 6 0 1 8 , w s p o l n e -
przeds iewziecie-ecsel -otwarcie-
naboru-wnioskow-w-konkursie-2018.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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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学新兴人才中的一员
2018-03-13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的Agnieszka Gajewicz
博士，欧莱雅波兰计划“女性与科学”奖
学金获得者，被授予国际瑞星人才奖。 女
性与科学竞赛由来自不同国家的15名女性
组成，这些女性得益于他们的研究，并将
有机会改变世界。 Gajewicz博士是比赛
历史上第三位获此殊荣的波兰女子。 她对
各种物质的化学风险评估研究表示赞赏。 
格但斯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处理科学中化学
信息学方法的发展。 化学信息学是计算机
科学，数学，化学和理论物理以及化学计
量学边界相对较新的一门科学领域。 国
际瑞星人才，是由欧莱雅基金会和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世界科学的新兴人才的
竞争。 正式的颁奖仪式将于3月21日在巴
黎举行的最后一场盛宴上进行。 更多信
息： https://en.unesco.org/women-in-
science-rising-irt-2018

来自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研
究和开发超过50亿兹罗提
2018-03-14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今年将拨款50亿PLN
用于研究和发展 -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
长Piotr Dardziński说。 作为中心旗舰计划
快速通道的一部分，将组织五场比赛。 他
们的预算达到了近30亿波兰兹罗提。 该
计划是横向的，没有行业限制，很多项
目可以申请共同融资。 “快速通道” 是
对所有勇于承担创新项目的企业家的支
持。 那些将改变现实的国家 - 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副主任Aleksander Nawrat教授
说。 Dardziński副部长宣布了来自 “社会
创新”的竞赛。 作为该节目的前一版本的
一部分，创建了一个应用程序，这是因为
盲人或视障人士可以在电影院欣赏替代音
轨，例如音频说明或演讲版本。

在克拉科夫的AGH科技大学举
办的世界皮肤日
2018-03-15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在2018年3月16日
邀请您参加周五科学之夜，这是在世界皮

日之际组织的。 该活动针对11-15岁的儿
童和青少年。 就职演讲结束后，参与者分
成小组，参加讲习班，示范，实验和逻辑
游戏。 这次活动是在克拉科夫学院教授
Tadeusz Słomka的赞助下进行的。 所有
景点都由学院的员工和学生准备：应用数
学，材料科学和陶瓷，动力工程和燃料，
物理和应用计算机科学。 促进数学和科学
的活动与3月14日庆祝的国际琵琶日（3,14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日期不是偶然
的 - 在3月14日的美国记录（第一个月，然
后一天）中，我们保存为3.14，这对应于
Pi值。   精确科学的星期五晚上将在克拉
科夫AGH科技大学物理和应用计算机科学
系举行。 地址：Reymonta 19，开始时
间：17.00 D-10号楼。

罗兹工业大学的人工商业技术
2018-03-15
罗兹工业大学管理与生产工程学院于2018
年3月15日举办了一系列“人 - 商 - 技术”
会议，专门讨论与社会，经济和技术及其
关系的总体愿景有关的问题。 计划举行以
下会议： 3月15日 - Maciej  Soin教授（
博士学位），企业社会责任。“ 伦理或
修辞？” 4月19日 – SzymonWierzbiński
博 士 ， “ 个 人 英 雄 主 义 或 集 体 责
任？” 拜占庭军队的组织。 5月17日 - 
JoannaSośnicka博士，道德与科技 - 当
代困境。 6月14日 -  Inga Kuźma Cein博
士，创新的社会层面。 研讨会将在 18.00 
地址：ul， Wólczańska215（三个学院的
建筑）422室 罗兹。

罗兹工业大学和Włocławek
的州立高等职业学校将进行合
作
2018-03-16
Włocławek国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与罗
兹技术大学技术物理，信息学和应用数学
学院的现有联系促成了大学当局开展合
作。 大学的校长 – Sławomir Wiak教授和
Małgorzata Łagiędź-Gałuszka博士 - 他
们签署了一份合同，其主要目标是支持
Włocławek大学实施实践教育计划。 罗
兹工业大学因此将成为PWSZ学生继续教

育的一个更加着名的地方和更具吸引力的
目的地。 两所大学都宣布在教育领域的合
作，在科学和研究领域以及与社会和经济
环境的接触。

第14届Dąbrowa Górnicza商
学院的科学节
2018-03-19
Dąbrowa Górnicza的商学院是第14届
科学节的组织者，该科学节的目的是展示
科学研究，熟悉最新的成就和发现，并以
有吸引力的形式展示它们。 来自克拉科夫
经济大学的Jerzy Hausner教授发表了题
为“从机会主义到关系市场博弈 - 向价值
经济学转变”的首次演讲。 演讲嘉宾包
括：Roman Polko少将，他介绍了塑造现
代特种部队的过程; 记者Kamil Durczok，
讲述了如何在数字化时代产生信息 ；以及
Andrzej Nowicki教父，克拉科夫神学教会
学院毕业生，他在讲座期间试图回答如何
在当今世界成为快乐人的问题。

波兰科学家正在研究智能路标
系统
2018-03-19
克拉科夫和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矿冶研究院
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一种智能路标系统，
以适应交通和天气。 该系统旨在帮助驾驶
员更好地适应他们的速度，以适应路面状
况。主要目的是改善道路安全 ， 防止最
常见的碰撞。 该系统将被称为INZNAK ，
科技大学AGH 声明称这种类型的在波兰的
第一个解决方案，并在世界上少数几个之
一。 该项目得到了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和
国家道路与高速公路总局的赞赏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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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卫星参加在欧洲航
天局的竞赛
2018-03-20
弗罗茨瓦夫的学生已经建立了一个微型卫
星，很快将参加由欧洲空间局欧空局组织
的CanSat竞赛。 年轻的施工人员在最后
的比赛前请弗罗茨瓦夫大学的科学家提供
专业意见。 比赛的卫星很小，大小像一罐
饮料（因此是比赛的名字）。 今年的比赛
版本是一个模拟采样器，检查外星球的气
氛。 它的任务是测量并发送给接收站的温
度和气压读数。 太空旅客必须经历高速降
落。 自去年10月以来，弗罗茨瓦夫第14号
校舍的六名学生一直在研制原型。 在国家
舞台的最后阶段，施工人员参观了弗罗茨
瓦夫大学。 在正式会议期间，他们听取了
科学家的建议，他们热情地接受了此项目
和后续项目的合作建议（“十四”的学生
已经计划参加下一期CanSat）。

蜻蜓和红色轰炸机将飞往美国
2018-03-20
蜻蜓和红色轰炸机 -是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
学术航空俱乐部建造的无人驾驶飞机 。将
于4月在加州SAE Aero Design West 2018
竞赛中起飞。 本次比赛由来自世界各地的
75支团队组成。 第二架飞机 - “蜻蜓” - 
将参加高级组竞赛。 它的重量为8公斤，
在比赛中将不得不承担15公斤的负载，然
后将其放到指定的目标。 在施工期间，学
生使用等等 从激光切割和3D打印。

混合动力自行车用3D打印机赢
家“镜头聚焦”
2018-03-20
由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学生构建的混杂动
力自行车赢得了公民投票“Focus 2017 
Lenses”。 在3D打印机上“印刷”的年轻
工程师的发明赢得了技术革新。 创新的自
行车有一个脚踏驱动器，如果有必要，由
电动马达支持。 电池已被放置在两轮车的
框架中。 该原型包含300多个印刷在3D打
印机上的塑料部件。 目标结构应由铝或碳
纤维制成 - 自行车设计师正在寻找合作伙
伴开始生产。 聚焦镜头是旨在选择最佳波

兰创新的公民投票。 比赛的组织者选择了
他们认为最有趣的技术，这些技术是在我
们国家创建的。

确定土地滑坡活动的新方法
2018-03-21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通过
检查年度树木增量来确定土地滑坡活动的
新方法。 这一发现对土地开发计划产生了
影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的地区，不应建
造住房和道路。 由于山体滑坡，生长在
山体滑坡上的树木树干经常倾斜或弯曲，
这导致在树干的一侧形成更广泛的年度增
长。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
分析这种增量的方法。 这项发明不仅可以
用于考察土地的活动规划发展的目的，还
可以为地方政府创建准确的威胁地图，指
出安全区域以及那些暴露于地面移动的地
区。 这将使未来能够以更合理的方式管理
空间并减少滑坡造成的损害。

波罗的海将有宽带互联网
2018-03-21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电子，电信和信息学院
的研究人员开发了创新的解决方案，确保
在海事领域进行无线宽带通信。 这项任
务是由一个联盟开展的项目的主要目标之
一，该联盟包括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研究
人员。 他们的工作成果将于3月22日星期
四在研讨会期间公布，研讨会将在索波特
（Sopot）波兰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开始。 
研讨会将总结与“netBaltic：波罗的海互
联网 - 在海上实施多系统，自组织宽带ICT
网络以通过开发电子导航服务提高导航安
全性”项目相关的三年工作。 该项目由一
个由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电子学系，电信与
信息技术学院，国家研究所通信研究所，
波兰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DGT LAB股份公
司及波兰NavSim有限责任公司组成。 整
个项目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资助，作为
应用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在西班牙
建造了摩托车原型车比赛
2018-03-22
华沙理工大学汽车和加工机械学院的机
械和机械工程学生正在研究preMoto3级
摩托车的原型。 他们正在为参加Moto 
Student比赛做准备，比赛将于10月在西
班牙举行。 根据计划，摩托车的建设将在
7月底结束，研究团队也将有时间来进行
测试。在比赛期间，摩托车的原型将被分
为两类：静态和动态。 静态包括项目的展
示和他们的商业假设 - 好像摩托车将被引
入批量生产。 动态制动，加速，最高转速
以及转向均经过动态测试。 对研究团队来
说，他们的激情由MotorLand Aragon赛
道全长40公里的比赛激起的，其中注册的
机器比赛像摩托车比赛，该比赛的参与者
有不少是专业人士。 更多信息： http://
www.motostudent.com/

科沙林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现
代木工工具
2018-03-22
来自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科学家们
将与拥有技术流程和生产程序现代化的
KPDD公司一同参加该项目，该公司隶属
于总不在Kalisz Pomorski的Szczecinek 股
份公司。 科沙林研究人员的任务将是开发
和实施加工用于生产的木材和木质复合材
料的工具。 作为战略研究计划和“环境，
农业和林业”发展工作 - BIOSTRATEG的
一部分，将实施“提高锯木厂工艺和材料
效率”项目。 该计划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编制，旨在提高波兰公司的创新能力和
竞争力。 该项目负责人是波兹南的生命
科学大学，除了科萨林科技大学和KPPD-
Szczecinek SA之外，华沙生命科学大学
也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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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nów国立高等职业学校的
新方向--机电一体化
2018-03-22
波兰认证委员会评估了Tarnów 国立高等职
业技术学校在第一轮研究水平上实施“机
电一体化”方向的授权和实际情况。 这将
是Tarnów大学的第20个研究专业。 机电
一体化是科学和技术发展最迅速的领域之
一。 运用机械，建筑和机械，电子，信息
技术，自动化和控制，建模，设计和运行
产品和生产过程等领域的知识。 Tarnów
大学理工学院的新专业为他们带来了广泛
的教育机会的补充；所有学生在这里学习
到：自动化和机器人，电子和电信，电气
工程，计算机科学和材料工程知识。

“能源花”将放置在弗罗茨瓦
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
2018-03-23
弗罗茨瓦夫大学生物能源科学系的学生设
计并制造了一种“能源花”。这是一种通
过将光伏面板和风力发电机与垂直旋转轴
相结合，用作为手机或平板电脑充电的装
置。 这是一个环保充电站；学生们强调他
们的想法符合“绿色大学”的想法 - 旨在提
高可再生能源潜力的使用程度的项目。 能
源花也可以在城市空间安装可再生能源，
并且所产生的解决方案能够很好地融入环
境，同时实现有用的效用函数。 弗罗茨瓦
夫的学生的另一个想法是能源板凳，由光
伏面板制成。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47587/
energetyczny_kwiatek_na_upwr.html

弗罗茨瓦夫理工学院参加信息
社会世界峰会
2018-03-23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和科学家在瑞
士参加了2018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
论坛）。 在日内瓦，他们展示了他们的六
个项目 - 包括一个无人驾驶和自主的血液
运输空气系统。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还推
出了一款由移动应用程序控制的3D扫描
仪，可以快速轻松地复制三维元素（3D影
印）和火星漫游者天蝎座和机器人棋盘 - 

用于玩下棋游戏的设备，包括现场对手和
人工智能。 弗罗茨瓦夫的另一个项目可以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论
坛2018年联合举办的项目中看到，它是一
个具有机械手的机器人，能够探测在人们
难以接近的条件下工作的障碍，只要下载
一个APP,就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里通过便
携式充电插口进行充电。

6支波兰团队将参加2018年罗
孚挑战决赛
2018-03-26
此次参赛的成员有：来自华沙大学的华沙
大学流浪队; 来自凯尔采理工大学的脉搏
队; 来自华沙理工大学的KNR团队; 来自罗
兹工业大学的猛龙; 来自热舒夫科技大学
的传奇车队; 来自琴斯托霍瓦技术大学的
PCz Rover团队将会参加罗孚2018挑战
赛。 共有95团队参加了本年度的比赛， 评
审团认可了36个最有趣的解决方案参加决
赛。 大部分来自美国（11支团队）加拿大
和波兰（6支团队）。 此外，来自印度，
孟加拉国，英国，埃及，墨西哥，澳大利
亚和土耳其的团队将参加决赛。 罗浮大学
挑战赛（URC）是一项国际型的学生建造
机器人比赛，挑战团队将设计和建造一个
火星探测器；比赛将在美国犹他州沙漠中
举行。 今年的比赛时间是5月31日至6月2
日。 观看大学罗孚2018挑战赛的电影介
绍以及所有最终原型: https://youtu.be/
RfHNODonL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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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机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科
学会议将在卢布林举行
2018-03-26
家研究院和位于卢布林的居里夫人（Marii 
Curie）大学的哲学社会学院与卢布林省
合作邀请您参加“机器人与人类的未来职
业竞争”会议。 专题讲座“人们需要什么
技能和知识来与机器人进行互动？” 将由
来自卢布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的Marek 
Hetmański教授进行讲解；会议的一部分
包括“我们谁需要工作；人与工作之间的
关系该如何应对”为主题的辩论。 会议主
办方希望通过此次会议能够找到以下问题
的答案：“机器人会剥夺人们的工作吗？ 
如何准备与人工智能合作？ 自动化工业
解决方案的未来建设者的教育将如何看
待？” 会议将于2018年4月9日在卢布林街
省委办公厅举行。 会议地址：Spokojnej 
4。 会议程序： http://ibrkk.pl/index.
php/pl/konferencje/150-9-iv-ludzie-
czy-roboty-nowoczesne-kadry-dla-
przemyslu-4-0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学生作品将
在意大利大学展出
2018-03-26
在意大利卡西诺大学您将看到西里西亚科
技大学学生的作品展览，这些展览是作为
项目“圣彼得大教堂：地方和记忆 ；罗马
纪念馆”的一部分而创作的。 该展览是西
里西亚科技大学建筑学院与卡西诺大学土
木工程与力学系以及圣皮耶特罗因菲内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完全摧毁的城市）
举办的一场比赛的结果。 从1943年起，
这座城市被遗弃并一直处于废墟之中。 这
座城市作为历史上具有建筑和文化价值的
领域已经成为各项研究、保护和设计的主
题。 该次比赛的目的是研究和评估遗产，
制定保护战略，开展建筑和保护项目，使
游客在进入该地区时能够够意识到该地区
在二战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2018 INNOVA展会上波兰获得
又一枚金牌
2018-03-28
在瓦伦西亚举办的创新研究和新技术2018 
INNOVA国际展览会期间，波兰航空研究
所凭借处理卫星图像，数据汇总并创建易
于解释的现象图物理的工具（用于空间技
术中心）而荣获发明金奖。 值得一提的是
在同一场展会上，来自托伦的哥白尼大学
的科学家还为获得支持消防服务的定位系
统赢得了金牌。 INNOVA博览会是世界上
创新和科学研究领域历史最悠久的活动。 
65年来，活动曾在比利时、西班牙、巴
塞罗那举行；今年的活动在在巴伦西亚举
行。 来自世界各地的160多家参展商参加
了此次活动。 在INNOVA博览会的同时，
同时也举办了FORINVEST国际论坛 - 在各
个领域举办的金融，投资，保险和新技术
领域的产品和服务展览。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的“回收生
物垃圾生产肥料装置”获得了
金斯特诺循环经济奖
2018-03-28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环境工程与动力工程学
院联合开发的回收生物垃圾生产肥料的装
置获得了金斯特诺循环经济奖 ；该奖项是
闭路循环经济领导者的主要奖项。 由西里
西亚大学的学生Karolina Ceglarz负责的
回收生物垃圾生产肥料装置是一台自给自
足和易于使用的设备、通过更多的吸引力
来提高多层区块的市政生物垃圾收集的效
率。 该装置将防止于住宅区垃圾容器附
近。 居民会将厨房垃圾放入特制的容器
中；作为回报，您将会收到家庭堆肥、垃
圾处理费折扣、小工具；这一行为将有利
于限制合作企业生产生物垃圾的数量。

中国学生景观设计学参观杰尔
若纽夫市
2018-03-30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的学生中
国景观建筑学生参观了Piława Dolna，准
备分析两个公园的乡村景观和设计概念。 

由于与Dzierżoniów公社签订的合同，波
兰 - 中国园林专业的学生每年都在一个村
庄准备园林绿化的概念；2016年，参观了 
WłókiGnejsów地区的发展；2017年则是
Mościsko池塘附近的地区。 今年，中国
学生对Piława Dolna地区感兴趣。 3月中
旬，他们了解了该村的景观和优势。 参观
后，在欧洲农村地区塑造这一主题的框架
内 - 创建景观分析，以及后来的两个公园
的设计概念，地址分别是Spacerowej 和
Błotnistej街。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自主车
辆在捷克共和国的比赛中表现
最佳
2018-03-30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的自主车辆进
入了恩智浦杯的国际比赛决赛；弗罗茨瓦
夫理工学院的机器在捷克共和国举行的最
后一次淘汰赛中获得前两名 恩智浦杯是国
际系列赛事中以学生团队为主且在指定的
路线自主组装车的比赛。 机器由主办方提
供的零件组成，年轻的建设者必须自己开
发发动机控制模块和车辆控制软件。 车上
安装有摄像头，驾驶时使用该摄像头的数
据。 来自机电一体化和机器人科学圈的团
队准备了两种自主车型。 经过激烈的战
斗，Synergy团队赢得了比赛，他们的车
辆在17.2秒内覆盖了整条路线，Synergia
队以20.8秒的成绩获得了第二名，并且还
有资格参加德国的最后一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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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波兰“女子理工学
院”日
2018-03-30
“女子理工学院”运动是波兰和中东欧
地区年轻女性中推广技术，工程和确切
专业的最大项目。 该项目的想法诞生于
2006年。今年4月19日，波兰技术大学
的女生开放日。 该行动的发起者是波兰
技术大学校长的与基础教育视角合作会
议。 最重要的目标是克服思维上的陈旧
观念，并鼓励高中生接受技术性和准确性
研究。 这场运动的最高点是全国女孩开
放日。 在大学，讲师以及女学生和毕业
生中工作的女性会与学生会面，向他们
介绍他们的职业道路和职业魅力。 他们
邀请女孩参观实验室，为她们组织研讨
会，讲座和示范 更多信息： http://www.
dziewczynynapolitechniki.pl/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学生将往美
国参加SAE AeroDesign竞赛
2018-04-03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参加了无人机科
学学会“高飞行者”的跨学科学会，将
飞往加利福尼亚参加SAE AeroDesign竞
赛。他们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74支团队竞
争。 比赛的内容包括设计和制造一架具有
最高起重能力的无人驾驶飞机，然后完成
比赛飞行。 评估如下：小组在筹备期间编
写的技术文件，比赛期间的技术演示和竞
赛飞行 - 将最大可能的质量和精确排放的
负载运输到指定目的。 高飞行者（High 
Flyers）团队将首次参加SAE AeroDesign
竞赛。 再次之前，理工学院的团队已经成
功地开始了类似的职业。 在2011年，2013
年，2015年，年轻工程师参加了欧洲航空
货运挑战赛。

克拉科夫学生IT
2018-04-03
2018年4月5日至7日在克拉科夫雅盖隆大
学的大礼堂将第14届举办学术IT节。 以下
大学的科学界共同组织的年度活动：AGH
科技大学，雅盖隆大学，经济大学和克拉
科夫技术大学；此次活动由雅盖隆大学校

长Wojciech Nowak教授赞助。 在三天
的时间里，参与者将能够参加许多鼓舞人
心的讲座和研讨会。发言者包括Perl语言
的创建者Larry Wall，Erlang的作者Joe 
Armstrong和流行文本编辑器Vim的创
建者Bram Moolenaar。 https://www.
facebook.com/sikrakow/

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将研究平
流层的紫外线辐射
2018-04-03
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将以前所未有的精度
检查大气中不同层面的紫外线辐射分布；
他们实施的想将作为由欧洲空间局组织的
德瑞学生项目REXUS / BEXUS的一部分。 
LUSTRO项目是关于创建一个传感器和旋转
镜子系统。 完成后的系统将使用平流层气
球升高至大约25-33公里的高度，并将在那
里停留数小时。 在此期间，两艘潜望镜将
收集有关紫外线辐射强度的数据。 计划在
2018年秋季进行带LUSTRO实验的气球飞
行。

弗罗茨瓦夫理工学生在加利福
尼亚州取得的成功
2018-04-11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在SAE Aero 
Design West 2018飞机建造竞赛中赢得了
六枚奖牌：五枚银牌和一枚铜牌 。该竞赛
在洛杉矶附近的Van Nuys机场举行；来自
世界各地的70多个团队参加了比赛。 理工
大学的两架飞机作为代表参加了比赛：微
型战斗机中的“红色轰炸机”和参加高级
战斗机的“蜻蜓”；在微型领域，学生在
技术报告中获得第二名；在技术报告中获
得第三名；在总分类中获得最高负载和第
二名。 在高级领域，他们在货物卸货的准
确性方面获得第二名，在总分类中排名第
二。 SAE航空设计比赛已经举办了30年；
与会者的任务是建造符合严格规定的无人
驾驶飞机。机器的设计旨在尽可能提升重
量，同时尽可能减轻重量。

波音南技术大学在SAE Aero设
计西2018年获得三枚金牌
2018-04-12
波兹南理工大学学术航空俱乐部团队在
洛杉矶汽车工程师协会SAE Aero Design 
West 2018的专业人员竞赛中赢得三枚金
牌。 参与者按照规定的限制和要求制造无
人驾驶飞机。 今年，学生们的任务是设
计和制造一款质量最轻且能够承重最大的
飞机；竞赛规则规定了飞机制造的材料以
及驱动器的类型和功率。 波兹南的学生在
标准级别获胜，其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37
支团队参加比赛：美国、加拿大、印度、
墨西哥、埃及和中国。 SAE航空设计是由
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SAE）与美国汽车
工程师学会合作组织的超过30年的国际学
术竞赛 与SolidWorks，洛克希德马丁或
ANSYS。

格利维采 - 公共交通新技术会
议
2018-04-13
科学界代表、地方政府组织、能源公司以
及公共交通领域的专家将于4月16日星期
一在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讨论现代公共交通
技术的实施情况。 会议由辖区市波兰联盟
组织、西里西亚工业大学和格利维采市政
府组织；将在理工学院新技术中心举行；
地址： Konarskiego 22B。 会议目的是
展示和比较公共交通中使用的各种解决方
案，并讨论实施新技术的条件。 由于立
法的变化，本次会议的主题变得越来越重
要。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年初通过电动汽
车和替代燃料法；这一法规的第一个后果
将在2018年得到地方政府和能源公司的注
意。 申请表格：https://www.silesia.org.
pl/formularze/formularz-zgloszenia-
udzialu-w-konferencji-pn-nowe,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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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行业资助克拉科夫理工大
学的奖学金
2018-04-13
克拉科夫大学报导称：1000 兹罗提每月的
奖学金，付费实习以及铁路行业领先公司
的就业保证将激励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土木
工程学院的铁路专业和建筑专业学生。 在
未来几年，巨额铁路投资将在波兰实施；
铁路公司迫切需要具有高度专业化资质的
工程人员。根据大学教学法和铁路部门专
家共同制定的学习计划进行培训，克拉
科夫技术大学的毕业生将可以获得专业资
格。 七家公司已经提交了与克拉科夫理工
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合作声明：波兰国家
铁路公司 - 波兰铁路、克拉科夫铁路维修
和保养有限责任公司、”Bieżanów”铁路
地面工程有限责任公司、ZUE集团、Track 
Tec上市公司、Budimex 上市公司和
STRABAG有限责任公司。他们为铁路专业
的第二学期和第三学期研究生在读的学生
提供了26个奖学金。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锂离子电
池顶级供应商之间的合作
2018-04-16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Johnson Matthey 
Battery Systems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
该公司是欧洲最大的锂离子电池供应商
之一。 该协议由西里西亚科技大学校长
Arkadius zMęży教授和人力资源经理
Vladyslav Kryvenko共同签署。 技术大
学的学生将能够在公司总部进行实习，并
就与实际技术问题和公司需求有关的主题
撰写毕业论文。 大学和公司还将共同确定
研究和发展的主题，改进教育计划和交流
知识管理领域的经验，特别强调能力的发
展。 还将建立一个战略技术和组织解决方
案专家团队。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和体育大
学的联合倡议建筑项目
2018-04-16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建筑系学生与体育
大学物理治疗师和残疾人发展支持协会合
作创建了一个创新项目，其目标是帮助残

疾人消除建筑，技术和沟通障碍。 联合建
筑倡议的目标是帮助具有各种残疾和认知
功能的人们适应公寓的特殊需求，还可以
利用支持来改善公共建筑 - 中心和社会福
利院的可及性。 为了获得支持，有需要的
人向社会福利中心报告需要进行建筑工程
以促进其日常运作并且拨给这些任务的共
同资金来自国家残疾人康复基金。

西里西亚大学提出了一种在铝
上生产氧化层的新方法
2018-04-17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了一
种生产在铝或这种金属的合金上富含纳米
润滑剂的氧化层的方法； 这个发明适用于
制造机器部件的保护层，从而可以降低其
运行成本。 铝和这种金属的合金是相对较
轻的材料。 它们通常用于汽缸和压缩机
或发动机活塞的设计。 但是，它们具有
低硬度和易变形的特点。 为了改善它们
的性能，科学家正在开发不同的滑动结合
层 - 包括富含纳米润滑剂的氧化层，由此
可以提高材料的硬度和耐腐蚀性。 本发明
的作者是来自西里西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
材料科学学院的Joanna Korzekwa博士和
Władysław Skoneczny博士， 并且此发
明已受专利保护。  

创立什切青汽车中心的意向书
2018-04-17
西波美拉尼亚工业大学与什切青的IT领导
者BrightONE、P3集团汽车制造商解决方
案供应商、什切青市共同合作建立什切青
汽车能力中心。 合作方签署了一份承诺
书，将在使学术报价和劳动力市场更具吸
引力；通过在波兰的什切青大学学生和德
国企业工作人员的参与下推出交流计划。 
BightONE专门为广泛理解的汽车行业提供
软件；从汽车和飞机到高级运动设备。 他
们的产品在驾驶员、救援直升机驾驶员、
甚至是最好的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所方面广
泛使用。 P3集团是汽车信息和娱乐系统，
电动汽车，驾驶员辅助系统和自动驾驶领
域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项目将得
到波兰抗癌联盟的资助
2018-04-17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研究人员的研究项目“
分析法定禁止在运送儿童的乘用车中使用
烟草和烟草制品的可能性”在Onkogrants
竞赛中获得资助。 项目的目的是分析关于
私家车中儿童吸烟烟雾暴露的现有研究，
审查选定国家的立法趋势，并分析在波兰
实施这些规定的合法性和可行性。 测试
结束后，将会创建一份包含立法提案的报
告。 它将在与卫生部协商的基础上编制并
将分发；研究得出的结论将成为科学出版
物的基础。 Onkogrants每年由基金会颁
发的 “波兰抗击联盟”颁发，新基金在
竞争过程中出现，目前尚未由其他机构提
供的项目“参与2015-2024年波兰癌症战
略”项目资助。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已拥有
自己的移动电话网络
2018-04-17
该移动电话网络工作原理与商业网络相
同；它功能齐全，拥有电子通信办公室提
供的授权频率。 波兰第一个移动学生网络
是由诺基亚与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电
信系的学生共同创建的。 4G / LTE网络是
一个科学论证，由位于基站建筑物外部和
内部的服务器，天线以及无线电频带的许
可证组成。 其覆盖范围的安装包括属于电
信部的两栋建筑物及其毗邻区域。 克拉
科夫诺基亚研究与开发中心主任Krzysztof 
Persona强调，研究人员和学生将获得“
尽可能接近实际蜂窝网络的完整解决方
案”。 这是为了对移动无线电技术（例如
移动边缘计算）以及物联网应用的最新解
决方案进行实验和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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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建筑师协会奖将颁发给格
但斯克理工大学的毕业生
2018-04-18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毕业生获得了波兰建筑
师协会奖的评选 Zbyszek Zawistowski - 
2018年度荣誉称号。获奖作品是从19个波
兰大学提交的99个方案中挑选出来的。 获
奖作品“在葡萄牙Cape Espichel边缘，
将圣所和朝圣者的房子扩大并适应宁静的
地方” 是一个扩展和振兴15世纪破旧避难
所的项目。 在作品解释中写道：“作者揭
示了15世纪在葡萄牙的贫瘠地区，困惑的
人平衡神圣纽带的巨大潜力。它提出了一
种谨慎的体系结构，它揭示了所发现的价
值，并同时介绍了维持这里仍然阴郁的生
活所必需的东西”。 Zbyszek Zawistowski
奖项由波兰建筑师协会评选，今年是第54
次届评选奖项。

波兰设计事务所为HondaJet
设计了一款涡轮喷气发动机
2018-04-18
在华沙Okęcie机场将展出最新一代现代化
的商务舱HondaJet HA-420飞机。 通用电
气航空公司与华沙航空学院合资设计的工
程设计中心设计了GE Honda HF120涡轮
喷气发动机。 HondyJet的HF 120发动机
不是工程设计中心运行的唯一项目；波兰
工程师开展了涉及各种行业（包括航空和
能源）的最现代化设备的综合项目。包括
最新的飞机发动机，高效涡轮机和从海底
提取石油和天然气的装置。 这些项目在华
沙的概念进行的并且由许多的波兰工程师
做了工作指导。

华沙的大学生们正在研究电动
赛车
2018-04-18
充满活力团队成立于2017年10月；这是
由华沙理工大学和华沙经济学院的学生
组成的团队。 从那以后，他们一直在为
Formula Student比赛建造电动赛车。 全
电动车的设计是波兰首创的设计之一；重
达230公斤的汽车将由一台电动马达驱动，
发电量为80千瓦。 加速到100公里/小时应

该少于4秒。 Formula Student是1979年
由汽车工程师协会（汽车工程师协会）组
织的大学队国际赛车系列赛；在测试阶段
结束后，由来自世界各地顶尖大学的学生
设计并制造赛车，在世界上最著名的赛道
上进行比赛。 4月18日在华沙经济学院大
礼堂项目的参与者们将能够有机会近距离
接触彼此。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培
训工程师的电子技术”
2018-04-19
2018年4月19日至2018年4月20日将在克
拉科夫AGH科技大学举行主题为“ETEE电
子技术工程师的职业教育”的会议；学术
界从事技术辅助教学，经验和良好做法，
以及寻找灵感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融合 。 会
议旨在利用现代技术对工程师培训，学习
理论和电子学习模式的影响，与在技术型
大学实施电子学习有关的良好做法，使用
移动设备进行教学（移动学习）和电子学
习 为理工科学生提供外语。 在会议期间，
讲座教授包括：Agnieszka Wykowska
和Giorgio Metta（意大利技术学院）
，Anna Turula（克拉科夫教学大学）
以及Katalyst教育基金会的Christopher 
Sweeney和Andrzej Pieńkowski。  

170万兹罗提将用于托伦大学
在量子技术方面的发展
2018-04-19
由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的物理学、天文学
和应用信息学院的科学家们组成小组将获
得170万兹罗提的资金用于“开发新的光量
子技术的低温系统”项目。 由Piotr Wcisła
博士领导的团队中，托伦研究人员将拨款
购买用于控制实验系统（例如超稳定光学
腔或共聚焦显微镜）温度的低温设备。 这
项投资将为在原子分子物理学，简单分子
化学，量子信息，超精密光学计量学以及
超越标准模型寻找新物理学的新领域开启
新的研究计划 。 Piotr Wcisła博士毕业于
雅盖隆大学的数学与自然科学院（原子物
理专业）的院系间个人研究。 他在剑桥的
哈佛 - 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完成实习。

波兹南理工大学毕业生在
TAURON公司举行的竞赛中获胜
2018-04-19
波兹南理工大学毕业生Jacek Kamińsk的
论文“具有储能的太阳能 - 风能发电厂的
最佳配电”在TAURON Dystrybucja论文
竞赛中获胜。 Jacek Kamiński推出了这个
理念，并使软件实现了太阳能 - 风能发电
站混合结构与储能的优化过程。 他还通过
特定的24小时负荷曲线对物体进行了最佳
功率分配。 根据Jacek Kamińsk的观点，
混合动力系统中使用可再生能源与储能相
结合可以解决现代能源最大的问题之一: 传
统能源消耗时电力需求不断增加。 当需求
低于当前生产水平时，混合系统可以累积
剩余能量，并在需求超过此水平时将其返
回。

什切青海事大学成为COST的
成员
2018-04-19
欧洲科学技术合作计划（COST）是由36
个欧洲国家和以色列（作为支持国）联合
举办的一个体制结构；其最重要的任务是
组织成员国的科技合作。 COST已经批准
了“泛欧海洋可再生能源网络，以波能为
重点”的国际项目。什切青海事大学承担
了衔接来自25个国家的100多名参与者的
联网活动作用。 该运动的目的是为欧盟
委员会资助的海上可再生能源（特别是
海洋能源）领域的联合项目和研究方向
奠定基础。 这些活动假设创建工作组，
组织会议和培训，以及传播知识。 更多
信息：https://www.am.szczecin.pl/
aktualnosci/4594-akademia-morska-
w-szczecinie-czlonkiem-akcji-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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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材料制成的游艇获得国际
竞争的冠军
2018-04-20
来自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的Wojciech 
Wesołek博士设计的游艇获得了专业类别
的2018年千年游艇设计奖；获奖项目在意
大利卡拉拉的“混合动力和电动推进”会
议上展出。 该项目涉及使用回收材料建造
游艇保护海洋条件；外壳由回收刀具和船
只制成，柚木地板来自退役的游艇，游艇
的在内部则由拆除房屋和旧家具构成。 根
据提交人的计划，游艇的建造应在旧船拆
除场地附近进行。 Wojciech Wesołek博
士说： “这也是对利用废物回收的一个
好机会，通常被认为是奢侈品的行业中提
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高的收入提供了机
会。 “ 获奖设计可以在作者的网站上找
到：http://wwdesign.eu/html/rat120.
html

波兰2018工程研究排名
2018-04-23
波兰21所大学提供教育最好的院校在2018
年工程研究排名的盛会上获得提名。 六个
区域的12项指标被用于评估研究：声望，
劳动力市场毕业生，学术潜力，科学有效
性和教学潜力。 排名原则，包括标准及其
权重。由Michał Kleiber教授主持的分会
制定。 在建筑类别中，排名最高的是华
沙理工大学建筑系；在自动化和机器人领
域 ，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机械工程与
机器人学院获得提名； 生物医学工程方
面，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电气工程，
自动化，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获得提名；在计算机科学方面华沙理工大
学电子与信息技术学院获得提名。 查看排
名： http://engineering.perspektywy.
pl/2018/ranking

波兹南理工大学的机器人成为
2018年机器人展的获胜者
2018-04-23
波兹南理工大学的三名学生研发的自动化
机器人获得了2018年机器人大赛的奖项，
这是一款可以四肢动态爬行和跳跃机器

人；该机器人能够在未来对水厂和地下通
道进行检查期间替换人员。 这项发明是
针对在监测水厂的状况方面存在问题的公
司所研发的，Jakub Bartoszek，Łukasz 
Antczak和Jakub Matyszczak在原型上
工作了近一年。 Jakub Matyszczak在
大学网站上说： “通过竞争竞争获得的
一万兹罗提我们将很好地使用这个奖励，
并且确保一年以后我们的机器人会变得更
好。” 机器人展在Tarnów第十一届投资
论坛期间进行，并且对创意，想法，技术
进步，商业化的可能性以及项目实施潜力
进行了评估。 关于竞赛更多信息： http://
inwestforum.pl/zwyciezcy-startup-
award-i-robot-show-nagrodzeni/

超过1亿兹罗提将用于电力行
业的创新项目
2018-04-23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公布说：“国家研究
与开发中心将投入1亿多兹罗提用于实施创
新项目；这是PBSE行业计划第二次竞争，
其主要目标是在2023年的基础上增加国家
电力部门的创新。”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说：“作为NCBR
部门计划的一部分实施的项目不仅要为特
定部门带来好处，还要为整个经济和公民
带来好处。 超过1亿兹罗提的资金将传递
给波兰企业家用于发展更好，更有效和生
态的解决方案，这是一项造福波兰后代的
投资。” 得益于国家研究与开发中心的
支持，19家公司的项目得以实施；其中包
括： “使用低维结构来拓宽吸收光谱并
提高IBC或IBC中硅电池的效率”、由ML 
System S.A.提交的BIFACIAL“、“开发和
实施过程中的废物流化床锅炉的使用CO2
的水泥生产替代”、由陶朗集团提出“开
发创新的生物质处理技术以改善燃料参
数”以及由OZE 11提出的“增加使用生物
质的可能性“，

2018欧洲漫游者挑战
2018-04-23
来自20个国家的65支团队对将参加2018
年欧洲漫游者挑战赛的国际比赛；比赛
计划于9月14日至16日在斯塔拉乔维采

自然与科技博物馆举行。欧洲航天局和
科学与高等教育部赞助了比赛。 世界上
最好的技术大学的学生将参加比赛；波
兰的团队包括来自比亚韦斯托克、比得
哥什、谢姆、凯尔采、琴斯托霍瓦、格
利维采、克拉科夫、罗兹、奥波莱、热
舒夫、什切青、托伦、华沙和弗罗茨瓦
夫的大学。 来自德国，英国，印度，意
大利，加拿大，美国，挪威，墨西哥和
孟加拉的团队也将参赛。 比赛的组织者
是欧洲空间基金会， Starachowice特
别经济区的“Starachowice”上市公
司、Starachowicki地区、自然科技博物
馆和波兰火星学会的协办单位。 比赛的
组织者说，欧洲漫游者挑战赛是世界上最
大的国际机器人和太空竞赛之一，不仅聚
集了行星机器人和漫游车制造商领域的专
家，也聚集了科学，商业和新技术领域的
代表。

SOLARIS - 波兰同步加速器应
用的第一个提案征集者
2018-04-25
您可以提交SOLARIS国家同步辐射中心研
究站的申请直到5月20日，拉科夫AGH科
技大学材料与纳米技术学术中心邀请您参
加将于4月26日举行的研讨会。 研讨会将
专门介绍测量方法，测量时间的申请程序
也将被呈现。 在研讨会期间，来自材料和
纳米技术学术中心的Joanna Stępień博
士将发表题为“SOLARIS - 波兰同步加速
器首次征集建议书”的演讲。 感兴趣的人
员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申请：PEEM（光电
子显微镜），XAS（X射线吸收光谱仪）和
UARPES（超角分辨光电子能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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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理工大学参加波哥大
Estudiante世博会
2018-04-26
波兹南理工大学在波哥大举办的拉丁美洲
世博会Estudiante上提出了针对拉丁美提
供的教育机会，哥伦比亚的教育使命由国
家学术交流局组织。 对教育活动感谢兴趣
这可以在理工学院的学习报告中了解管理
机构提供的奖学金计划相关信息；展会期
间举办的“波兰是我最好的选择”展览非
常受欢迎。 在访问哥伦比亚期间，波兹南
理工大学国际教育系的Emilia Wojtczak访
问了已经与波兰建立联系的Universitaria 
del Área Andina基金会，并且很快就达
成了学术交流协议。 目前在波兹南理工大
学的研究生阶段有来自哥伦比亚的三名学
生；其中有一名是Ignacy Łukasiewicz奖
学金的持有人 。

奥尔什丁景观建筑学生获得的
成功
2018-05-08
奥尔什丁大学的电子报通知：“奥尔什丁
的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的学生在风景园林
领域赢得了最佳毕业论文和硕士学位的竞
赛。” Ewelina Pochodyła的作品 “沿
着Morąskie Rozlewiska海岸线的一段风
景线开辟了空间发展的概念” 获得了由
波兰景观设计师协会组织的工程类作品竞
赛的奖项，Katarzyna Wójcik的作品：“
风力发电站和风景；分析’Mikoła jk i 
Pomorskie’风电场对景观的影响’获得
了硕士类的奖项。 这两篇论文的推荐人都
是Mariusz Antolak博士，瓦尔米亚马祖里
大学环境与农业发展学院景观建筑系助理
教授。

扎布热新实验室中心正式开始
运行
2018-05-08
西里西亚大学报道：“扎布热的实践和继
续教育中心将有一个配备混合动力汽车的
新车间；新实验中心运行仪式将在“新职
业教育质量”会议期间举行。 在仪式期
间，副校长兼理工学院社会经济环境合作

系教授 Janusz Kotowicz做了关于创新技
术的讲座；在讲座之后的小组讨论中，谈
到了需要新中心需要持续培养人才的必要
性。 在新实验中心，有美国HAAS公司提
供的数控机床工作站、芬兰FORTUM公司
提供的可再生能源以及ROCA卫生设备的
组装；并且配备新型全功能丰田混合动力
汽车的汽车车间也新实验中心。

在凯尔采新学年起将有数据工
程学科
2018-05-09
在新学年里，凯尔采的Jan Kochanowski
大学将提供专家分析大数据集和相关的人
工智能学科；数据工程是一门新兴的专
业，在全球被认为是21世纪的主导职业。 
这个方向目前是波兰最受欢迎的方向之
一；根据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提供的数据，
在工程和数据分析领域的最后招生中，共
有超过54名候选人。相比之下，该专业
比工程管理多19.4个候选人、比化学和法
医毒理学多18.9个候选人、比医学方向多
16.7个候选人。 Jan Kochanowski大学的
学习时间为7个学期； 学生可以在人工智
能方法和数据分析方面选择。 毕业后将获
得工程师的头衔，专业也可用英语学习。

AGH科技大学的学生在塔吉克
斯坦建造了一个太阳能灯
2018-05-09
克 拉 科 夫 大 学 发 言 人 A n n a Ż m u d a -
Muszyńska说：“来自克拉科夫AGH科技
大学的学生在塔吉克斯坦项目框架内接受
了杜尚别塔吉克技术大学塔吉克同行的可
再生能源教育；他们介绍了他们的光伏秘
密，然后在访问杜尚别期间，共同建造了
一盏太阳能灯。” 太阳能灯与附属的测量
系统将成为塔吉克学生光电技术运行的一
个实例，也是实验室课程中的一种创新工
具。 塔吉克斯坦项目由AGH科技大学能
源与燃料学院的四名学生参与：Joanna 
Maraszek、AnnaŚcierska、Joanna 
Dubielewska和Hubert Stinia，他们决
定与塔吉克斯坦的同行分享他们对可再生
能源的知识，从而帮助缓解中亚地区能源
的短缺情况。 塔吉克斯坦超过百分之七

十的居民都会遇到断电的情况。 更多信
息： http://projecttajikistan.pl/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的学生
在美国机器人比赛中取得成功
2018-05-09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生
团队参加了北美最大的机器人比赛 - 普莱
森顿的Robogames 2018并且赢得了两枚
金牌和一枚铜牌。 据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
学报道，Hellire2机器人在MiniSumo类别
中获得了金牌；在MegaSumo类别中，
共有24个机器人参赛，比亚韦斯托克理工
大学的SumoMasters团队的两个机器人出
现在了领奖台上。获奖的是ACE；第三名
是Masakrator、第四名Speedster。 波兰
队在加利福尼亚州普莱森顿的比赛中大放
异彩。 作为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项目的一部
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为团队提供了发展
条件以及 “做到极致的最好！2.0“的财政
支持。

波兰“可折叠高楼”成为著名
建筑设计竞赛赢家
2018-05-10
来 自 弗 罗 茨 瓦 夫 理 工 大 学 的 P i o t r 
P a ń c z y k 、 罗 兹 工 业 大 学 的 D a m i a n 
Granosik和克拉科夫科技大学的Jakub 
Kulisa为自然灾害的受害者设计了一座折
叠式塔并且赢得了国际建筑竞赛eVolo的
奖项。 Skyshelter.zip 是一种基于EFTE铝箔
（乙烯四氟乙烯）的纳米材料制成的便携
式摩天大楼，将成为各种救援行动的多功
能中心。 整个结构的最大长度为100米，
底部长10米×10米，其结构类似于手风琴
或中国折纸。 通过泵入室内的气体量，您
可以控制将要铺开的楼层数量。 关于项目
更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 k t u a l n o s c i / p r o j e k t - s t u d e n t a -
wydzialu-architektury-nagrodzony-w-
usa-108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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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创
造了新的能量储存技术
2018-05-11
来 自 格 但 斯 克 理 工 大 学 化 学 系 仪 器 和
化学工程系的Monika Wilamowska-
Zawłocka博士正在开发创新型储能技
术，她的项目赢得了波兰科学基金会的竞
赛。 Monika Wilamowska-Zawłocka博
士解释道：“两种主要类型的储能装置是
电池和超级电容器；第一次会工作很长一
段时间，缓慢释放能量。 另一个可以接受
和放弃更大的负荷，但在很短的时间内。 
在我的项目中，我尝试将不同类型的材料
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能够储存比超级电
容器更多能量的器件，同时保持其高功
率。” 格但斯克科学家的技术对储存来自
可再生能源的能源特别有用；当有风时或
者有太阳时使用这项储存技术会在很短的
时间内储存大量的能量。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独一无二的
参数展馆
2018-05-14
由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建筑系“Imago“科
学角的学生们设计和制作的参数展馆是世
界上独一无二的项目， 该项目将于5月16
日至19日在克拉科夫举行的科学与艺术节
期间展出。 参数展馆由132个连接在3D拼
图样图案上的元素组成；用于生建造展馆
的建筑材料是泡沫停车聚苯乙烯。 展馆长
12米、宽7米；最高处有3米。 它是世界上
这种类型最大的建筑之一，也是唯一一个
决定每个元素独特性的建筑之一。

香港研究人员在西里西亚大学
的讲座
2018-05-15
5月16日至18日，来自香港浸会大学人文
学系和创意写作的 Dorothy Tse Hiu-hung
博士和Christophe Tong Yui博士将访问
西里西亚大学波兰文学研究所。 Dorothy 
Tse Hiu-hung博士和Christophe Tong Yui
博士结合教学工作和创意写作研讨会，来
研究香港最新的文学作品。 他们从事翻译
和艺术活动，是中国非常著名且屡获殊荣

的作家、故事家、小说家和诗歌集作者。 
来自中国的贵客将讲授香港文学和文化；
他们还将介绍有关这座城市的电影以及香
港回归中国后的具体历史和文化情况。讲
师们将会从Time Zero的文学艺术角度来看
待香港问题，即香港正式回归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时刻。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物理学家
加入欧洲联盟COST
2018-05-17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通知到：“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物
理学院磁体物理系将实施欧洲科学技术
合作项目（COST）。” 联盟中的荷兰
Radboud大学将负责  “非耗散信息技术
的超快光磁电子学”项目 、波兰科学家进
行的工作将由Andrzej Stupakiewicz教授
负责，比亚韦斯托克大坚信“这个项目将
使国际科学技术环境更好地融入与信息技
术有关的最具创新性的科学领域之一。”   
更多信息： http://www.cost.eu/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在
2018 RoboGames竞赛获得
了金牌
2018-05-17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KoNaR科学角的学生
在美国2018 RoboGames机器人奥林匹克
竞赛中赢得了一枚金牌和四枚银牌；参加
此次竞赛的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828台机
器人。 弗罗茨瓦夫的学生在机器人棋盘项
目的最佳展示类别中获得金牌，其中对手
的角色是由建立在理工学院的社交机器人
EMYS发挥的，并由FLASH Robotics开发
为商业产品。 由Rafał Cymiński设计和建
造的“Sky Wave”和“Navy”机器人赢
得了三枚银牌；第在Nano Sumo类别中。
由MichałP iotrowicz和MichałBurdka
构建的机器人“Stasio”获得了第四枚
银牌。 RoboGames是全球最大的机器
人赛事，每年在硅谷举行。 自2003年以
来，KoNaR科学角一直在弗罗茨瓦夫技
术大学电子学系的控制论和机器人学系工
作。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将研
究古埃及农民的财政状况
2018-05-18
来 自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古 典 语 言 学
系的Marcin Kotyl博士获得了
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DAAD）的奖学金；
该奖学金是与海德堡大学的ZentrumfürA
ltertumswissenschaften合作的“罗马埃
及农民的欠款”项目。 DAAD是全球最大
的支持学生和科学家国际交流的组织。 该
项目涉及与罗马埃及皇室财产租赁有关的
拖欠税款。 研究人员将调查未发表的纸质
文件，并学习如何计算和收取拖欠税款，
债务的原因以及官方文件中使用的术语。 
Marcin Kotyl博士处理希腊纪录片和文学
papirology - 首先是未公布的税务文件和
文学文本，主要是伊利亚特纸莎草纸。

来自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
集成电路将遍布全球
2018-05-18
AGH科技大学是波兰大学集成电路设计领
域的绝对领导者；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
参与其高能物理，X射线成像和神经生物
学的创作。 这为与日本理学公司合作开辟
了道路。 因此，在克拉科夫设计的集成电
路将被用于世界各地。 集成电路的设计在
三个学院进行：：电子技术，自动装置，
计算机科学与生物医学工程、 物理与应用
计算机科学，以及信息技术。 根据支持
欧洲集成电路设计和生产的Europractice
报 告 ， A G H 科 技 大 学 是 波 兰 大 学 设 计
绝对的领导者。 更多信息： https://
www.agh.edu.pl/info/article/uklady-
scalone-z-agh-w-urzadzeniach-rigaku-
corporat ion-swiatowego- l idera-
produkujacego-aparatur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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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 日本信息技术研究院的
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2018-05-21
波兰 - 日本华沙信息技术学院将与SWPS
人文社会科学大学合作，在心理学和计算
机科学领域开展跨大学跨学科博士学习。 
信息技术学院在学校的网上公布到：“我
们提供的博士研究，将心理学与计算机技
术相结合，是对心理学和信息科学动态变
化的情况以及两个领域科学家面临的挑战
的回应。” 他们强调到：“计算机科学作
为一门科学正在越来越多地处理心理学领
域的研究问题。 作为一个例子，它提供了
情绪的自动检测或计算机生成表达正确情
绪的面孔。 反过来，心理学也必须面对，
例如，建立虚拟关系的问题以及新技术对
社会交往的影响。” 更多信息： http://
w w w . p j a . e d u . p l / i n f o r m a t y k a /
doktoranckie/studia-doktoranckie-
informatyka-psychologia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火星漫
游者参加了火星学会和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的比赛
2018-05-22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信息和推广部门的
Michał Ciepielski说到：“弗罗茨瓦夫理
工大学越野科学圈的学生准备的火星着陆
器“鹰”的设计是在火星学会和NASA比
赛的最后阶段。“ 竞赛任务是开发最简
单，最安全和最便宜的着陆器概念，可以
使用2026年开发的技术向火星运送10吨货
物。 弗罗茨瓦夫的学生们已经提出了电子
产品的3D打印技术，这可以低成本大幅降
低系统质量；现在您可以打印大部分所需
的传感器 - 温度，湿度，压力，风力和紫
外线辐射。 来自波兰，法国和美国以及来
自德国和瑞典以及印度和意大利的联合项
目已经获得了参加决赛资格；获奖者名单
将于8月底在帕萨迪纳的火星学会大会上宣
布。

巴黎发明博览会上托伦大学的
科学家取得成功
2018-05-22
来自托伦尼古拉哥白尼大学的科学家的
发明已经在巴黎举办的第117届国际发明
展“黎巴嫩莱比昂2018”上得到了认可 
来自物理学，天文学和应用信息学系的
Michał Meina硕士和来自数学和计算机
科学系的Krzysztof  Rykaczewski博士的“
确定物体位置的方法，特别是确定人体位
置的方法以及确定人体位置的装置”的项
目获得了法国内政部勋章和“Concours 
Lépine2018金牌。 由来自生物学和环境
保护系Grażyna Dąbrowska博士领导的
科学家团队的“使用生物刺激器进行种子
制备的方法“获得了法国发明家联合会颁
发的的国际艾菲尔奖。 来自材料化学、吸
附和催化部门的Jerzy Łukaszewicz教授和
Anna Ilnicka博士的“生产碳纳米管的方
法”在巴黎获得了的铜牌。

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建造了液
体火箭发动机液体
2018-05-23
根据华沙理工大学报道，经过3年的研究工
作之后，电力和航空工程学院的MELprop
科学角的学生们已经在波兰建造了第一台
液体火箭发动机。 主要构造者Alexander 
Gorgeri说：“我们彻底准备好了，我们
进行了计算，模拟和分析，并且逐步检查
了每个子系统，只有当我们确信它们全部
正常工作时，我们才组织完整测试 。” 他
强调到，该发动机只是一种技术演示器，
并不是用于太空行业的产品。 尽管如此，
学生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完善技术，使
其得到充分利用。 他们打算对引擎进行必
要的修改，例如限制其质量，并进行进一
步的测试。项目的最终目标是使发动机适
应工业应用。 更多信息： https://youtu.
be/MSdUNSSZeas

波兰国家铁路局将与Pesa公司
一起建造一个双驱动机车
2018-05-23
波兰国家铁路货运管理委员会宣布，将于
与Pesa Bydgoszcz公司签署关于建造双
引擎柴电机车的意向书。 自2016年来，作
为国家研究与开发中心实施的Luxtorpeda 
2.0计划的一部，Pesa一直与波兰国家铁
路签署合作合同。 双方表示将建设新一代
铁路机车车辆，特别是用于在电气和非电
气化线路上运行货运列车的双引擎（柴油
和电力）机车和自主机车的研发领域。

来自华沙大学的Krzysztof 
Górski教授获得2018年格鲁伯
宇宙学奖
2018-05-24
格鲁伯基金会在美国耶鲁大学宇宙学领
域久负盛名的奖项，今年将著名的奖项
颁发给了普朗克卫星队，这个团队最重
要的成员之一是来自华沙大学天文台的
Krzysztof Górski教授。 自1990年代初以
来，Krzysztof Górski教授参与了宇宙背
景辐射的研究；1993至1996年期间他是
COBE卫星小组的成员，该小组首次测量
了宇宙背景辐射的各向异性（Gruber和
2006年的诺贝尔奖）。 自1996年以来， 
Górski教授直接参与了普朗克团队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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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利维采成立了波兰 - 德国混
合轻量结构中心
2018-05-24
在格利维采签署了关于建立波兰 - 德国混
合轻量结构中心的协议，来自德国和波
兰的专家及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大的科学
家们将共同对新材料和混合建筑进行研
究。 合作协议由西里西亚理工大学、格
利维采市、卡托维兹经济特区和航空公司
联合会“Bielsko”德累斯顿聚合物技术大
学轻工学院和技术大学Bergakademie 
Freiberg共同签署。 合作将在科学，工业
和自治政府代表之间领域进行，并将帮助
开发用于轻型建筑设计的现代技术。 该中
心的建立是对现代工业对创新材料技术开
发和研究成果快速商业化的期望的回应。

罗兹大学公开演讲“人与新技
术，人文视角“
2018-05-28
作为5月30日“实践”周期的一部分，罗
兹大学社会创新中心邀请各位参加公开会
议，届时Marta Songin-Mokrzan博士将
带来主题为“人和新技术，人文视角“的
公开讲座。 Marta Songin-Mokrzan是人
文的民族学领域博士，是罗兹大学历史民
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实践学院哲学系的人
类学实验室的助理教授，她所研究的领域
涉及物质人类学，技术人类学，生产过程
民族志，机器哲学和本体论。 讲座将讨论
人类身份问题，以反对非人为因素：动物
和技术产品，如机器人；还将讨论人文学
科在新技术领域的实际应用问题。  

来自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
Bolidy出现在 Kirkistown赛道
上
2018-05-28
西里西亚Greenpower车队在北爱尔兰
Kirkistown赛道赢得了Formula F24 +赛
车的第一名和第二名；西里西亚科技大学
的学生再次证明，他们建造的汽车是独一
无二的。 格利维采学生为比赛投了两辆
车：SG Bullet II和SG Bullet240W。 在赛

道上表现都很好，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和
第二名。 最快的是SG Bullet II，紧随其
后的是SG Bullet240W，这也是最快的一
圈。 Greenpower Formula F24 +比赛是
在职业F1比赛中进行的，Bolide的任务是
在一小时内克服最大距离。 这个周期由九
场比赛组成，包括最后一轮的赛道。 团队
可以参加所有比赛，但在总体分类中有三
项最佳成绩且最后一轮必须参加。

新学年博士研究方向：数字人
文
2018-05-30
新学年博士学位招生已经开始。 数字人
文学科是由波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波兰
日本信息技术研究院共同组织的跨学科研
究。 参加博士招生的人员必须具有任何人
文或信息技术领域的大学学位，并且在语
言和写作方面应具备良好的英语水平（最
低B2级由相应文件证明）。 截至2018年8
月底，将对候选人提供的文件进行分析。9
月上旬，对博士研究方向感兴趣的候选人
应向征聘委员会提交数字人文学领域研究
项目的想法。 更多信息： http://ibl.waw.
pl/pl/edukacja/-interdyscyplinarne-
studia-doktoranckie-humanistyk

锡隆纳葛拉大学的研究人员赢
得了比赛和OPUS PRELUDE补
助
2018-05-30
来自锡隆纳葛拉大学Wojciech Paszke
教授和电子工程与自动化学院计算机科
学系Marcin Witczak教授以及大学机
械系的Marta Nycz工程硕士在OPUS
和 P R E L U D I U M 比 赛 中 获 得 奖 学 金 。 
Wojciech Paszke教授是锡隆纳葛拉大
学 “基于学习的方法确保高质量的抗性
控制” 项目的负责人，该项目将在2021
年前与来自英国和中国的科学家们一起进
行。 Marcin Witczak教授代表研究小组
开展 “使用多重损害评估策略控制复杂系
统的寿命” 项目。 来自机械工程学院的
Marta Nycz工程硕士负责管理项目“使用
生物传感器测定热休克蛋白水平的电化学

方法，该方法基于在用银纳米粒子改性的
钛箔上的二氧化钛纳米管的基底”。 更多
信息： http://www.infoserwis.uz.zgora.
pl/index.php?troje-naukowcow-z-uz-
otrzymalo-granty-ncn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学生赢得编
程冠军
2018-05-30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自动化，电子和计算机
科学系的一名学生在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
获得波兰程序员编程锦标赛冠军。 来自全
国各地的90多名学生和学生参加了比赛的
最后阶段。 Marcin Podsiadły是自动化
和机器人系的学生，在专业类别中获得第
一名，并在自动化和IT行业获得了实习机会 
：Procom系统 并且为该大学提供的5个额
外软件年度许可证。 比赛的组织者是弗罗
茨瓦夫理工大学和“Automatatyk”学生
科学协会，波兰PLC程序员锦标赛是波兰
各地学生和学生以及来自工业自动化领域
的潜在雇主的聚会。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与铁路运输
局之间的合作协定
2018-06-01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与铁路运输办公室签署
了关于在研究教育和人力资源领域开展联
合活动的合作协议。 根据合作协议，铁路
运输办公室将就铁路运输专业领域的教育
计划发表意见，为学生提供文凭论文的主
题并协助实施，并组织学生实习。 另一方
面，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宣布启动并开展研
究生学习和课程以及与铁路运输相关的培
训，大学还将参与并支持实施联合项目和
可能的专利成果。 并且将开展研究和获取
办公室的测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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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的建筑设计
师赢得了arturbain.fr比赛
2018-06-04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建筑系的员工和学生
在arturbain.fr国际比赛中获得了前三名
的荣誉；今年比赛的主题是 “让公众无
障碍倾倒” 、 “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的公
共空间网络” 。 获奖者是： Katarzyna 
Z i e l o n k o - J u n g 建 筑 设 计 师 （ 博 士 ）
、Izabela Burda建筑设计师（博士）、波
兰共和国建筑师协会建筑师Janusz Gujski
以及理工学院建筑系的学生：Patrycja 
Marcińska、Anastasiia Volyk、Aneta 
Szrot、Alicja Sikorska，Arnaud Gaultier
和Pauline Ribault。   arturbain.fr国际比
赛27年来一直由巴黎耐用生态城居住环境
公益组织SéminaireRobert Auzelle组织， 
获奖作品和颁奖典礼将于6月8日在巴黎举
行。  

关于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创业
公司
2018-06-05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创新与技术转移中心和
学术创业孵化器以及格利维采力学，技术
和运输学院将于2018年6月6日星期三共
同举办“本地智能实验室 - 启动成功从孵
化到加速“的科学会议。 会议将致力于
机器制造，材料工程和运输领域的解决
方案；以讲座结合的方式进行，专家与实
际讲习班进行专题讨论。 在专家组会议
期间，专家们将会介绍如何通过社交媒体
有效促进企业发展，当地政府如何通过各
种举措支持企业发展，以及从哪里获得资
金来支持创意并在哪里寻求支持。 更多
信息： https://www.facebook.com/
events/191896891444324/

华沙VISTULA学院能源管理专业
2018-06-05
华沙VISTULA学院金融和商业学院在新学
年推出了新能源管理专业化管理。 硕士
生将可以选择英语教学，在新专业中大
家将学到：传统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
核能。 并且课程将讨论与“全球能源市

场，需求分析，供应链管理和危机管理”
有关的问题。 这些研究由欧洲基金共同
出资； 项目将与能源行业的专业人士密
切合作开发。 更多信息： https://apply.
vistula.edu.pl/?_ga=2.174564962. 
1 3 6 2 1 3 9 2 8 8 . 1 5 2 8 0 3 5 6 5 1 -
1621160966.1528035651

在“建筑师”竞赛中，西里西亚
科技大学的建筑学生获得提名
2018-06-06
来自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
学生Karolina Balcer和Magdalena 
Skrocka赢得了“建筑师”第一届波兰年
轻工程师比赛。 参赛者必须完成主办方提
出的四项任务之一。 其中两个是项目任
务，另外两个是实施项目。 西里西亚科技
大学的学生选择了实施任务。 他们的工作
主题是“钢筋混凝土天花板施工的技术和
经济比较分析”。 青年工程师竞赛是作
为“青年工程师建造者”项目的一部分实
施的，该项目旨在支持学生和年轻的土木
工程师进行创造性和专业发展。 它以独
创性，开放性，高质量的项目，注重细节
和应用材料的正确性和技术解决方案为特
征。

波兰学生参加了火星机器人比
赛大学罗孚2018挑战赛
2018-06-06
从琴斯托霍瓦理工大学的火星车赢得了
2018 Rover挑战赛，边第三名是凯尔采理
工大学队，第四名是罗兹技术大学团队。 
世界上最好的火星漫游者设计和引导了琴
斯托霍瓦理工大学的机电设备和机器计算
机设计科学界的胜利学生，并且组成了
PCz Rover团队。 今年在美国犹他州沙漠
地区举办的火星机器人比赛决赛中，来自
10个国家的36个团队参与其中，其中6个
团队来自波兰。 获胜的漫游车获得世界顶
级火星探测器是世界上最好的漫游者。 比
赛的奖项包括在国际火星学会大会的国际
会议上展示机器人的可能性。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获得了
KOKOS 2018学生建筑竞赛奖项
2018-06-07
弗 罗 茨 瓦 夫 理 工 大 学 的 学 生 在 K O K O S 
2 0 1 8 学 生 建 筑 竞 赛 中 获 得 了 三 个 奖
项，颁奖仪式在克拉科夫举行。 PWR 
Aerospace团队的 “App4Hab” 项目
获得了奖项，在该项目中，年轻的施工人
员将带有移动电话的气球作为车载电脑送
到平流层。 裁判团将这个项目归为在空中
和空间中移动相关的结构竞争类别。 来自
PWR车团队的学生在汽车类别中获胜，在
那里驾驶汽车，汽车和其他汽车领域的元
素进行了战斗。 他们设计的RT08赛车是独
一无二的。 轻型电动摩托车莱姆猎鹰赢得
了百搭类别。 来自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
太阳能船Solar Boat在生态学领域获得了
奖项。

来自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
荣获国际Digilent设计大赛奖
项
2018-06-07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自动化，电子和计算
机 科 学 系 的 学 生 获 得 在 罗 马 尼 亚 克 卢
日 - 纳波卡举办的第14届国际Digilent设
计竞赛第三名。 获奖者为Przemysław 
Mazur，Robert Nawrath和Marcin 
Beberok。他们已经开发出符合国际标准
的工业PLC，包括中央单元，APB总线，
功能块模块，I / O模块和串行总线接口。 
设计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带有操作面板
的程序员。 作为演示的一部分，学生编写
了演示程序，从而证明了他们的驾驶员的
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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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H理工大学在克拉科夫参与
创建新钻探技术
2018-06-11
AGH理工大学和波兰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已
完成MiniDrill项目的第一个示范阶段，项
目旨在开发新的钻井技术。 这项新技术可
以提高碳氢化合物产量并降低钻井成本， 
创新技术涉及使用高压水射流钻大量平行
的小直径孔。 石油和天然气学院的院长
Rafał Wiśniowski教授表示，该学院的员
工已经创造了超过50年的钻井技术创新解
决方案；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可能钻入
以前未开发的新地区，如海洋深处或外星
天体。 目前，在获得地球上液态资源领域
改善现有和创造新的解决方案非常重要。

锡隆纳葛拉大学加入波兰
ATHENA联盟
2018-06-12
大学发言人Ewa Sapeńko通知到：“锡隆
纳葛拉大学成为波兰ATHENA联盟的一部
分，作为建造和使用ATHENA卫星（高能
天体物理学先进望远镜）项目的一部分，
该联盟的目的是协调波兰一组科学家和工
程师的活动 。” ATHENA将在软X射线辐
射领域观察天空，并加深对空间物质簇演
变的认识。 波兰队将负责建造两个主要
仪器之一的子组件并进行模拟，以评估观
察各种现象和物体的可能性。 该联盟由哥
白尼（PAN）科学院、华沙空间研究中心
PAS、理论物理学院的PAS中心，Otwock
国家核研究中心、雅盖隆大学、弗罗茨瓦
夫大学、什切青大学、罗兹大学、锡隆纳
葛拉大学、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凯尔采大
学和托伦大学组成。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赢得
了马拉松比赛
2018-06-12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在巴黎RKC卡丁
车巴黎的Battery Electric Prototype类别
中赢得了生态马拉松比赛。 Smart Power
团队的学生成功通过了技术检查，并在
Battery Electric Prototype类别中名列第
一。 设计师希望来自法国的经验将有助于

在7月份计划的壳牌生态马拉松欧洲锦标赛
中取得成功，第34届节能建筑竞赛将在伦
敦举行。 此前，他们在氢气地平线汽车挑
战赛中获得了最佳大学称号。

生命科学大学毕业生在第15
届“弗罗茨瓦夫白玉兰”中获
得成功
2018-06-15
“弗罗茨瓦夫白玉兰”是一项竞赛，旨
在推广最好的硕士论文，提高弗罗茨瓦
夫居民的舒适生活。 来自弗罗茨瓦夫环
境与生命科学大学景观设计专业毕业生
Natalia Kordysz在弗罗茨瓦夫白玉兰竞
赛中过的第一名，Aneta Szymoniak在最
佳硕士论文“弗罗茨瓦夫白玉兰”的竞争
中同样也获得了殊荣。 Natalia Kordysz
介绍了弗罗茨瓦夫Oława河沿岸码头的
开发项目，在她的设计理念中，建立了沿
河宽绿道的保护和景观特征的使用，以整
合居民和推动城市。 Aneta Szymoniak
为弗罗茨瓦夫Ślęza河地区的发展创造了
一个概念，在Grabiszynku设计弗罗茨
瓦夫地区，并且根据可持续空间开发原
则和绿色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原则。   更
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
pl/aktualnosci/48009/xv_edycja_
wroclawskiej_magnolii.html  

索菲亚机器人获得了克拉科夫
AGH理工大学的学生证
2018-06-15
机器人索菲亚在克拉科夫举行的中欧和东
欧最大的新技术大会特邀嘉宾中获得了
AGH理工的学生证，索菲亚首次访问波
兰，去年获得沙特阿拉伯公民身份，成为
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 克拉科夫AGH理
工大学发言人Anna Żmuda-Muszyńska
说：“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与基于AI
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相关的高级工作。” 
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副校长Jerzy Lis亲
自将这个学生证交给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
人，他强调说：“除了它的象征性表达
外，这个也是对世界的信号，AGH理工大
学经常代表和培养的技术科学已经准备好

迎接人工发展的挑战情报。” 副校长还补
充说：“深化与实施人工智能相关的问题
是大学的必须和责任，从一开始就旨在应
对未来的挑战。”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为
残疾儿童设计了运通轮椅
2018-06-18
作为与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联合举办的行
动的一部分，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
准备了大约30种残疾儿童轮椅设计。 比
赛的发起人之一Tomasz Zatoński 博士
说：“我们认为为残疾儿童创造一种特殊
的轮椅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我们无法自己
单独完成，所以我开始与弗罗茨瓦夫理工
大学的科学家合作。” 残疾儿童的运动轮
椅必须安全舒适，保护脊椎，并在转弯和
不平坦的地形中提供稳定性。 轮椅的结构
还应具有耐受性和轻便性，防风雨，易于
组装，并配备机电一体化诊断系统，保证
在运动时作到减震和对重量过载的处理。

生命科学大学的景观设计师开
发了弗罗茨瓦夫法布里奇纳公
园
2018-06-19
项目开发团队负责人Justyna Rubaszek
博士说：“弗罗茨瓦夫法布里奇纳公园将
建在弗罗茨瓦夫的封闭铁路边墙上。 这是
连接新办公楼和公共绿地的城市的首次投
资；这个设计理念是在弗罗茨瓦夫环境与
生命科学大学风景园林研究所的研究与设
计工作室创建的。” 公园的设计理念是
将战后地区转变为绿色地区的全球趋势的
一部分，公园是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们将功能性和空间分散的绿
色区域和开放区域连接起来，从而便于进
入。 他们的线性布局也是生态的。 公园
总长约600米，与弗罗茨瓦夫新商业中心
Strzegomska街和Fabryczna街区的新办
公区一起计划。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47862/
powstanie_park_linearny_wroclaw_
fabryczn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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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理工大学开设了一个帮助
设计智能建筑的实验室
2018-06-19
在罗兹理工大学电气系开设了智能家居
Grenton系统实验室，实验室将帮助学生
们深入学习楼宇管理系统的概念，设计和
编程。 该实验室与创新型楼宇自动化系
统的领先设计者和制造商之一克拉科夫的
Grenton公司共同合作建造；实验室已配
备格伦顿驱动程序，它可以让您可视化系
统对实物的影响。 智能家居Grenton将被
列入波兰独特方向的智能建筑控制系统课
程中，该系统允许学生获得跨学科能力，
以便在智能和节能建筑的管理系统的设
计，编程和集成领域有效执行任务。

国际 “可再生能源 - 技术创
新” 科学大会
2018-06-20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地质、地球物理
和环境保护学院能源系、克拉科夫农业大
学生产工程、能源部机械工程和生物学系
于6月20 - 22日在Krynica 举办第五届“
可再生能源 - 技术 创新”国际科学大会。 
能源行业相关的科学界，地方政府和企业
家的代表将出席会议，会议的主题范围将
涵盖现代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理论和实践
方面，如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和生物
质燃料，燃烧，共烧和热电联产，热泵或
风能等方面。   更多信息： http://www.
renewenergy.pl/

弗罗茨瓦夫三所大学的学生实
施了联合建筑计划
2018-06-20
弗罗茨瓦夫三所大学总结了联合建筑倡
议，体育学院，理工学院和美术学院的学
生与教师一起合作，共同消除残疾人公寓
的建筑，沟通和技术障碍。 团队的建设出
发点针对一下几种病症：痴呆症患者、多
发性硬化症、盲人、轮椅使用者、他们还
开发了康复和教育中心的建筑理念，为普
瑞德威利（俗称小胖威利症）综合症患者
提供了独立的住所。 项目显示了从不同位
置的角度来看病症的重要性；学生和导师

在帮助患有各种疾病综合征的人群中的工
作可以为投资者/患者制定正确的方法，
将他们置于项目的中心，而不是作为接受
者。

年轻的科学家已经获得沙滩足
部清洁设备的专利
2018-06-22
西里西亚大学发言人Jacek Szymik-
Kozaczko通知到：“来自西里西亚理工大
学和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毕业生设计
了一种足部清洁装置，主要用于离开海滩
的人。 该设备已被专利保护覆盖，设备同
样可以用来清洗泳池使用者的足部。” 作
者解释到，通过使用杀菌剂和杀真菌剂或
材料，能够对离开海滩、泳池空间或裸脚
的人群进行一次真菌消毒。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科学家获
得“2017年最佳技术成就”竞赛
2018-06-22
波兰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协会宣布了全国范
围内“2017年最佳技术成就”竞赛的结
果。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机械系科学家
在“研究与开发工作和职位”类别中获得
第一名。 工程工作机器和工业车辆系负
责了 “具有自适应操作特性的新一代电
动汽车作为普遍应用的基础平台”项目。 
Piotr Dudziński，Gustaw Sierzputowski
和Adam Konieczny教授所负责项目的特
点是独特的模块化底盘结构，可以配置各
种车型，包括任何悬挂系统，车辆转弯布
局，驱动轮数量和底盘几何形状。 该建筑
可用于采矿，农业和建筑工业，也可用于
军队和消防队。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工程学
院的学生赢得Builder月度比赛
2018-06-27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的学生获得了由“Builder”组织的第一
届年轻建筑工程师竞赛；所有理工大学的
毕业生和博士生都可以参加竞赛。 比赛
作为“未来建筑师”计划的一部分进行，
旨在促进年轻建筑师和建筑工程师的职业

发展。 参与者必须选择其中一项设计任
务 - 设计脚踏车或市政地面车库，或实施
任务 - 优化钢筋混凝土天花板的实施。 获
奖者是 Veronika Olczak、Małgorzata 
Zielińska、Martyna Lewek和Mateusz 
Psiuk 。他们选择了实施任务。 Martyna 
Lewek在理工大学官网上说 ：“准备工
作非常苛刻，我们检查了不同的加固方
式，天花板，最终我们能够准备正确的项
目。”

法国波兰建筑师协会授予生态
与管理学院毕业生奖项
2018-06-27
华 沙 大 学 市 场 与 国 际 合 作 部 门 的
Katarzyna Nowakowska通知到：“来
自华沙生态与管理学院的建筑师工程师
Volodymyr Melymuka在由法国波兰建
筑师协会组织的竞赛中获得了“现代艺术
博物馆和多样化剧院博物馆”项目的荣誉
奖和奖金。” 我们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和
多样化剧院博物馆”项目的描述中可以看
到，该项目所在的位置于波兰首都非常具
有吸引力的地方，位于Deilad广场上的科
学文化宫下方， 地点是该项工程的主要设
计轴之一，因为该建筑必须进入环境，同
时引起对该地块附近的兴趣（......），并且
恰好位于许多通信线路之下，其中包括两
条地铁线路，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作者将此视为一项资产，并将一个停车场
和一个巴士站放置在大楼的地下室 。 项目
在Artur Bulawa-Gabryszewski博士的带
领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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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in：人文学科对于社会的
文化和精神发展至关重要
2018-06-28
在 “Rzeczpospolita”日报的报道中，
副总理兼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
说：“在新系统中，一所大学的科学哲
学家的成就将与其他大学或研究机构的
哲学家的成就，某所大学雇用的律师的
成就 - 以及其他研究中心雇用的律师的成
就等进行比较。未来的评估将比现有的
更公平和可靠。” 这篇文章中，副总理
提出了“科学宪法是否威胁到人文主义
者？”的问题，并且认为未来的评估体系
将考虑到人文科学的特殊性，新规则是波
兰人文主义者的良好信息。 Gowin解释
说： “人文有其特殊性，这也是社会文
化和精神发展的必要条件，新的评估模式
同样有利于发展民族文化的出版物，以及
那些将波兰人文主义研究成果纳入全球
思想发行的文章。” 更多信息： http://
www.rp.pl/Publicystyka/306259930-
Czy-konstytucja-dla-nauki-zagraza-
humanistom.html

琴斯托霍瓦理工大学吉普赢得
了2018罗孚挑战赛
2018-06-29
由琴斯托霍瓦理工大学机电设备和机器计
算机设计科学界的学生设计和制造的火星
漫游者获得2018大学罗孚挑战赛。 来自世
界各地35支队伍的500多名学生参加了美
国犹他州南部火星沙漠研究站的比赛。 来
自琴斯托霍瓦的学生的建设赢得了胜利。 
理工学院超过了密苏里科技大学队的防守
队员超过30分；赢得第三名的是凯尔采理
工大学团队。 获奖团队的领导者是来自
琴斯托霍瓦大学机械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学
院的学生Piotr Ptak，整个项目由Dawid 
Cekus教授负责指导。 更多信息： http://
urc.marssociety.org/home/urc-news

什切青海事大学建立了一艘无
人驾驶船的模型
2018-07-02
什切青海事大学海洋工程和船舶制造系的
研究人员建立了生态无人驾驶船的模型。
驱动器可以很快安装并且测试将在水上开
始。 光伏电池和燃料电池将用于供电。 
在模型构建的同时，实验室（计算机）在
自主控制系统上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完成
后，系统将安装在模型中。 试验和测试将
在什切青海事大学的试验水域开始。 在成
功完成自主控制试验后，将建造另一个无
人驾驶车辆模型，并将对浮动无人船舶之
间的信息交换进行测试。 然后，将开始研
究和设计生态无人运输船。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无人驾驶车
辆竞赛
2018-07-02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邀请各位参加2018年智
能自动驾驶汽车及无人驾驶车辆竞赛，竞
赛将于7月6日上午9点至下午3点在格但斯
克大学体育中心举行。 竞赛包括三项比
赛：无人机、标记搜索和自由发挥；参赛
者将凭借其独创性给观众带来惊喜。 比赛
由电子和信息技术; 电工学和自动化以及
SafeIDEA科学角组成。 竞赛将在IAV 2019
专用于智能自动驾驶汽车会议之前进行。 
参加比赛可以采用自主和遥控车辆。 希望
尝试自己动手组建的参赛者可以在以下网
页先进行注册：eti.pg.edu.pl/safeidea/
rejestracja。

来自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
在大众汽车组织的BE THE BEST
竞赛中获奖
2018-07-04
来自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自动化，电子和计
算机科学系的学生赢得了全国大众汽车BE 
THE BEST竞赛奖项，Marek Bonk和Antoni 
Zegartowski开发了一套创新的焊接车间
故障监控系统设计以及移动设备应用。 BE 
THE BEST竞赛是由波兹南大众集团组织的
比赛，参赛者以单独或以双人团队的形式

选择一个主题，由专业部门描述为案例研
究并创建自己的项目。 竞赛最佳作品将获
得奖励，且创新理念有机会在大众汽车工
厂实施。 BE THE BEST竞赛是科学与商业之
间实际合作的一个例子。 学生开发的创新
项目涉及公司员工每天处理的问题。 这是
一个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商业情况对抗的机
会。

AGH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已经建
造了一辆电动赛车
2018-07-05
7月5日星期四，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的
学生将展示他们最新的项目：电动赛车。 
克拉科夫大学的发言人Anna Żmuda-
Muszyńska说：“AGH赛车队工作的
学生将展示一台由近千个锂离子电池供
电的赛车，学生们将在下周 参加荷兰国
际方程式学生比赛期间测试最新设计的
全部潜力。” 更多信息： www.bit.ly/
PremieraBolidu

热舒夫附近将建造欧洲航空模
拟器中心
2018-07-06
波兰企业发展局与四家公司签订合同，共
同资助“欧洲航空模拟器中心”项目，该
项目将在位于热舒夫附近的“Aeropolis”
科技园实施。 波兰企业发展局通知道：“
项目的目标是在教育，培训和娱乐领域推
出与飞机模拟器服务相关的“Royal Fly”
品牌。” 波兰企业发展局共同资助的项目
金额近1050万兹罗提，它们将成为世界上
第一批结合使用技术先进的飞行模拟器，
在真实飞机上进行的专业航空培训和联合
航空爱好者的航空活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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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毕业生获
得了西门子奖竞赛
2018-07-09
西 里 西 亚 理 工 大 学 机 械 工 程 系 毕 业 生
Paweł Mync 获得了第8届比赛西门子自
动化和机器人专业二等奖，这位年轻的工
程师因其硕士论文“应用专家系统诊断选
定的自动化系统”而获奖。 获奖论文中讨
论的主题是指需要采用新的方法和措施，
以实际实施工业4.0的概念。 该工作中提
出的解决方案构成了一种创新和实用的方
法，用于构建在云计算中运行的诊断专家
系统。 在今年的比赛中共提交了26篇论
文，评委会成员认为这些论文的成绩非常
高。 根据创意的创新性，实际应用可能
性，科学水平和所完成工作的质量评估作
品。

波兰DEESIS已到达国际空间站
2018-07-09
波兰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工程师参与建设
的DESIS仪器已由Dragon号飞装载抵达
至国际空间站，该装置将用于卫星观测地
球。 DLR地球传感成像光谱仪DESIS的作用
是对我们的星球进行高光谱观测，这意味
着在235个电磁辐射范围内同时成像地球表
面。 波兰工程师负责了DESIS-POI系统的
设计和实施，该系统控制和定位可移动传
感器输入镜。 这面镜子是DESIS的第一个
组件， 镜子的任务是将辐射引导到仪器的
另一部分，包括下一个镜子和望远镜。

罗兹理工大学学生赢得了家用
风力涡轮机项目国际竞赛
2018-07-10
来自罗兹理工大学的学生团队GUST赢得了
荷兰NHL应用科学大学组织的2018年国际
小型风力涡轮机大赛的国际竞赛。 来自世
界各地的十个团队参加了今年的家用风力
涡轮机项目。 GUST（Generative Urban 
Small Turbine）是自2015年10月启动的
学生项目，在理工学院流体流体机械研究
所的学生科学界的电力工程师中运作。 在
荷兰的比赛期间，罗兹理工大学的团队首
次展示了两台涡轮机，一台采用水平涡轮

机，另一台采用垂直旋转轴。 罗兹理工大
学的学生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颁发的
最佳竞赛项目资助2.0！。

比得哥什科技与生命科学大学
的发明在Třinec获奖
2018-07-10
比得哥什科技与生命科学大学的两项发明
在捷克Třinec举行的2018年发明专利和发
明技术创新展览会上获得金奖。 获奖发
明由技术和化学工程系和机械工程系提交
的项目。 获得第一枚金牌的项目是由技
术与生命科学大学的Marek Domoradzki 
教授、Wojciech Poćwiardowski博士
和Joanna Szulc硕士共同研发的“用螺
旋桨 - 螺杆驱动系统振动设备的粒状材
料清空罐的设计”。 获得第二枚金牌的
项目是由Stanisław Jung 博士、Marek 
A n d r y s z c z y k 工 程 硕 士 和 M a r c i n 
Głowacki工程师共同研发的“桡骨腕关
节康复设备”。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将创建一个
创新的飞行模拟器
2018-07-11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将开发和构建
创新飞行模拟器的原型。 该项目设法获得
了地平线2020计划的资助，作为研究和创
新人员交流（RISE）资助计划的一部分。 
WrightBroS项目（在RISE飞行模拟器分部
的协作工厂工作）将由自动化，电子和计
算机科学学院的虚拟飞行实验室进行协
调。 理工大学将与来自奥地利的合作伙伴
维也纳的LG Nexera Business Solutions 
AG和斯洛伐克的Trencin的虚拟现实媒体
（专业的飞行模拟器制造商）一起实施。 
模拟器将使用增强现实技术的最新发展，
基于项目中创建的系统来获取和处理关于
服务和维护的专家程序知识。

来自什切青的学生参加了芬奇
建筑大赛的决赛
2018-07-11
来自西波美拉尼亚理工大学的学生参加了
Vinci Construction 竞赛的决赛，竞赛

目的是准备以下类别的概念设计：未来建
筑，可持续建筑以及城市上下城市。 西波
美拉尼亚理工大学的团队准备了一个名为
的项目 “浮动的波兰花园”意指什切青的
条件，其中超过一半的区域被水和绿地覆
盖。 学生提出了基于4R原则的解决方案：
使用旧海运集装箱（重复使用）实施具有
高能源标准的小型住宅单元（减少）; 他
们的能源供应使用可再生能源（可再生） 
- 光伏板和使用水冰相变换的热泵 - 限制对
环境的影响。计划将在小型污水处理厂（
回收）中处理水。

波兰科学家正在实施EDU-
ARCTIC项目
2018-07-16
EDU-ARCTIC作为欧盟 “地平线2020”
计划的一部分，已被选中用于实施205项
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类别的科学教育和普及
想法的项目。 该项目的创建者是波兰科学
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其目的是利
用北极研究作为加强整个欧洲科学教育计
划的工具。 该项目旨在鼓励13至20岁的
学生继续他们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领域的教育。 EDU-ARCTIC将使
用各种工具为STEM学科提供创新方法，包
括与极地基地科学家的在线课程。 项目还
将为学生组织比赛，使他们能够赢得前往
北极研究站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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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克拉科夫理工大学的学生
设计了倾斜式自行车
2018-07-16
辣子克拉科夫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
Wojciech Janas作为他的工程硕士论文
的一部分，开发了带有特殊衬垫的自行车
设计，用一辆稳定的三座自行车或一个青
少年的倾斜赛车代替普通的单轨自行车。 
作品已在波兰专利局注册了专利保护。 
Janas解释说： “创建一辆三轮车是我工
程工作的第一个想法。 主要是将普通自行
车变成三轮车，这种车更稳定，其使用给
所有年龄段的人带来更多乐趣。 转换是
在没有任何改变自行车结构的情况下进行
的。” 他的解决方案是以法国KIFFY车辆为
蓝本。 不同之处在于法国自行车是作为现
成的三轮车生产的。

来自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的
学生火箭在美国比赛中获得第
二名
2018-07-17
AGH发言人AnnaŻmuda-Muszyńska通
知道： “由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的学生
创建的 “湍流” 火箭在液体燃料火箭类别
中排名第二。 AGH空间系统队是波兰迄今
为止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参加了著名的太
空港美洲杯2018年比赛的团队。” 来自世
界各地的132个团队参加了比赛，共有六
个类别参赛。 在使用液体燃料发动机的火
箭部分中，湍流达到了超过9公里的上限。 
评审团对每个团队在技术文件，最终设计
的质量，火箭的飞行和恢复，手工制作和
设计元素的数量以及对团队专业性等方面
进行了具体评估。 考虑到所有标准，“湍
流”在比赛中获得了了第二名。

来自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氢动
力汽车获得了伦敦壳牌生态马
拉松赛第四名
2018-07-17
由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设计和制造的
氢动力汽车在伦敦的比赛中赢得了城市概
念氢气车辆类别的第四名。 这是所有波

兰参赛队获得的最佳成绩。 参加竞赛的团
队的任务是在节能方面设计和制造最有效
的车辆，然后尽可能在燃料装置上驾驶它
们。 这辆由SmartPower团队建造的汽车
在氢动力车使用了117 km / m3的氢气为
燃料且获得了比赛。 壳牌生态马拉松赛是
美国，欧洲和亚洲每年举办的技术大学学
生最负盛名的职业比赛之一。 来自24个国
家的近180个团队申请了今年的比赛，其中
包括来自波兰的7个团队。

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家的新型扬
声器柱
2018-07-18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为家庭和学习环
境中的封闭房间开发了一组占用空间小但
同时确保良好音质的新型扬声器模型，并
且申请了欧洲专利局保护。 来自西里西
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的科学
家 Robert Koprowski和教授和 Zygmunt 
Wróbel教授共同构建了新的扬声器柱，其
中使用了空的波导，它也起到了支撑和腔
室的作用，由此可以保持较小的范围。 这
保证了音乐以令人满意的高质量聆听者的
形式再现，用户将能够获得比市场上的结
构占用更少空间的高质量装置。

科学部长对比亚韦斯托克理工
大学的发明表示敬意
2018-07-20
Hermes由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学生建
造的残疾人轮椅驾驶的混合动力零件，
获得了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a颁发的特殊文凭。 Hermes是为
使用轮椅的残疾人士设计的；它是一种轻
便的轮椅，配备电动和手动驱动。 通过使
用这个零件，残疾人的轮椅可以通过方向
盘中手动驱动轮椅。电动驱动器可以在疲
劳的情况下继续驾驶，并有助于克服不平
坦的地形和路缘。 该项目由比亚韦斯托克
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学生科学俱乐部
Orthos进行实施。

托伦哥白尼大学的科学家赢得
了TEAM计划
2018-07-20
来 自 托 伦 哥 白 尼 大 学 物 理 研 究 所 的
Ireneusz Grulkowski博士将获得近350万
兹罗提用来创建研究团队，这笔资金来于
自波兰科学基金会在TEAM计划。 补助资
金将帮助托伦大学生物物理学和医学物理
系的员工开展“在未来的眼科诊断中透镜
和玻璃体内的光的折射和散射/透镜和玻
璃体光散射和折射”项目。 Grulkowski博
士是托伦生物光学和光学工程团队的负责
人，他使用先进的光学工程技术开发新的
生物学和医学成像方法。 该团队与国内外
许多中心合作，对新一代光学层析成像仪
的研究进行了区分。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
生在意大利举行的Formula 
Student比赛中获得第三名
2018-07-20
弗罗茨瓦夫大学信息与推广部的Michał 
Ciepielski通知道：“PWR赛车队的赛车在
意大利瓦拉诺的Riccardo Paletti比赛中获
得第三名。” 来自格拉茨奥地利理工大学
的 团队获得了第一名，获得第二名的德国
纽伦堡大学的团队。 弗罗茨瓦夫理工学院
将继续参加下两场比赛：7月31日至8月4
日在捷克共和国举行的比赛和8月6日至12
日在德国举行的比赛。 Formula Student
是一项国际工程竞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
生团队参加竞赛。 竞争对手必须设计一
辆汽车，在轨道上进行构建并获得最佳效
果，并展示其车辆的商业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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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琴斯托霍瓦理工大学的团
队赢得了波兰智能发展奖
2018-07-24
来自琴斯托霍瓦理工大学的PCz Rover团
队获得了 “波兰科学青年创新领袖”类
别2018年波兰知识发展奖；PCz Rover团
队展示了波兰教育在国际舞台上的有价值
的代表性、他们赢得了2018年路虎挑战
比赛。 波兰智能发展奖是一项全国性的
奖项，旨在表彰通过其创新投资和解决方
案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政府，下属公
司和企业。奖项还会颁发给大学，科学单
位，中心，机构和实施创新项目的企业 。 
奖项的荣誉赞助是波兰共和国专利局局长
Alicja Adamczak博士。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ELZAB投
注上市公司合作
2018-07-25
格 利 维 采 的 西 里 西 亚 理 工 大 学 与 投 注
ELZAB S.A建立了合作关系；将在实施研
究，开发，实施和生产工作和项目以及开
发解决方案的商业化方面展开研究。 合
作将主要涉及与脉冲泵和其他医疗电子设
备，机电一体化和动力设备以及电动汽车
相关的项目，特别是对于充电站和制氢
站。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将研究不锈
钢的焊接工艺
2018-07-27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将实施i-Weld项目（整
合双相不锈钢加入创新的先进实验，计算
和数据）。 研究人员将使用最先进的数
据交换系统研究双相不锈钢焊接。 研究
与创新人员交流（RISE）作为地平线2020
计划的一部分来完成，目标是开发新材
料和加工工艺。 项目将建立最佳焊接条
件，确保高机械性能和耐腐蚀性；所获得
的数据将用于开发新的制造技术。 项目负
责方是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与西里西亚
理工大学；研究将在来自机械机械部门的
Zbigniew Brytan博士指导下完成。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自动水
下机器人将前往圣地亚哥
2018-07-30
理 工 学 院 信 息 和 推 广 部 门 的 M i c h a ł 
Ciepielski说：“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
生已经建造了一个机器人，将参加美国著
名的机器人潜艇RoboSub竞赛。” 项目
的战略合作伙伴是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
机器人的底座由铝制框架和层压板制成；
机器配有一个抓手、4个摄像头、7个发动
机、以及专门的位置传感器。 机器人还配
有压力和泄漏传感器，能够发出最小的湿
度信号。 美国领先的理工大学加州理工学
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团队将参加圣地亚哥
的RoboSub竞赛。本次活动的主题将是一
个赌场，机器人必须执行难度加大的七项
任务。所有比赛将在深度为3至约15米的水
池中进行。

华沙理工大学卫星准备发射
2018-08-02
由华沙理工大学学生航天角成员建造的
PW-Sat2卫星已经完全集成，测试和准备
发射。 卫星与QuadPack相连接，这是
一个卫星在火箭发射期间定位的容器。 
2018年7月26日卫星与QuadPack在荷兰
Innovative Space Logistics Innovative 
Space Logistics总部成功整合，今年秋
季卫星将被运往美国，并放置在SpaceX 
Falcon 9火箭中。 PW-Sat2将与来自加利
福尼亚范登堡基地的SSO-A任务一起放置
在Falcon 9火箭上。 根据最新数据，将有
70多颗其他卫星与PW-Satem2一起进入太
空。

今年第一颗波兰 - 芬兰观测卫
星将出现在地球轨道上
2018-08-02
ICEYE-X2卫星是芬兰ICEYE宇宙初创公司
和波兰Creotech Instruments上市公司的
联合工作。卫星将被提升到绕地球轨道运
行。 根据Creotech Instruments 公司提
供的信息，ICEYE-X2卫星重约85千克，配
备了ICEYE创造的创新SAR雷达。无论天
气情况有多糟糕，卫星都可以观测地球表

面。 Creotech Instruments 上市公式负
责建造卫星的选定部分以及与其整合有关
的工作。 Creotech Instruments 公司多
年来一直在努力成为卫星集成商。 在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资助下，该公司开发了
专有的HyperSat微卫星平台。

格但斯克大学学生将探索西伯
利亚的波兰乡村
2018-08-02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的 学 生 想 要 开 始 对
Wierszyna进行一次研究考察 ，这是位
于西伯利亚独特的波兰村庄。 人类学家
想拯救这座自1911年成立的小镇，这些
小镇的居民由来自小波兰省的自愿定居者
移居，他们为寻求繁荣的生活而移居国
外。 Wierszyna是西伯利亚一个独特的
波兰村庄，位于贝加尔湖以北约200公里
处。 今天，大约有五百名波兰人居住在
这里。一百多年来，他们设法保留了他们
的母语和习俗。 Wierszyna的居民具有
强烈的文化和宗教认同感，他们使用波兰
语交流和写作，并传承他们的父母和祖父
母从遥远的波兰带来的歌曲，故事，童
话。 格但斯克大学的学生打算与当地居
民进行实地研究，采访他们的日常生活，
忧虑和喜悦，恐惧和反思，以及未来的
计划。 更多信息： https://ug.edu.pl/
media/aktualnosci/77622/studencka_
wyprawa_wierszyna_2018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将开发一种
装置来评估手术钻的磨损程度
2018-08-02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Rudpol-OPA建立了
合作关系，双方将共同实施该项目，准备
实施的设备以评估手术钻的磨损程度。 院
长Marek Gzik教授说：“合作项目主要涉
及生物医学工程系。 对于我们的部门，广
泛的合作非常重要，特别是因为我们有雄
心勃勃的发展计划。 我们希望我们的实验
室中出现的所有东西都能为了工业的利益
而复兴 。” 根据合作协议，西里西亚理工
大学承诺开展名为的服务和研究工作 “开
发设计，实施文件和实施工作原型设备，
以评估手术钻的磨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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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胶囊”为学生和建筑毕
业生举办的比赛
2018-08-07
“创建克拉科夫” 基金会组织了针对学
生和的建筑和艺术的毕业生的竞赛。 比
赛的目的是选择中小型“建筑雕塑”的最
佳项目，它构成了“时间胶囊”的原始视
野。 该理念应该具有创新建筑解决方案的
特征，并将现代艺术的元素与未来创新技
术解决方案的使用相结合。 获奖项目将
于2019年实施。 它将永久地放置在克拉
科夫的Dolnych Młynów10。“创建克拉
科夫”基金会还在波兰的许多地方举办了
各种展览和艺术，科学和文化交流会。 更
多信息： http://tworzymykrakow.org/
konkurs-tworzymy-krakow/

在切霍维采 - 杰济采将建造卫
星和航天器的子组件
2018-08-07
卫星和太空船的组件将在切霍维采 - 杰济
采建造，Thales Alenia Space空间技术
的全球领导者将与西里西亚航空工业科技
中心合作；Thales Alenia Space属于上西
里西亚企业家和发展机构。 Thales Alenia 
Space宇航公司已经申请了第一个订单结
构板，为卫星平台Spacebus NEO执行。 
同时，将与Thales Alenia Space向中心转
移复合技术；两家公司还将共同实施欧洲
航天局委托的研发项目。 SpaceBus NEO
平台是一颗大型对地静止通信卫星，质量
为4至6吨；根据Thales Alenia Space的
信息，第一个在波兰制造部件的设施将于
2019年下半年进入轨道。

波兰航天局将授予空间工程领
域最佳毕业论文
2018-08-08
波兰航天局宣布了波兰航天局主席科学
奖竞赛，以获得空间工程领域最佳学生
毕业论文。 该竞赛面向颁发该奖项的
人在波兰大学完成本科或研究生学习的
人员，研究生论文应该从理论方面和实
际解决方案中提到广泛理解的空间工程
领域的问题。 比赛每年举办一次，波

兰航天局科学奖于2018年首次颁发，用
于2017/2018学年完成的文凭工作。 波
兰航天局主席的科学奖将颁发给两工程
学学士学位和硕士论文中的三个最佳论
文。 更多信息： https://polsa.gov.pl/
images/docs/Regulamin_Konkursu_o_
Nagrode_Naukowa_Prezesa_PAK.pdf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电动
摩托车在西班牙比赛中排名第三
2018-08-08
理 工 学 院 的 信 息 与 推 广 系 的 M i c h a ł 
Ciepielski通知道：“在巴塞罗那举办的
SmartMoto Challenge电动车竞赛中，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的获得了
第三名；理工学院的设计获得了第一名，
在静态并赛中获得了第二名，他们共同在
领奖台上迈出了三步。” 学生们带着他们
的Light Electric Motor Thunder设计前往
巴塞罗那，这种电动摩托适合在困难的地
形条件下行走；车重约120千克，功率为
30千瓦马力为40。 电池容量由学生独立设
计，允许以120公里/小时的速度行驶约90
公里。 得益于特殊的设计系统，电池可以
在几秒钟内更换。 在比赛中，所有车队首
先必须参加静态比赛来展示车辆的商业计
划和技术细节，然后进行动态测试：敏捷
性和加速测试。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参
加RoboSub半决赛
2018-08-10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们进入了加利
福尼亚RoboSub的半决赛，并获得了最佳
计算机模拟特别奖。 来自弗罗茨瓦夫的团
队是此次参赛的唯一波兰团队。 弗罗茨瓦
夫理工大学“Robocik”科学角成员创造
的水下机器人由玻璃纤维层压板制成，它
可以下降至水下100米的。机器人有7个引
擎和许多确定其位置的专用传感器，陀螺
仪和磁力计，压力传感器和检漏仪，即便
在最小的湿度也能发出信号。 它还有四个
摄像头分别在船头和侧面。 RoboSub竞赛
已经有20年历史，由无人驾驶汽车系统协
会基金会和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组织。

罗兹理工大学学生团队将参加
芬兰比赛
2018-08-13
罗兹理工大学的“铁人勇士”团队将于
2019年8月18日至19日参加超级高效汽
车Pisaralla Pisimmalle 2018国际比赛，
比赛将在芬兰的Nokia举行。 “铁人勇
士”是目前波兰最低燃烧类别的记录保持
者，Eco Arrow 2.2模型每1升燃油可以行
驶837公里。 目前，罗兹理工大学的学生
们已经开发出一种改进的结构，每1升燃料
超过一千公里。 新的Eco Arrow 3汽车中
使用的解决方案于2018年7月底在墨尔本
举行的国际工程师研究协会ISER上展示，
他们的研究将得到科学部 “最佳2.0！”项
目的资助。

西里西亚科学家的作品发表
在“计算智能研究”系列中
2018-08-14
卡 托 维 兹 经 济 大 学 知 识 工 程 系 的 J a n 
Kozak博士的专著“基于蚁群优化的决策
树和集合学习”在Springer出版的“计算
智能研究”系列中发布。 西里西亚科学家
的出版涉及使用计算智能的机器学习。 特
别是致力于使用蚂蚁算法学习决策树和分
类器。 “计算智能研究”系列在计算智能
的各个领域发表了新的成就和进展，出版
的书籍在以下数据库中被编入索引：
Web of Science，EI-Compendex，
DBLP，SCOPUS，Google Scholar和
Springerlink。 更多信息： 
h t t p s : / / w w w . s p r i n g e r . c o m / u s /
book/9783319937519

Photo by Steve Johnson from Pexels



317

AGH理工大学的UkuRobot
2018-08-16
Adrian Gołab  “教父”、“加勒比海
盗”和“梦中的安魂曲”音乐主题这些
主题和其他的旋律将由克拉科夫AGH理
工大学的学生创建的UkuRobot机器演
奏。UkuRobot已经在国际媒体上得到重
视。 UkuRobot由AGH理工大学机械工程
和机器人学院机电工程专业的四名学生： 
Jakub Grela、Adrian Gołąb、Mateusz 
Guzik和Łukasz Jurczak共同设计创
造。UkuRobot作为机电一体化设计课程
的一部分而创建。 UkuRobot设计的灵感
来自Lego Mindstorms吉他演奏机制。 学
生们决定用更先进的设计和机制来构建自
己的机器人，除了弹奏和弦之外，它还能
够演奏单个的音调。 更多信息： https://
w w w . y o u t u b e . c o m / c h a n n e l /
UCyEF5MPjtjXqIKuMOkunXig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的机器
人Sumo Masters在北京获得
银牌
2018-08-17
从8月10日到12日，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
学的机器人Sumo Masters参加了在北京
举行的2018 Robot challenge比赛并且
在3个不同的类别中获得了3枚银牌。 比亚
韦斯托克理工大学团队主管Rafał Grądzki
博士说：“每年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国参赛
者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比赛， 今年有来自30
个国家的1500个机器人参赛； 由此可见
中国的比赛在世界机器人比赛的重要性。 
我对于我们的团队在比赛中所取得的优异
成绩而感到十分的荣幸与自豪” 更多信
息： https://wm.pb.edu.pl/studenci/
kola-naukowe/projekty-studenckie/
sumomasters/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学生在
加拿大比赛中获得银牌
2018-08-20
来自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的学生和他们的ARGO火星车在加拿大国
际挑战赛中取得第二名的优秀成绩。 加拿

大国际挑战赛是对火星任务的模拟。 火星
车必须采集土壤样本并寻找生命，运行采
矿设备甚至找到受伤的宇航员，对宇航员
的太空服进行密封处理并输送氧气。 比亚
韦斯托克市长根据促进城市协议表示非常
支持建造Argo火星车。 参加比赛的项目是
作为由欧洲社会基金共同资助的业务计划
知识教育发展的“最好的2.0！”项目的一
部分而发展的。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科学家项目
在“领导者”计划中获奖
2018-08-21
克拉科夫工业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的
三个项目获得了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组
织的第九届“领导者”计划的奖项。 获得
奖项的项目是： Katarzyna Bialik-Wąs博
士的： “开发一种制备与纳米载体系统
结合的生物水凝胶材料的方法：药物作为
多隔室敷料，可治疗牛皮癣” ， Marek 
Piatkowski博士的： “Osteochit3D - 用
于牙科高级骨组织修复的个性化生物活性
3D打印海绵” Jolanta Pulit-Prociak博士
的： “开发基于纳米材料制备无毒活性物
质载体的方法” 。 每个项目均获得了120
万兹罗提的奖金。

英国宇航员将参加在波兰举行
的欧洲罗孚挑战赛
2018-08-24
欧洲航天局的宇航员Timothy Peake将于
2018年9月14日至16日参加在波兰举行的
欧洲罗孚挑战赛，这是波兰第四次举办此
比赛。比赛将在斯塔拉霍维采自然与科技
博物馆举行。 据欧洲罗孚挑战赛主办方介
绍，来自世界各地的400名参赛者将参加
竞赛。 在今年的比赛中，有来自六大洲
的50支团队，其中包括来自欧洲的创纪录
数量的团队。 在之前三届的欧洲罗孚挑
战赛中，共有700名参赛者以及7万观众。
波兰政府以“为太空部门创造未来专家的
来源”这一名称将该事件列入波兰太空战
略。 更多信息： http://roverchallenge.
eu/pl/home/

Photo by Steve Johnson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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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土木工程
学院获得技术大学认证委员会
证书
2018-08-27
西 里 西 亚 理 工 大 学 土 木 工 程 学 院 在
2017/2018至2022/2023学年获得工程和
硕士学位的高质量建筑工程认可，获得了
技术大学认证委员会（KAUT）的证书以及
欧洲质量EUR-ACE认证 该奖项证实了对土
木工程学院员工和教育资格的非常积极的
评估，以及教师毕业生的高素质 。 土木工
程学院与克拉科夫技术大学，格但斯克理
工大学和军事技术大学一起获得了KAUT和
EUR-ACE证书。  

华沙岩土工程会议
2018-08-28
波兰岩土工程委员会和华沙生命科学大学
地球工程系将于2018年10月4日至7日组织
第18届全国土力学与岩土工程会议和第7
届全国青年岩土工程会议。 根据华沙生命
科学大学报道，会议的主题是“波兰岩土
工程的挑战”，会议主要面向设计师、承
包商、专业公司员工、学术人员、学术人
员、博士生和岩土工程问题的学生。 作为
活动的一部分，将有四个主题会议：研究
和参数选择，建模和设计计算，威胁和建
筑物保护，以及专门用于运输基础设施的
会议。 更多信息： http://kkmgig2018.
kg.sggw.pl/index.php/en/

Chełm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是波
兰航海锦标赛的共同组织者
2018-08-28
2018年9月3日至9日在Chełm国立高等
职业学校的机场将举行波兰飞机导航锦标
赛，锦标赛组织者是波兰航空俱乐部与的
Chełm大学。 Chełm的国立高等职业学
校校长Arkadiusz Toil教授表示，Chełm
大学拥有的适当基础设施和组织航空活动
的经验将有助于确保竞争在最高级别进行 
，并且具有适当的安全性。 竞赛的赞助商
是波兰最大的包机航空公司--Enter Air，该
航空公司为Chełm的国家高等职业学校的
团队提供资金支持。 这是大学与承运人之

间合作的下一个阶段，迄今为止，这也是
招聘学生的试点。

“太空职业道路 “会议
2018-08-29
2018年8月30日，将在华沙举行“太空职
业道路”会议。  在活动期间，工业发展
机构的代表将介绍国内和国外机构的提
议，实施支持发展空间业务所需能力的计
划。 会议面向学生，学生科学界人士，
学员，青年研究人员和大学教学人员以
及空间部门公司的代表。 创业和技术部
长Jadwiga Emilewicz以及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届时将参
加会议。 会议注册地址： https://docs.
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e_
O819WGwqxz-sAYZ8QBifxnw8DbukXeT
rArpAA1Mc9Wk8Q/viewform

波兰人团队赢得了Smart 
Moto挑战赛
2018-08-29
来自弗罗茨瓦夫和卡托维兹理工大学的团
队赢得了在弗罗茨瓦夫举行的Smart Moto 
Challenge电动摩托车的国际竞赛，这
是在波兰第一次举办这种类型的活动；此
前，Smart Moto挑战赛在巴塞罗那和莫
斯科举行。 来自三所波兰和一所俄罗斯大
学的七辆摩托车参加了比赛。 比赛分为
两个级别 ：功率为30千瓦的车辆，来自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LEM Thunder车辆
赢得了比赛、功率为30千瓦的车辆，西里
西亚理工大学的Elektra车辆获胜。 参加
SmartMoto Challenge竞赛的大学团队
必须亲自设计和制造越野摩托车。 比赛的
主要目的是利用在实际工业项目中学习期
间获得的知识；比赛结果将评估摩托车及
其动态和静态能力以及团队在业务方面的
技能。 更多信息： http://pwr.edu.pl/
uczelnia/aktualnosci/udany-wystep-
robotow-z-pwr-w-pekinie-10958.html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机器人在
北京的比赛中取得了成功
2018-08-29
在北京举行的国际Robot Challenge 
2 0 1 8 比 赛 中 ， 弗 罗 茨 瓦 夫 理 工 大 学 的
学生赢得了三枚奖牌：金牌，银牌和铜
牌。 来自30多个国家的机器人和将近1.5
万人参加了在中国首都举行的比赛。 “
机器人棋盘”获得了金牌，其中使用了
来自FLASH Robotics的社交机器人Emys 
Pro；SpiceX 3000获得了银牌，它由来自
KoNaR，Revir 3D和Rapid Troopers科学
角的学生制作。 获得通牌的是Chen Shi
机器人，它的任务是尽可能快地击败有各
种障碍的路线。机器和障碍物移动的线路
中断，机器人应该避开。 自2004年以来
举办的Robot Challenge竞赛是世界上
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此类活动之一。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udany-wystep-robotow-z-
pwr-w-pekinie-10958.html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建造的残疾
车辆
2018-08-30
几年前由克拉科夫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
院 的 学 生 构 建 了 一 辆 残 疾 人 超 轻 型 车
辆“Buzz”将由机会批量生产。 在波兰
电视台播出的几个节目中，一辆汽车响应
了使用轮椅的人们的需求和大城市居民的
交通问题。 您只需用手就可以方便安全地
使用汽车。 用户不必特意从手推车换到汽
车 ，只需要把小车放入车辆里便可以轻松
卡在驾驶员座位上。 更多信息： http://
panorama.tvp.pl/38674929/auto-dla-
osob-na-wozk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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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火星探
测器在火星协会和NASA竞赛
中排名第二
2018-08-30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越野科学圈的学生设
计的火星着陆器“鹰”在火星学会和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组织的国际比赛中名列第
二。 竞赛的任务是开发一种着陆器概念，
允许10吨货物在2026年之前仅使用可用或
可能的技术开发到红色星球。 项目的实施
必须尽可能简单，最安全。 来自世界各地
的15名学生参加了比赛，来自法国和美国
的团队以及两个混合团体：德国--瑞典团队
和意大利—印度团队。 作为获得竞赛第二
名的奖励，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团队获
得了5,000美元奖金。 更多信息： http://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mars jansk i - ladownik-z -nagroda-
nasa-10961.html

雅盖隆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克沃
兹科的耶稣会修道院发现了无
价的文件
2018-09-03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的科学
家在克沃兹科的耶稣会修道院的档案馆工
作期间发现了无价的中世纪文献。 其中有
关教皇布勒的文件。 雅盖隆大学艺术史研
究所的Michał Kurzej博士提供的信息，
这是中欧国家档案馆以外最有价值的藏
品之一。 Michał Kurzej博士在与门户网
站“Dziennik Wałbrzych”的对话中补充
道：“这里保存了数十份中世纪羊皮纸文
件，其中有很多关于该地区历史的资料。 
这是研究克沃兹科山谷历史的宝贵资料 ”
。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建筑系学
生获得了#ValenciaCall比赛
2018-09-03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在国际
建筑竞赛#ValenciaCall中获得第一和第
二名，竞赛目的是在西班牙瓦伦西亚设计
社会住房。 比赛参与者必须考虑到历史悠

久的市中心和历史建筑的存在，以及当地
社区的需求，当地文化和传统，社会住房
的趋势和建筑的目的。 CasaEspañola
项目在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件作品中脱
颖而出。 CasaEspañola项目来自西里
西亚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Paweł Pacak
和Katarzyna Ponińska的作品，这是
一个基于西班牙城市氛围和居民生活方
式的项目。 Marta Błaszczyk、Anna 
Czapla、Filip Gawin、Kacper Kania
和Marlena Michalska的作品：El 
Espacio获得了比赛第二名；El Espacio
的三个重要元素是：多样性，隐私和开
放性。 更多信息: https://www.polsl.
p l / L i s t s / A k t u a l n o s c i U c z e l n i a n e /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361

rEVolution 18 国际会议九月将
在卡托维兹举行
2018-09-05
rEVolution 18国际大会将于9月12--13日
在卡托维兹举行，会议将专门讨论汽车和
运输行业在电动汽车和氢能技术方面所面
临的挑战以及智能城市基础设施的未来面
貌。 大会的赞助方之一是西里西亚大学。 
在会议期间，汽车和运输行业将与技术和
电信公司将出席会议、来自波兰和国外的
商业，学术界，公共管理和创业公司的代
表将参加会议。 大会包括与投资者和科
学，商业和行政代表的会议，与专家的会
谈，以及150多位专家的演讲。 大会的内
容分为七个主题曲目，演讲将分四个阶段
进行。

来自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
学的学生将参加澳大利亚
2018IMAV比赛
2018-11-21
来自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的学生将于
2018年11月23日参加在墨尔本举行的国际
微型飞行器比赛和大会。 比亚韦斯托克大
学机电一体化科学圈的学生将带着四架无

人机参加澳大利亚2018 IMAV国际无人机
比赛。 根据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提供的
信息，学生们制造的无人机是原装的，独
立构造的四转子，配有带专有软件的车载
计算机。 在比赛期间，无人机任务将包括
创建该地区的地图，在森林中找到受伤的
消防员，探测隐藏在地下的金属并找到模
拟威胁的位置。

“锡隆纳葛拉空间技术公园”
项目
2018-11-22
卢布林省宣布将实施“锡隆纳葛拉空间技
术公园”项目，技术公园将建在属于锡隆
纳葛拉大学的Nowy Kisielin的一块地块
上。 园区的概念是将现代化和专业化的
实验室，设备和试验台以及数据处理中心
结合在一起，其形象将与创新和空间领域
的公司所期望的研究和实施工作的方向相
对应。 技术公园最终将提高卢布林地区
的创新能力。4月卢布林省空间研究中心
PAS与锡隆纳葛拉大学签署了意向书，确
认了合作实施项目的意愿。项目和做伙伴
是HERTZ Systems 责任有限公司。 更多信
息： http://www.infoserwis.uz.zgora.pl/
index.php?rusza-konkurs-na-budow-
parku-technologii-kosmicznych

PKP集团与工业发展局共同寻
求铁路创新
2018-11-23
“创新＃铁路2023”竞赛已经正式开始，
初创企业代表可以提交适用于铁路的现代
解决方案。由四家铁路公司和风险投资基
金的代表组成的评委会将选出获奖者，并
且颁发极具吸引力的奖金。 竞赛将着重在
以下的几个解决方案： 铁路客运; 创新铁
路技术; 现代营销与生态，电效率，电动汽
车销售。 初创企业，中小企业和研发单位
代表均可参加竞赛。 被选中的解决方案开
发人员可以有机会在PKP集团的基础架构
中进行试点实施。竞赛由PKP股份有限公
司、PKP 城际股份有限公司、PKP 波兰铁
路股份有限公司、PKP CARGO 股份有限
公司和工业发展局共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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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波美拉尼亚理工大学汽车实验室
2018-11-26
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
系开设了致力于汽车主题的GlobalLogic
汽车实验室。 通过实验室学生将能够获
得汽车行业和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和软件领
域的知识和实践技能。GlobalLogic为实
验室配备了能够反映车辆车载电子设备和
现代汽车中的软件功能的设备。 在这里将
进行编程电子汽车系统，其中包括各种传
感器（例如接近传感器，温度）的实施示
例，以及由模拟和真实方向盘控制的简单
多媒体系统的课程。学生还将在实践中学
习用于各种电子组件之间通信的协议。

克拉科夫工业大学青年工程师日
2018-11-27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与每月建造者一起将于
2018年11月29日组织年轻工程师日。活
动将作为“年轻工程师的建设者”教育计
划的一部分举行。 活动当天将举行两个专
题讲座，第一个讲座将致力于现代建筑的
解决方案和技术。第二个讲座将基于已完
成投资的具体示例讨论工程挑战。 讲座
将由代表建筑行业最大公司的优秀工程师
进行。 更多信息： http://buildercorp.
p l / 2 0 1 8 / 1 1 / 1 4 / d z i e n - m l o d e g o -
inzyniera-krakow-29-11-2018/  

华沙理工大学学生设计的用卫
星发射日期
2018-11-28
SpaceX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于11月28
日星期三发射一枚猎鹰9号火箭。由华沙
理工大学学生建造的卫星将被放置在火箭
轨道上。 PW-Sat2任务中最重要的部分是
测试脱轨帆。项目的战略合作伙伴是波兰
Future Processing公司和FP Instruments
公司；他们参与了软件和购买车载计算
机。根据华沙理工大学提供的信息，发射
日期可能推迟于11月29日星期四。 PW-
Sat2项目于2013年启动。学生们在波兰科
学院空间研究中心，CEZAMAT先进材料和
技术中心以及华沙理工大学创新管理和技
术转移中心从事卫星部件的研究。

维也纳年轻建筑师的作品将在
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展出
2018-11-28
截止12月2日可以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
知识和科学技术信息中心看到年轻的维也
纳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的作品。 展览展示
了来自第11个维也纳设计办公室的年轻建
筑师的作品。设计师由奥地利首都当局的
赞助下组织的竞赛中选出。只有总部设在
维也纳的设计工作室才能参加比赛，并且
至少实施了一个项目，且工作室负责人年
龄不超过45岁。 YoVA 4是年轻设计师的
第四届竞赛，展览所附的目录是年轻一代
维也纳建筑师的集体组合。该展览是与奥
地利驻弗罗茨瓦夫领事馆合作举办。

奥波莱职业教育支持项目是欧
洲最好的项目
2018-11-29
奥波莱科技大学与区域教育支持小组，奥
波莱经济发展中心和奥波莱市政府合作实
施的“奥波莱职业教育更贴近劳动力市场
2”项目被认为是欧洲“欧洲卓越基金”
类别中最好的项目。 项目包括为大学的
中专学生和职业学校学生开设技术研究
预备课程。例如使用Arduino UNO电路
编程课程、AutoCAD支持、使用Lego 
Mindstorms EV3编程以及2D和3D计算机
图形。 项目还包括内燃机实验室的研讨会
活动，机器，设备和建筑结构的空气动力
学和流体动力学实验室，逆向工程自动化
和反射实验室以及教师培训课程“3D图形
建模和搅拌器中的物体动画”。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科学
俱乐部是Pro Juvenes比赛中
最好的团队
2018-11-29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Robocik”自动
化和机器人科学协会赢得了由波兰共和国
学生议会组织的Pro Juvenes竞赛。科学
圈的学生们因创意活动和创新项目而获得
了比赛。 自动化和机器人科学协会的主要
项目是自主水下机器人。2018年8月，机

器人参加了加利福尼亚的RoboSub比赛，
进入了半决赛并赢得了Unity环境中最佳
计算机模拟的特别奖并且进行了船测试。
学生们宣布建造一个新版本的机器人，
明年他们希望在比赛中获得更高的荣誉 
“Robocik”自1997年以来成立于机械工
程学院，是该大学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圈之
一。学生项目中包括使用人工神经网络，
工作视觉系统以及自动车辆模型对工业机
器人进行分类。

第十四届波兰 - 德国学生冶金
学院
2018-12-04
2018年12月6日至7日将在克拉科夫AGH
科技大学举行第14届波兰- 德国学生冶金
研讨会。活动由学生科学钢铁冶金学会组
织。 研讨会迄今已经举办了13年，同时在
德国的克拉科夫和弗赖贝格交替举办。金
属工程AGH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与TU 
Bergakademie Freiberg钢铁技术研究
所是项目合作伙伴。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
琴斯托霍瓦理工大学的代表以及捷克共和
国，日本，中国和乌克兰的学生也将参加
研讨会。

桑坦德大学数字日
2018-12-04
12月5日在卢布林玛丽亚斯科沃多斯卡大
学、12月6日在格但斯克大学及在格但斯
克科技大学、12月11日在罗兹大学以及
12月13日在华沙中央商学院将在桑坦德
大学数字的赞助下举办研讨会。 所有学
生都可以参加研讨会，在会议期间学生
们将能够听取有关劳动力市场趋势和要
求的讲座。 关于数字技术对职业生涯影
响的谷歌代表讲座将在每个城市举行。参
与者将学习如何在现代劳动力市场中照
顾他们的数字能力，以及如何规划他们
的职业发展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优
势。 更多信息： https://santander.pl/
santanderuniversidades-pl/digitalday.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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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罗兹理工大学的学生赢得
了第四届全国木桥比赛
2018-12-04
罗兹理工大学学生赢得了第四届全国木桥
比赛 来自罗兹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建筑与
环境工程学院的学生赢得了第四届全国木
桥比赛。这是罗兹大学的学生在去年也赢
得了比赛。 在2017年的比赛期间，罗兹大
学学生设计的桥梁可承重68.40 kN，今年
它的重量比上一年增加了近12 kN，正好是
80.89kN。 基于现代连接，主梁的木工解
决方案设计了悬挂结构。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毕业生获得
波兰建筑师协会荣誉奖
2018-12-06
波兰建筑师协会授予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毕
业生Piotr Lewicki和Kazimierz Łatak 2018
荣誉SARP奖。 裁判团强调Piotr Lewicki
和KazimierzŁatak的大部分项目都具有
独特的特征，可以确认这个地方的特征并
丰富自然和文化环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弗罗茨瓦夫的多户建筑，克拉科夫的犹太
区英雄广场的发展以及Cracovia体育俱
乐部的100周年纪念大厅。 Piotr Lewicki
和Kazimierz Łatak于1990年毕业于克拉
科夫科技大学建筑系。Kazimierz Łatak
也是土木工程学院的毕业生。1992年至
1999年期间，建筑师是克拉科夫科技大学
的员工。 更多信息： http://www.sarp.
org.pl/pokaz/honorowa_nagroda_
sarp_2018,2644/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胡的
住房建筑竞赛
2018-12-06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的学
生在“Habitat Now”全国比赛住房建
筑领域项目中获得了第一和第三名。 获
得第一名的是Katarzyna Ponińska，她
的“Connectiv住房”设计在比赛中获
得了第一名，她介绍道：“我的项目是注
意当今设计开发商住房时被忽视的重要方
面：安全。安全被理解为更高的社会意
识和更好的睦邻关系，而不是围栏，监

督或保护。是与自然的联系，代替城市
的农村生活。整体以城市街区的形式连
接起来，这使得项目更加真实和易于建
造。” 获得第三名是Wojciech Szkarłata
的“Sport＆Living Hybrid”项目。他的概
念是假设将大型设施与体育功能与多户住
房相结合，有利于人际关系和人与运动的
接触。

建筑采暖对弗罗茨瓦夫空气质
量的影响
2018-12-07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建筑与环境工程系的
研究人员将研究建筑采暖对弗罗茨瓦夫空
气质量的影响。研究由弗罗茨瓦夫市政
办公室资助。 波兰城市面临的一个大问
题是所谓的与固体燃料燃烧有关的低排
放：硬煤、褐煤、木材、生态豌豆煤或生
物质，这些皆用于供暖建筑物。科技大学
的科学家将开始今年的几个阶段的研究，
根据建筑物的特征参数确定固体燃料的热
源密度。 研究人员将检查供暖设施的实
际运行情况，由单一热源加热的区域，当
前房屋供暖方式变化的动态以及对计划变
更的社会态度。此外，现场测试将显示
配备烟雾/碳探测器的装置的百分比。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wspolne-badania-nad-
poprawa- jakosc i -powiet rza-we-
wroclawiu-11041.html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学生赢
得了2018 Robotex竞赛
2018-12-07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的学生在爱沙尼亚
塔林举行的2018Robotex机器人竞赛决赛
中获得了第二和第三名。 这是比亚韦斯托
克学生在世界冠军在环上建造和对抗机器
人的另一项成功。来自比亚韦斯托克理工
大学机械系的学生已经在中国，美国和罗
马尼亚的国际机器人竞赛中获得了比赛。 
作为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项目的一部分，该
团队获得了改善其建设和“最好的3.0！“
竞赛的财政支持。

罗兹科技大学与 威尔顿股份有
限公司合作
2018-12-10
罗兹科技大学与波兰威尔顿股份有限公司
将展开合作。  威尔顿是波兰最大的半挂
车，拖车和车身制造商同时是全球十大行
业制造商之一。 合作意向书由罗兹科技大
学校长Sławomir Wiak教授和威尔顿股份
有限公董事会主席Mariusz Golec签署。 
根据罗兹科技大学提供的信息，合作双方
表示愿意在学术界和威尔顿公司的合作领
域开展联合活动，教育学生了解经济合作
伙伴的需求，在公司内创建双学位课程和
实习机会。合作还将涉及为项目融资筹集
资金的联合研究与合作。

锡隆纳葛拉大学获得Elsevier奖
2018-12-11
锡隆纳葛拉大学于2018年在工程和技术类
别获得了Elsevier研究影响力领导者奖，用
于材料工程领域的出版物和引用。 在工程
和技术类别中，竞争非常激烈。指标的微
小差异证明，不仅在被提名者中，而且在
波兰所有大学中，这一水平非常均衡。获
奖者的出版物被引用率为117％。 引用率
是除了最负盛名的科学期刊的出版物数量
的增加，以及外国共同作者参与的出版物
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奖项旨在促进高质量
的研究和国际化，并确定和区分大学，这
些大学的研究工作对波兰科学在世界范围
内的知名度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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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H科技大学成为“现代材料
技术”竞赛的领导者
2018-12-12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宣 布 了 战 略
研 究 和 发 展 计 划 “ 现 代 材 料 技
术- TECHMATSTRATEG”的比赛结果。
议筹资的12个项目中有一半将在克拉科
夫AGH科技大学参与的联合体内进行。 
TECHMATSTRATEG计划涵盖五个战略领
域：建筑材料技术，光子和纳米电子材料
技术，功能材料技术和具有设计特性的材
料，无废料材料技术和可生物降解工程材
料技术以及能量储存和传输材料技术。 
TECHMATSTRATEG旨在刺激波兰经济的创
新和竞争力的增长。计划总预算约为2亿兹
罗提。

格丁尼亚创建SIR的波兰亚轨道
火箭
2018-12-12
SpaceForest公司的工程师正在研究SIR
火箭或亚轨道项目。 Perun作为由国家研
究与发展中心共同资助的项目的一部分由
SpaceForest公司设计。项目旨在制造第
一枚能够装载50公斤货物的波兰火箭，
最高可达150公里。计划在2019年第四季
度推出全尺寸火箭模型，火箭将在2022
年飞行。 根据SpaceForest总裁Robert 
Magiera提供的信息，Perun将能够为微
重力环境中的研究提供一个有利可图的平
台，并且可以成为波兰和国外市场上客户
的有吸引力的商业选择，为世界上这类服
务提供最低价格。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在爱沙尼
亚获奖
2018-12-12
科 学 圈 O F F - R O A D 在 爱 沙 尼 亚 著 名 的
Robotex 2018年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弗
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设计的火星探测器
天蝎座X获得了奖项。 天蝎座X是由OFF-
ROAD科学圈成员创造的第六辆火星探测
器。它采用模块化结构，其结构主要由航
空铝和聚酰胺- 轻质材料制成，具有优异
的机械性能。车辆的轮胎的特征在于非常

好的粘附性，因为它们由cordura制成并
填充有泡沫聚苯乙烯颗粒。 火星车有四轮
驱动，每个都由一个独立的BLDC 250W
发动机提供动力。它有足够的力量来克服
最苛刻的地形和障碍，例如洞和陡峭的方
法。 Robotex是针对机器人爱好者的最
大国际活动，在塔林的展览中心举行。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scorpio-x-nagrodzony-w-
estonii-11049.html

科学地理空间分析和卫星计算中心
2018-12-13
这 是 华 沙 科 技 大 学 与 埃 尔 布 隆 格
OPEGIEKA、Hexagon和Cloudferro公司
共同开展的CENAGIS项目的目标是建立世
界级地理空间科学分析中心，使用最新的
地理信息和IT技术。 “科学地理空间分析
和卫星计算中心（CENAGIS）以及地理产
品测试/认证实验室”项目将由马佐夫舍省
的区域业务计划共同资助。项目的价值接
近2500万兹罗提，其中来自欧盟的赞助为
1880万兹罗提。 根据华沙科技大学提供的
信息，对CENAGIS框架进行地理空间科学
分析的主要思想是开发用于工业，服务和
办公室的数据分析的新模型和算法。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设
计了格尔利茨住宅区
2018-12-13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开发
了用于扩建格尔利茨的Zentralhospital高
级住宅的项目设计。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
与当地市政厅建立了合作关系，项目是“
老年人住宅建筑”课程的一部分。 设施是
未来建筑师所关注的，建于1863年，是一
所老年人医院建筑。目前需要扩大和适应
残疾人的需求。主要指导方针是通过创建
6个模块，12-14个单人房和一个带厨房的
公共空间，公共餐厅和公共休息室来确定
的。房间配有小厨房和浴室 参与课程的学
生们在在Zentralhospital的一个特别展览
中展示了他们的作品，当地政府代表、投
资者和科特布斯的勃兰登堡工业大学的讲
师参与了该展览。目前，学生项目可以在
格尔利茨市政厅参观。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学生们展示
了Quarado汽车
2018-12-17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展示了他们最
新的设计Quarado汽车，新设计将参加
夏季的方程式学生比赛。Quarado汽车容
量为95马力的车辆仅重220公斤，并在3.5
秒内加速到100公里。 来自PolSl Racing
学生科学俱乐部的年轻工程师将SW-01赛
车进行了改装。改装的目标是改善汽车的
性能，通过减轻车辆重量，修改驱动单元
和底盘。 改装汽车重220千克，发动机功
率从75马力增加到95马力。它比原来的重
量减轻了60公斤，这也转化为更好的加速
度。Quarado汽车SW-02在3.5秒内达到
100公里/小时的速度，SW-01慢了一秒。 
现在改装汽车将通过测试然后培训赛车驾
驶员以提高他们在比赛中的技能。下一阶
段将实施开发工作，然后引入修改。

华沙航空研究所与Jenbacher
集团进行合作
2018-12-18
华沙航空研究所与Jenbacher集团签署
了合作协议。合作涉及科学研究，专业
知识和技术分析以及工程服务领域的合
作，特别是通过不断利用航空研究所的
实验室基地来满足Jenbacher集团公司
活动的需要。 Jenbacher Werke成立于
1959年，生产燃气和柴油发动机以及机动
车。2003年公司收购了通用电气。 INNIO 
Jenbacher GmbH＆Co OG是发电和气
体压缩领域的燃气发动机技术，动力设备
和数字平台及相关服务的领先供应商。波
兰公司Jenbacher公司专注于研究和开发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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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舒夫科技大学启动双重研究
2018-12-21
热舒夫科技大学将开展双重研究，全日制
学生将结合学习和获得专业经验。双重
研究学习将为机械工程和航空学院航空
工业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以及电气和计
算机工程学院的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提
供。 热舒夫科技大学教育副校长Grzegorz 
Masłowski教授说道：“双重研究体系在
波兰大学中越来越受欢迎。这是大学和雇
主活动协同作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双
重研究的目的是提高热舒夫科技大学学生
的关键能力和实践资格。双重研究将涵盖
72人，并将作为研究生学习的一部分进
行。

生态与管理学院青年建筑师日
2018-12-21
华 沙 生 态 与 管 理 学 院 青 年 建 筑 师 日 由
Builder杂志组织。来自不同大学的建筑系
学生和来自华沙两位建筑和施工技术人员
的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专属经济区市场
和国际合作部的Katarzyna Nowakowska
通知道：“青年建筑师日的参与者有机会
参加讲座，由杰出建筑师举办的研讨会以
及与几家公司的代表进行行业磋商。” 
经济大学校长Monika Madej博士，建
筑学院院长Małgorzata Leszczyńska-
D o m a ń s k a 和 “ 建 造 者 ” 杂 志 出 版 人
Marek Zdziebłowski诚挚的欢迎各位参加
活动，开幕演讲“医疗设施设计规范”由
Michał Grzymała-Kazłowski华沙生态与
管理学院的讲师和Archimed建筑工作室
负责人为大家带来。

AGH科技大学第26届国际会议
KomPlasTech 2019
2018-12-28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金属工程与计算机
科学学院与毕业生基金会协商将于1月13
日至16日在扎科帕内组织第26届“材料技
术计算机方法--KomPlasTech 2019”国
际会议。 会议是庆祝AGH成立100周年的
一部分。会议将介绍科学和工业代表在金
属加工各个领域的IT应用领域以及工业过

程管理领域的科学成果和交流经验。 更多
信息： http://www.komplastech.agh.
edu.pl/index.php

波兹南理工大学创建的Fokker 
D.VII飞机复制品
2019-01-02
波兹南科技大学重建了三架Fokker D.VII
飞机。飞机原型是1918年12月在波兹南的
Ławica机场被大波兰省起义者俘获的。 
1918年12月，波兰起义者在波兹南俘获了
300台德国机器，后来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期
间波兰航空的基础，并参与波兰- 布尔什维
克战争中。 飞机复制品重约400公斤（原
来重达540公斤）。它们的护套不同- 原件
是由浸渍的亚麻制成的，这是一种由聚乙
烯材料制成的复制品。飞机配备了基于大
众汽车元件的电子设备，航空电子设备和
发动机，以及机枪模拟器。螺旋桨是从专
业制造商订购的。 这些机器组成是理工学
院，省自治政府和波兰的Motosheet协会
组成的项目。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新实验
室
2019-01-03
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技术基本问题部
门建立了两个新的实验室。实验室配备现
代化设备装置，可以在实验室进行癌细胞
研究。 生物制药实验室包括在物理和药
理化学因素的影响下，组织和生物材料的
显微镜检查，癌细胞的研究和DNA的变
化。该实验室配备了原子力显微镜，可以
获得分辨率为单个原子尺寸的图像。由此
可以测试单个DNA链。 在生物医学测量技
术实验室中，将进行与使用光学技术测量
各种类型物体有关的研究。实验室可用于
通过活细胞和固定细胞中的荧光方法确定
细胞参数。 更多信息： http://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nowoczesny-
sprzet-i-rozwojowe-badania-nowe-
laboratoria-na-w11-11061.html

PW-Sat2卫星脱轨帆
2019-01-03
2018年12月29日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开
始与脱轨帆相关的实验。尝试发送信号进
行分发是成功的。 根据理工大学提供的信
息，卫星帆的开放发生的时间早于计划。
美国办事处负责跟踪空间碎片，这并设有
威胁PW-Sat2卫星的设施。2018年12月27
日，标有SCC＃39841的设施以约3.6 km 
/ s的速度通过PW-Sat2，距离仅为79米。 
脱铁帆会增加卫星的气动阻力系数，从
而降低其在轨道上的速度。随着时间的推
移，卫星将越来越低，直到它最终在地球
大气层中燃烧。根据华沙理工大学提供的
信息，这应该在12个月内发生。没有脱轨
帆的卫星将在轨道上运行长达20年。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宣布参加热
技术中应用计算技术竞赛
2019-01-04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热能技术研究所与工业
合作伙伴一起宣布在全国范围内竞争最佳
硕士论文，该论文将应用计算方法模拟热
和流动过程。竞赛旨在促进学生在更广泛
的热技术中应用计算技术的成就。 2018年
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提交的硕士论文和
优秀工程作品均可以参加论文竞赛。作品
可以用波兰语或英语书写。申请截止日期
为1月30日。 获得比赛第一名的获奖者将
收到每人3千兹罗提的奖金；第二名将获得
每人2千兹罗提奖金；比赛第三名至第五名
将获得每人一千兹罗提奖金。比赛评委中
有行业和软件公司的代表，有关最佳作品
及其作者的信息将传达给潜在的雇主。 更
多信息： http://www.itc.polsl.pl/index.
php?lang=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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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学生是
PGNiG青年创新大赛的获胜者
2019-01-07
来自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动力工程专业的学
生Jędrzej Wrzaskowski在第四届PGNiG
波兰石油和天然气采矿研究和开发项目
Young Innovation竞赛中获得第二名。
他参加竞赛的主题是“从DME获取氢作为
电动汽车元素的示范系统”。 获奖作品包
含解决储氢问题的建议。它假定使用合成
燃料DME（二甲醚）作为载体，然后在蒸
汽重整过程中回收氢气。小型装置使其可
以安装在由燃料电池驱动的电动车辆中，
从而能够以安全和生态的方式使用氢气。 
PGNiG的创新青年竞赛旨在从PGNiG集团
的活动领域中寻找创新理念，这可能会启
动研发项目的实施。

华沙理工大学开始建造PW-
Sat3卫星
2019-01-07
PW-Sat2项目副主席Dominik Roszkowski
在接受杂志“Chip”采访时宣布道：“
华沙理工大学动力与航空工程学院开始
建造PW-Sat3卫星。它将由下一届学生创
建。” 在4周内，PW-Sat2卫星执行了所
有计划任务。该任务的成功证明华沙理工
大学学生开发的帆技术可以帮助解决空间
碎片破坏探测器，船舶以及国际空间站的
问题。 由比头发薄10倍的聚酯薄膜制成
的脱轨帆的分布是卫星的主要任务。在执
行任务期间，还可以拍摄波兰历史上第一
张卫星地球卫星图像。照片将显示瑞典
南部、挪威上空的云层、北海和波罗的
海。 更多信息： https://radio.pw-sat.pl/
gallery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建筑系学
生获得2018最佳社会项目奖
2019-01-07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在
2018年最佳社会项目竞赛中获得了奖项，
奖项授予了残疾人在设计公寓时的帮助。 
获奖项目是联合建筑倡议（WIA），由残
疾人发展支持协会和PoPArch科学界共同

运作了8年。联合建筑倡议旨在帮助残疾
人消除建筑和技术障碍并进行沟通。WIA
还培训理工学院建筑学院和美术学院室内
设计与设计学院的学生，以创建符合通用
设计原则的项目。 获得比赛第一名的是
AmRest的Harvest项目，该项目与食物银
行共同实施。肯德基餐厅颁发了一项大规
模防止食物浪费的计划。

波兰航天局颁发空间工程领域
最佳学生毕业论文奖
2019-01-14
波兰航天局公布了科学奖竞赛空间工程
领域最佳学生毕业论文奖。 在本科论
文类别中，来自热舒夫理工大学的Piotr 
Skoczylas的“对修斯发动机提出可靠且经
济的亚轨道推进系统的建议”论文获得了
奖项； 在硕士论文类别中，来自华沙理工
大学的Michał Hało的“为欧洲罗孚挑战
移动机器人竞赛检测和识别标记”论文获
得了一等奖。 比赛旨在促进波兰大学学生
在空间工程领域的个人和团队成就，在研
究和使用空间领域开展教育活动并开展宣
传活动。

热舒夫科技大学毕业生获得
2019国际ArchiPrix竞赛提名
2019-01-15
热舒夫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与建筑学
院的建筑学毕业生Luiza Posłuszny的论
文“城市屋顶- 城市重建概念”获得A2019
国际ArchiPrix竞赛提名。 这是一个以双
年展形式组织的国际比赛，展示了来自世
界各地的最佳文凭项目。Luiza Posłuszny
在她的论文中专注于上方的空间研究，她
选择弗罗茨瓦夫来实施她的毕业论文。 
Luiza Posłuszny解释说道：“我的工作引
起了对具有潜力的非功能性场所问题的关
注，它是试图改善城市空间质量的核心，
可以自由塑造平屋顶，称为城市屋顶。” 
更多信息： http://www.archiprix.
org/2019/?m=22

航空研究所与Gyro-Tech公司
共同开发创新直升机旋翼
2019-01-17
航空学院完成了与Gyro-Tech创新航空公
司联合开展的研究项目。 项目开发的创新
直升机旋翼基于地面测试和空中测试已经
证明了全球质量和与目前市场上使用的产
品相关的最高竞争力。 根据航空研究所
提供的信息，作为“超轻型直升机创新型
复合转子”项目联合工作的一部分，设计
了两种类型的转子，其中一种是在航空学
院开发的一种创新型材，专门用于轻型直
升机的转子。 项目由来自航空研究所运
输和能源转换中心的Tomasz Szczepanik
负责，整个项目由智能发展业务计划共
同资助。 更多信息： https://youtu.be/
xjjYPnoeEn8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赢得
国际竞赛
2019-01-17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在国际建筑竞
赛中获得第三名。他们的设计的森林冥想
舱不仅可以深入集中，而且还可以生态
化。 竞赛的任务是开发一个全年独立的
一栋房屋，面积最大为15平方米，可以
站在拉脱维亚Bezdibene湖周围的森林
中。 小屋允被大自然包围，但它必须配
备厨房和卫生设施，供一个人供水和食物
供应，以及供暖。 设计的作者是Karolina 
Kiełpińska、Marta Lisiakiewicz、Emilia 
Oworuszko和Aleksandra Białkowska。
设计假设建筑将主要由木材制成，墙壁
隔热。 用于照亮内部的能量由光伏板提
供，并且建筑物通过加热油炉加热。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 k t u a l n o s c i / i c h - p r o j e k t - u l a t w i -
medytacje-na-lonie-natury-110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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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理工大学项目在第三
届TANGO竞赛中获得资助
2019-01-21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电气，自动化，电子
和计算机科学以及环境和能源工程项目
将获得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和国家科学中
心的资助。 获得资助的项目是： 来自环
境工程和能源学院的Sławomir Dykas博
士的“在两级流动中测量流体参数的探测
器，主要是在湿蒸汽中”项目； 来自电气
部门的Paweł Karasiński教授的“在生物
医学应用的创新光子测量系统”项目； 来
自自动化，电子和计算机科学系Krzysztof 
Psiuk-Maksymowicz博士的“三维血管
网模型的应用”项目。 资金来自实际使用
TANGO基础研究成果的支持计划。共有
11个项目在竞赛中申请资助，其中6个项目
获得了资助。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铁路交通工
程实验室
2019-01-24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正式启用铁路交通工程
实验室，实验室配备了克拉科夫大学创建
的铁路交通模拟器。 实验室由12个计算机
站组成。模拟系统的假设和功能类似于在
职人员的培训和职业发展过程中使用的模
拟器。 自2014年以来，克拉科夫科技大
学继续开展铁路交通工程实验室的准备工
作。项目由铁路运输办公室在去年的“铁
路运输安全文化”竞赛中颁发。

科沙林科技大学新表面工程研
究和实施中心
2019-01-25
科沙林科技大学成立了表面工程、工艺设
计和模拟以及振动声学研究和实施中心。
项目价值为335万兹罗提。 中心将改进和
扩大该大学在表面处理领域的研究和服
务，包括热处理，热化学，等离子和PVD
涂层（硬化剂的应用）。科技大学拥有
使用PVD涂层和基于碳的类金刚石涂层
的设备。 科沙林科技大学副院长Witold 
Gulbiński教授说道：“我们的行动是修改
工具表面以增加其耐用性。这可以通过等

离子氮化和抗磨损涂层的应用来实现。” 
配备耐磨涂层的工具通常可以延长其耐用
性，从而降低生产成本。科技大学实施了
几个此类研究和开发项目。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基辅国立
建筑大学合作
2019-01-25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基辅国立建筑与建筑
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合同将持续5年，在
教育、研究和管理领域展开合作。 合作包
括包括学术人员和学生的交流，学徒学习
的关心，广泛理解的教学和实施研究计划
领域的合作，以及对博士研究参与者的联
合科学关怀。 基辅大学的校长Volodymyr 
Tkachenko教授说道：“作为乌克兰方面
的代表，我很高兴有机会与波兰的一流技
术大学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建立合作关系。
我们的大学的特点是科学和教学活动非常
相似，这将进一步促进我们的合作。我将
支持发展协议中所写的所有合作方向。”

CRT生产玻璃板发明
2019-01-31
华沙陶瓷和建筑材料研究所陶瓷和混凝土
部门的员工获的 “使用CRT从废CRT玻璃
和玻璃板生产玻璃包层或外墙包层的方
法”发明已获得专利保护。 发明可以从
CRT玻璃的废碎玻璃和少量通常可用的无
机材料获得玻璃板。 根据研究所提供的信
息，发明已经提交给欧洲专利局以便在其
他欧洲国家进行保护，其高水平也得益于
陶瓷瓦制造商打算将其用于工业规模的玻
璃砖生产的兴趣。

华沙科技大学的学生改变了斯
塔拉霍维采
2019-01-31
华沙科技大学的大地测量和制图学生访问
了圣十字省斯塔拉霍维采市 访问应市政府
的邀请，也是多年来合作的结果。 在市政
办公室举办的定居点和市政设施变化研讨
会上介绍了项目。 斯塔拉霍维采市市长
Marek Materek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
强调，4年前提出的关于城市公园新发展的

学生项目正在实施中。今年华沙学生的提
案也将得到落实。

热舒夫科技大学将创建飞机机
械课程
2019-02-01
热舒夫科技大学与区政府签署了合作协
议，将在热舒夫科技大学Łańcut地区的分
校课程中创建飞机机械课程并且招聘航空
技师课程和航空电子技师。 位于Łańcut
地区的热舒夫科技大学同时也与EME Areo
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 EME Areo公司是
航空业巨头，是德国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
司和MTU航空发动机公司的合资企业，正
在热舒夫附近的Jasionka地区建造一座工
厂。工厂将维修最新一代的飞机发动机。
工厂将创造一千多个工作岗位，其中一半
的工作岗位飞机机械师。公司将帮助开设
新课程的培训课程，并在实习和实习方面
进行合作。

Luiza Leszkowska是波兰航天
局比赛获奖者
2019-02-01
Luiza Leszkowska 毕业于格但斯克科技
大学的电子和电信专业，获得了波兰航天
局竞赛的第三学位科学奖。 她的论文“
一个多层平面天线，上面有一层用于X波
段卫星应用的上层”获得了奖项，论文介
绍了一种新的天线设计。论文在Łukasz 
Ku las来自电信和信息学院微波和天线
工程系的Mateusz Rzymowski的监督下
完成。 Luiza Leszkowska的概念可用于
CubeSat型纳米卫星，例如用于在星座中
工作的卫星记录的图像的快速传输。她也
将加入主题为“CubeSat纳米卫星的圆极
化天线”项目的工作中。项目的推广者是
Krzysztof  Nyka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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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启动跨学科
纳米技术课程
2019-02-01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启动了由大学七个学院
实施的纳米技术跨学科领域的研究生课
程。课程将在夏季学期进行，设计模式为
个人学术关怀。 学生将获得物理，化学，
材料工程，设计，结构的新的跨学科知识
和工程材料的性能，并与使用用于在纳米
技术的现象和过程的数值模拟现代化的计
算机工具的能力相结合的生产技术。 毕业
生将可以在高科技产业公司工作，工作领
域涉及到电子，光电子，光学，光子学，
医学，制药，环保，汽车工业，航空航
天，机械，纺织服装，化妆品，农业和食
品工业的现代技术行业。

奥波莱科技大学新电子显微镜
2019-02-01
奥波莱科技大学成立了专门的实验室材料
工程与能谱仪（EDS），能够在放大倍数
达30万倍的扫描电子显微镜JSM-840A系
统上。 新的显微镜与X射线EDS结合是一种
强大的工具，可以确定样品的元素组成。
其尺寸为几微米。创建地图中具有微米空
间分辨率的较大的样本区域元素的分布。 
用EDS系统扫描电子显微镜是用于表面，
地下区域和材料结构的特性的有用和日益
普遍的技术。可以在非常高的放大倍数下
观察样品。

AGH科技大学建造了“星球大
战”机器人
2019-02-04
来自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根据星球大
战传奇的最新部分制作了BB-8机器人的
克隆品。 Weronika Muszyńska是AGH
金属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的学生，她的作
品“BB-8移动机器人的构建和控制软件的
实现”克隆了星球大战的机器人。项目以
1：1的比例制作并使用3D打印技术制作
的零件。 Weronika Muszyńska制作的模
型可以移动，用户可以使用由构造函数编
写的专门编写的应用程序和软件来管理。 
BB-8的移动方式与电影原型相同。

波兹南警察测试巡逻和干预车
辆原型
2019-02-06
“Preatorian”是警察的巡逻和干预工
具，由波兹南经济大学专用车辆参与创
建，接下来将进行测试阶段。 车辆原型
由三个合作伙伴共同研发：波兰国土安全
平台协调员、目标公司UEP科学合作伙伴
和 GERMAZ工业合作伙伴。项目旨在创
造一种最适合警察需求和期望的车辆。 在
Praetorian原型的工作期间，创建了20种
专有解决方案，确保了车辆的多功能性和
完整配置的可能性。这辆车既可以在日常
巡逻中使用，也可以在确保比赛或音乐会
等大型活动的情况下工作。  

西里西亚海峡和上维斯瓦河航
道“机遇与挑战”挑战
2019-02-12
西里西亚大学水中心与克拉科夫理工大学
工程水管理系共同邀请各位参加上维斯瓦
河西里西亚海峡和水道的科学会议“机遇
与挑战”。 会议期间将讨论关于波兰内
陆水路运输的计划发展、运输多样化的机
会。 并且涵盖西里西亚海峡的历史和上维
斯瓦河的航道、目标、路线、完工阶段、
阶级、机车车辆以及计划的工程范围;水
文和水文技术条件和水资源管理的功能以
及现在和未来的空间条件以及战略指示主
题。 组织者承诺将讨论西里西亚海峡建设
的经济和经济影响，上维斯瓦河航道的现
代化以及工业环境与政府机构和地方自治
合作的原则。

Jerzy Lis教授获得桥梁建筑奖
2019-02-13
来自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Jerzy Lis教
授获得“桥梁建筑奖”。 奖项由美国陶瓷
协会每年授予一位为陶瓷工程的发展做出
了独特贡献的非美国籍科学家。 奖项于
2019年1月22日至27日在佛罗里达州代托
纳比奇举行的第43届国际ICACC高级陶瓷
与复合材料国际会议及博览会上颁发。 这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家会议之一，也是
陶瓷行业的代表。 Jerzy Lis教授应邀发表

题为“通过快速高能技术处理复杂陶瓷材
料”的公开讲座。

“西门子工程师4.0”项目
2019-02-13
截止至2019年3月3日可以申请由西门子组
织并指导技术大学学生的“工程师4.0”
计划。 项目将包括专业研讨会，参与者将
有机会在4月前往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计
划的合作伙伴是展望教育基金会和企业家
和技术部。 与会者将接受西门子董事会
成员和库卡和戴姆勒等公司工业技术领域
专家的研讨会。 “工程师4.0”教育项目
是西门子和展望教育基金会“妇女在技术
行业的潜力”倡议的一部分，基金会支持
女性在工程专业领域的职业生涯。 更多信
息： www.siemens.pl/inzynierki4-0

热舒夫科技大学的双学位研究
2019-02-14
热舒夫科技大学的双学位研究招生工作将
持续至2月14日。 双学位研究课程将为航
空业以及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的机械工程
专业的学生提供教育 研究旨在结合科学和
获得专业经验的研究目的是提高热舒夫科
技大学学生的关键能力和实践资格。 机械
工程与航空学院将开设一个新的研究生学
习领域，具有三个专业的实用概况：机械
和机械工程，机电一体化和飞机发动机。 
电气工程和机器人技术学院将在电气和信
息学院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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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诺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将与
德国达姆施塔特大学合作
2019-02-18
莱斯诺国立高等职业学校与达姆施塔特德
国应用科学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合
作协议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大学代表团访问
莱斯诺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期间由由Maciej 
Pietrzak教授签署。合作内容包括莱斯诺
学院所有在电气工程和机电一体化领域的
毕业生如要在德国继续进行硕士生研究学
习则无需考试，没有课程差异和学费。 合
作协议的条款还包括德国政府在德国著名
公司提供的带薪实习机会。 Hochschule 
Darmstadt-应用科学大学是德国最大的职
业大学之一，提供超过50个学习领域。 约
有1.5万名学生，其中约18％是外国学生。

波兹南大学科学家已经赢得了
投资发展部竞赛奖
2019-02-18
波兹南大学科学家赢得了投资部长奖金
和发展论文，博士论文和适应训练和出
版物在建筑和建设，规划和区划等领域
的奖项。 博士后论文类竞赛的获奖者
是：Agnieszka Rumież 的博士论文“即
兴在建筑创作中的一种策略”，论文导师
是Piotr Marciniak教授和Jerzy Suchanek
教授。 硕士论文类的获奖者是： Adam 
Jankowski的论文“储备懒惰设施的科学
站”，论文导师是Maciej Janowski 博
士； Adriannie Pocion 的论文“黑山的疗
养院诊所”，论文导师是Agata Gawlak
博士。

格丁尼亚格莱美颁奖典礼设计
灯光墙
2019-02-19
来自格丁尼亚波美拉尼亚科技园区的波特
曼定制灯光公司工作室为美国音乐界奖项
2019格莱美颁奖典礼设计了灯光墙。 格丁
尼亚设计的灯光是Miley Cyrus和Shawna 
Mendes演出的主要元素，在此期间艺术
家演唱了“In your Blood”中的歌曲。 波
特曼定制灯的制造商在2017年就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当时他们的复古配件首次出现

在奥斯卡音乐盛会期间。 他们还证明，来
自世界各地的灯光设计师对波兰灯光的热
情不仅仅是新鲜事物的结果，而是确认“
波兰制造”的灯具在国外舞台上已经稳定
下来。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建筑系的学
生在国际比赛中获奖
2019-02-21
来自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建筑系三年级的学
生Karolina Słomiany、Natalia Tadla和
Kamil Wróbel 在国际比赛“La Ville 城市
设计”中获奖，获奖作品是为卡托维兹市
中心的建筑物设计。 获奖团队说道：“我
们在卡托维兹市中心设计了一个一百米高
的建筑物，建筑物的旁边是火车站。卡托
维兹位于波兰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我
们的想法是设计一个不仅环保而且有助于
清洁空气的建筑物 。” 获奖团队的设计理
念是使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群可以生活的更
舒服一些，就像生活在郊区一样，享受绿
色植物为生活带来的好处。建筑物同样也
适合残疾人士使用，拥有适合每个人的绿
色屋顶。还有一个自行车地下停车场来支
持生态交流。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科学家创
造了波兰第一台伸缩装载机
2019-02-21
来自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科学家创造了波
兰第一台伸缩臂叉装机AGroLeo。它比具
有相同容量的其他装载机更窄，更灵活。
机器将用于农业和建筑。 AGroLeo是市场
上最常见的伸缩装载机种类之一，能够在
空间相对较小的情况下运行。它可以在任
何区域移动，包括窄方块甚至建筑物。虽
然它本身比较窄但是机器臂的中央调节确
保了车辆的良好稳定性。 格但斯克科技大
学液压与气动团队与Hydro-Metal Adam 
Gordziejczyk公司共同合作为车架和装载
机吊杆进行了液压驱动设计、施工文档和
强度计算。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完成“欧洲
技术遗产”项目
2019-02-27
2019年四月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图书馆与
AGH科技大学共同合作实施3年的“欧洲
技术遗产”项目正式结束。项目旨在创新
的IT环境中推广技术科学领域的历史和当
代出版物。 项目将6000余册还没有经过
这个过程在其他科研机构的书籍和杂志进
行了数字化。从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图书馆
的馆藏中选出了一系列关于利沃夫的出版
物和1945年以前在这个城市出版的作品和
16至20世纪出版的版画。AGH科技大学
的主图书馆选择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期刊
集。 EDT收藏将成为普及技术科学，自然
科学，建筑，艺术，历史，文化和图书馆
旧书的发展问题的认识。

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太空采矿
研讨会
2019-02-27
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空间研究中心将于
2019年2月28日组织“太空采矿：波兰和
国际航天工业的视角”研讨会。 活动合作
伙伴是来自波兰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和海
牙国际空间资源治理工作组的专家，他们
将分享空间采矿技术和法律方面的知识。 
工程师、经济学家和律师将参加会议并且
在会议上回答有关在空间条件下提取原材
料的关键技术方面的问题、学习如何在波
兰法律中规范宇宙采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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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科技大学学生建立压缩空
气储能模型
2019-03-01
华沙科技大学储能科学圈的学生正在开展
一个建立压缩空气储能模型的项目。 华
沙科技大学储能科学圈的项目已经接近
尾声，储存能量压缩空气（压缩空气储能 
-  CAES），其设计团队已经工作了好几个
月。 学生完成了大部分由在建筑工作的“
准备阀的部件用于控制所述流动，管的  制
备，罐被连接到所述空气密封所有的连接
和热交换器的结构”  。 该模型采用绝热
技术制造，这意味着来自压缩过程的热量
用于在涡轮机之前加热空气。这是一项创
新技术，因此可以避免“需要从系统外部
带来能量”。 项目的最后阶段将是特斯拉
涡轮机的建造，该涡轮机将驱动小型发电
机。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
学工程师
2019-03-05
华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环境与生
物经济生物技术系研究小组Jastrzębska 
Spółka Węglowa创建了一个与工业合作
战略的项目。 项目名称为“JSW S.A.水和
废水分析研究“ ，在欧盟有效指令方面，
新“水法法”的规定是根据华沙红衣主教
大学校长和JSW管理委员会达成的协议签
署的。 研究服务的实施包括在适应新“
水法”的要求和欧盟指令的规定方面，发
展“Knurów-Szczygłowice”矿的水和污
水管理的正式和法律地位。

西波美拉尼亚大学获得欧洲研
究研究
2019-03-05
西波美拉尼亚大学法学院在机械工程和什
切青技术的机电一体化进行了两次课程：
材料工程和运输。课程获得了EUR-ACE欧
洲研究证书。 证书有效期为5年。证书证
明了大学的高质量教育，而且这种教育是
按照专业机构和认证程序制定的标准进行
的是基于学习成果。 EUR ACE证书是由欧
洲网络工程认证准备了证书。其中很重要

雇主谁接收，确保在知识，理解和实际操
作技能方面的候选人的能力都符合按照公
认的欧洲标准和原则，在工程教育领域的
国际标准。

尼萨国家高等职业学校成立建
筑模型工作室
2019-03-07
尼萨国家高等职业学校技术科学研究成立
新的工作室建筑模型工作室。学生们可以
创建自己的不同类型的建筑和城市综合体
的模式。 在新的实验中学生们可以接触到
先进的设备模型装配，其中包括：数控铣
床，小型室内漆了一套压缩机和喷枪，木
材和塑料，以及其他微型工具的处理功率
造型。 实验室建筑模型完美地补充了教育
基础设施架构、实验室建筑材料、绘画工
作室、绘画工作室、雕塑工作室、配有专
门的CAD和CAE和工作室为学生计算机实
验室。

NIKISZ 4.0项目
2019-03-11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城市发展专业规划以及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讲开始
进行战略和项目工作，项目将作为卡托
维兹市组织的NIKISZ 4.0项目的一部分进
行。 项目旨在为学生团队制定卡托维兹
Nikiszowiec区后工业区和设施的跨学科，
变型发展战略和概念。最佳项目将获得由
卡托维兹市资助的金融奖项。 城市发展规
划专业的学生的工作由Adam Drobniak
教授、经济大学和战略与区域研究系的
RadosławCyran博士进行协调。

格丁尼亚MUSE无人艇项目在
瑞典获奖
2019-03-13
来自格丁尼亚的Sears Technologies公司
获得了MUSE无人地面探测器项目的Stena 
Line螺旋桨奖，项目用于水文和水文研究
的转移工具。 Stena Line Propeller奖每年
授予波罗的海地区年轻创新公司ICT和海洋
技术领域的企业家奖。奖项在瑞典卡尔斯
克鲁纳的创新日会议上颁发。 MUSEMUSE

无人地面探测器在Spitsbergen波兰极地
站进行了研究工作。探测器由格但斯克大
学海洋学和地理系的科学家进行试验，收
集样本并在Hornsund峡湾的冰川前方检
查水。 尽管在极寒条件下进行探测，但
MUSE通过提供来自不同深度的数十个样本
和测量结果，全面实施了研究计划。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获
得2019 SAE航空设计奖项
2019-03-14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在德克萨
斯州沃思堡举行的2019 SAE航空设计飞
行建筑中获得了五枚奖牌，其中包括两枚
银牌和三枚铜牌。来自世界各地的80多个
团队参加了此次比赛。 Jet Stream团队
的飞机参加了高级和微型课程。他们制造
的机器的翼展分别为3.65米和1米。 高级
课程中的任务是模拟火星殖民化的任务。
第一部分包括升高到约30米的高度，并
向目标投下数十个泡沫足球和十几个半
升的水瓶。下一阶段的目标是放下连接
到母机的三个全自动滑翔机。 Micro类别
中的任务是在最轻的平面上传递尽可能大
的重量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折叠机器。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udany-wystep-naszych-
lotnikow-na-zawodach-w-usa-11120.
html

格利维采有色金属研究所高性
能3D打印技术项目
2019-03-15
格 利 维 采 的 有 色 金 属 研 究 所
是“3DMPWIRE  - 使用铜基金属丝形式
的高效3D打印技术”项目的领导者。 项
目将生产技术将采用铜基合金开发，使用
3DMP（3D线材印刷电弧添加剂制造）
，可抵抗侵蚀性腐蚀环境（海洋）。该项
目开发的技术将用于生产等 用于船舶涡
轮机，螺旋桨和其他元件的叶片，适用于
海事行业。 由欧洲创新和技术原材料研
究所资助的升级项目由一个由以下组成的
联盟进行：波兰有色金属研究所、德国
Gefertec有限公司、西班牙Tecnalia、意
大利ENEA和比利时根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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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国际agrafa设计会议
2019-03-18
卡托维兹美术学院邀请各位于4月4日至4
月5日参加第6届2019a graria国际设计大
会。活动计划对最新的学生成绩进行国际
评审并举办设计研讨会。 组织者宣布会议
期间将讨论如何利用21世纪的非凡可能性
提升设计，设计将考虑日常生活的外观，
在什么环境下我们将建立关系并接受挑战
并预测设计师在未来情景中将扮演什么样
的角色。 会议以一个共同的名字发生的
一系列设计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
纪90年代初期，当时组织了全国美术学
校学生平面设计评论。Agrafie自2007年
以来一直参与致力于平面设计任务的国际
会议。 更多信息： https://agrafa.asp.
katowice.pl/

华沙理工大学与Polimex-
Mostostal合作
2019-03-18
华沙科技大学校长Jan Szmidt教授与
Polimex-Mostostal董事会主席Krzysztof 
F igat以及Pol imex-Mostostal副总裁
Przemysław Janiszewski签署了科技合作
协议。 合作将科学和研究潜力与波兰工程
和执行公司领导者的实践知识和经验相结
合，有助于发展能力，促进建筑，能源，
石油，化学和天然气行业以及生产方面的
最佳实践。计划在许多领域开展合作，包
括教育，发展，投资和现代化项目。 合
作假定为华沙科技大学的最佳学生和毕
业生实施奖学金计划，作为投资以建立
Polimex-Mostostal集团未来员工的主管人
员的支持。合作协议还规定了组织专门为
公司工程和技术人员提供的培训课程和研
究生课程的合作。

西里西亚大学广播电视学院获
得2019国际建筑竞赛
2019-03-19
西里西亚大学广播电视学院的建设赢得了
2019国际建筑竞赛波兰版大奖。 通过授
予大奖赛评委会赞赏卡托维兹电影学院新
总部作为现代建筑的优势，巧妙地刻录当

地背景并结合北欧和南欧文化的经验。获
奖设计的作者是Baas Arquitectura、第5
组建筑师和Małecki设计事务所。 砖奖是
一项使用陶瓷材料区分建筑与原始建筑的
奖项，由Wienerberger公司组织，目前
已组织了14届国际竞赛（在波兰举行了4
年）。Wienerberger公司生产此类材料。
获奖的实现将代表Wienerberger Brick 
Award 2020世界版的波兰建筑。 更多信
息： https://www.us.edu.pl/grand-prix-
brick-award-2019-dla-wydzialu-radia-i-
telewizji-im-krzysztofa-kieslowskiego

波兹南国际博览会
2019-03-20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木材技术系的毕业生
Zuzanna Klore的用于睡眠，储存和工作
的多功能家具在波兹南国际博览会上获得
金奖。 SMART是一种多功能家具，主要用
于小空间。它同时具有三个功能：睡眠，
工作和存储。周到的设计确保安全和直观
的使用。最具特色的元素是旋转台面，所
以可以SMART在任何位置使用。 项目由波
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创新与技术转移中心团
队开展的商业化进程。获得工业设计的技
术许可的购买者是Idźczak Meble公司。 
去年SMART家具还获得了“家具钻石”
奖。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参加
美国CanSat比赛
2019-03-21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将参加国际比
赛CanSat美国决赛。比赛模拟真实的太
空任务即火箭发射探测器弹射装置内的特
定高度，地面站控制所有设备参数 学生
将建立一个小探头，这将在700米，坠落
的高度掉落，收集数据。单位重量为500
克，探针必须是特定的尺寸（12.5厘米，
直径30厘米长），并且其施工的成本不会
大于1000美金。设计必须能承受30G的过
载和极高的温度。 德克萨斯州斯蒂芬维尔
机场的比赛将于6月中旬举行。来自世界各
地的40个团队将参与其中。组织者目前不
会透露这些团队所在的国家和大学的具体
信息。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pl/

uczelnia/aktualnosci/pwr-aerospace-
poleci-do-teksasu-na-zawody-sond-
kosmicznych-11131.html  

推广波兰最大风洞的新电影
2019-03-26
华沙航空研究所展出了一部在波兰国家滑
雪跳伞队进行飞行试验时拍摄的电影，这
部电影是在波兰最大的风洞中进行拍摄
的。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运动员参
与下展示该设施研究能力的影片。 电影展
示了波兰和中欧和东欧最大的风洞（T-3）
，配备了航空研究所的空气动力学研究实
验室。设施的规模和研究能力令人印象深
刻。测量空间直径为5米，长度为6.5米。
发动机功率（5.6兆瓦）和最大风速（90
米/秒）允许航空学院隧道进入世界领先
的风洞。 更多信息： https://youtu.be/
dhkvH7mLZRo

格但斯克大学博士生将创建一
个历史悠久的电脑游戏
2019-03-26
格但斯克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项目“现代
传播历史研究成果的方法”获得了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资助的2019年科学传播计划的
资助。 项目作者是来自格但斯克大学博士
生Wacław Kulczykowski，他在2015年执
行了类似的任务。作为由波兰科学基金会
资助的“Archaeology Live＆Online”项
目的一部分，他与Mateusz Sokalszczuk一
起负责创建在线教育游戏“Excavate！”
。 游戏使用了马萨诸塞州Kulczykowski在
Nowy Monastyrzysk历史悠久的墓地进行
的真实考古研究。游戏目前已经获得了国
际影响力，已播放超过一百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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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们
建造了一艘太阳能船
2019-03-26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动力工程和能
量学院的“Flow”和“Płomień”研究
小组的学生正在建造一艘太阳能船。机身
制作的复合形式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在
奥得河上进行第一次浮力测试。 太阳能
船长约5.5米、配备面积为6平方米的光伏
板、还将配备水翼即安装在机身下方的特
殊轴承襟翼。当船行驶时它们会使船体
从水中升起，由此阻力减小并且船可以
更快地流动。 太阳能船将于7月参加在摩
纳哥举行国际比赛，这是世界上规模最
大、最负盛名的赛事。不仅大学团队参与
其中，而且还有专业的建设者团队。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lodz-solarna-wkrotce-na-
odrze-11139.html

热舒夫科技大学举行
CNM2019纳米和微观会议
2019-03-27
热舒夫科技大学将举办Nano和微观会议
CNM2019。活动将于今年7月作为国家
学术交流局项目的一部分，由热舒夫科技
大学、波兰科学院技术基础问题研究所和
波兰科学院力学委员会共同组织。 CNM 
2019会议是一次致力于微观和纳米力学的
国际会议，每两年在波兰举行一次。本次
会议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界和工业界
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讨论纳米和微观力学
的最新发展和未来变化。 会议旨在熟悉纳
米技术和微技术在机械、流体、物理、化
学、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领域的多学科领
域的最新知识。

Photo by Hitarth Jadhav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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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科学院空间卫星研究委员
会部门新主管
2019-03-28
Piotr Wolański教授在任职16年之后将不
再担任波兰科学院空间与卫星研究委员
会主席。波兰科学院院长任命了来自波
兰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的Zbigniew Kłos
教授为新委员会主席。 Leszek Loroch博
士、Adam Okniński博士和dr Grzegorz 
Brone博士被任命为波兰科学院主席团的
空间与卫星研究委员会成员，任期为2019-
2022。 航空学院航空航天技术中心主任
Leszek Loroch博士当选为波兰科学院空间
与卫星研究委员会副主席。 航空学院空间
技术系主任Adam Okniński博士当选为波
兰科学院空间与卫星研究委员会第二任副
主席。Adam Okniński博士创建了空间与
卫星研究委员会，Grzegorz Brona博士是
波兰航天局主席。

波兰华沙发展导弹技术会议
2019-03-28
波兰航天局和华沙航空研究所将于2019年
4月16日组织“波兰开发和应用导弹技术新
开放”会议，会议将在航空学院举行。 活
动旨在介绍与导弹技术有关的国家研究和
工业实体的成就和潜力，并指出波兰军队
在该领域的兴趣领域。 波兰科学院空间与
卫星研究委员会名誉主席Piotr Wolański教
授将在会议的开幕致辞并专门讨论波兰推
进火箭推进的历史。 会议由企业和技术部
赞助举行。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夫斯科德沃
斯卡大学编程学院
2019-03-29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夫斯科德沃斯卡大学编
程学院的一部分组织的竞赛“算法和数据
结构”和“编程基础”课程的参赛作品已
经开始。 课程面向广泛对编程感兴趣的
学生，旨在向卢布林省的学校学生普及信
息技术。活动组织者是玛丽亚居里夫斯科
德沃斯卡计算机科学研究所。 玛丽亚居
里夫斯科德沃斯卡编程学院是一个长期教
育项目，旨在向卢布林省的学生普及信息

技术。课程不仅适用于高层管理人员，也
适用于对编程感兴趣的各类学生。组织方
希望激励学生拓宽视野，并证明IT问题可
以以有趣且易于理解的形式呈现。 更多信
息： www.ap.umcs.pl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正在建造
新型水下机器人
2019-03-29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的“Robocik”科学圈的学生正在研究新
型自动水下机器人。新模型将更大，配
备更多发动机和全新的机械手。 弗罗茨
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们已经拥有完整的
船模和由聚丙烯制成的框架。操纵器的
测试将很快在体育学院的游泳池开始进
行。 新设计将吸引具有未来主义外观的观
察者。设计将更轻，并配备更多的引擎，
四个水平移动，另外四个垂直移动。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 k t u a l n o s c i / z - n o w y m - r o b o t e m -
podwodnym-wystaruja-w-usa-11146.
html

格利维采有色金属研究所波兹
南分所
2019-04-02
有色金属研究所波兹南分所成立了现代化
实验室。欧洲区域发展基金为“以提高研
究能力为电动汽车和汽车市场发展的实验
室的现代化”项目共同出资。 项目旨在
根据与能量存储系统（RESS）和电池试驾
电动车辆的安全要求以在电动汽车能够研
究领域的现代研究基地。 项目领导者是
有色金属研究所波兹南分所，其他成员包
括：波兹南EXIDE技术SA股份公司、华沙
PIMOT汽车工业协会、别尔斯克- 比亚瓦
汽车研究与发展研究所BOSMAL 有限责任
公司。

波兹南科学家建造一个由五个
现代望远镜组成的观测综合体
2019-04-03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科学家将通过五
架现代望远镜观察天空。大学获得了300

万波兰兹罗提的资金。 目前波兹南大学正
在努力获得建立观察综合体的许可。整个
四个较小和一个较大的望远镜将安装在距
离波兹南市区70公里的Sierakowski的公园
内。 项目协调员Krzysztof Kamiński博士表
示：“公园非常的黑暗，波兹南市区的灯
光无法照射到这里。但是这也不是我们唯
一的实验目的地。实验地点的选取有很多
外部因素的影响。” Krzysztof Kamiński博
士刚刚从亚利桑那州返回波兰，在那里他
参观了波兹南大学波兰望远镜罗曼巴拉诺
夫斯基所在的天文台。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推出材料科
学与技术学院
2019-04-03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成立了材
料科学与技术学院。学院可以容纳300名
学生。每位学生将参加八个主题实验室课
程和四个主要讲座。 项目协调员Agata 
Śliwa博士说道：“这是一项为有才华的
年轻人和创意教师创建的一项倡议，这是
在材料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第一个规模。” 
作为定期会议的一部分，以科普形式举办
的精选讲座允许发现关于年轻人未来材料
和技术的科学世界。讲座结束后，小型实
验室小组的参与者可以在严格规划的课程
周期中完全触及所讨论的问题。 更多信
息： https://www.materialowa.pl/

Photo by Hitarth Jadhav from Pexels



TECHNICAL SCIENCES 2018-2019

332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赢
得西门子竞赛
2019-04-04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光子电子微系统
技术系的学生Aleksandra Chudzyńska，
赢得了由西门子公司举办的比赛。她的“
工程师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项目获得了
奖项。 竞赛采用广泛定义的工业4.0专家
研讨会的形式，在西门子公司前景的教育
基金会和商业与技术部的主持下举办。 研
讨会的范围也包括在劳动市场上个人开发
的领域：通讯，品牌建设和个人辅导。来
自波兰各地的30名学生参加了这些课程。
课程内容包括“虚拟和增强现实”，“新
产品设置”，“机器人技术在世界上4.0
产业”和“设计思维的创新精神。” 更
多信息：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rXq5Zjuj2E

波兰航天局新主席
2019-04-04
2019年4月1日总理Mateusz Morawiecki
任命Michał Szaniawski为波兰航天局
（PAK）代理主席。 Michał Szaniawski
代替Grzegorz Bronę博士接任这一职
位。Michał Szaniawski毕业于比利时鲁
汶天主教大学华沙大学。他还在斯特拉斯
堡国际空间大学和维也纳经济大学完成了
专业课程。近年来Michał Szaniawski担任
工业发展局的副局长，他还是企业家和技
术部长Jadwiga Emilewicz的顾问。在任
职期间他负责在波兰制定空间技术部门支
持计划，并就波兰加入欧洲空间态势意识
计划（EUSST）进行谈判。从2018年11月
起，他成为了波兰航天局理事会成员。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中学教育
航空技工合作
2019-04-04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正在积极开展航空技
术领域的教学活动，并与中学合作提供
这些领域的教学。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
格利维采“Grot”中学以及与克拉科夫
4号机械学院综合学院签署了合作协议。
协议的主题是确定以下专业的学校赞助

下的合作原则：空气技工和航空电子技
师。 科技大学将通过在格利维采机场西
里西亚科技大学航空培训学术中心现有运
营设施的实施课程来支持学校。合作包括
对教学过程的实质性支持，以使年轻人
为航空学院的学习做好准备，并在毕业
后开展工作。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647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科学家创
建了包含西里西亚城堡的计划
和可视化的门户网站
2019-04-05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院的科学家们创造
了一个门户网站“从小镇到城堡”，门
户网站包括平面图，剖面图和大约200西
里西亚中世纪城堡，城堡和豪宅的可视
化。 Maria Legut-Pintal博士和Paweł 
Rajski工程师在过去数年收集并使用由该
中心大地测量和制图文档提供空中激光扫
描数据分析数以百计的文件，照片和模
型。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实施了由国家科
学中心资助的项目。 科学家们希望将来
扩大设施基础。他们还认为它与其他类似
的，已经运行这样的数据库连接的建议。
科学或国家遗产研究所波兰科学院，这主
要是指历史数据和以前的研究结果。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sredniowieczne-grody-i-
zamki-w-trojwymiarze-11152.html

弗罗茨瓦夫大学程序员获得世
界杯银牌
2019-04-09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程序员团队在世界团队
编程锦标赛期间获得了一枚银牌并在比赛
期间赢得了莫斯科、东京大学、麻省理工
学院、华沙大学和国立台湾大学队。 今年
决赛于4月4日在葡萄牙举行。参赛团队成
员为Anadi Agrawal、Michał Górniak 
和Jarosław Kwiecień。团队解决了8项任

务，获得了第六名和银牌（每种奖项获得
4枚奖牌） 世界团队编程锦标赛是规模最
大，最负盛名的编程竞赛。来自3000所大
学的50000名学生参加了比赛。比赛由三
人小组组成，他们根据实际问题解决算法
任务，实践合作，创造力以及在时间压力
下采取行动的能力。

罗兹科技大学TEXTIL 2019全国
学生研讨会
2019-04-09
罗兹科技大学纺织技术与设计学院于2019
年4月9日邀请各位参加全国学生研讨会年
TEXTIL 2019。 活动为年轻人提供了展示
他们的创造力，展示项目并熟悉学院潜力
和提供的机会。TEXTIL 2019研讨会的竞赛
部分包括：时装秀，模特展览和多媒体展
示。 TEXTIL 2019包括1.5小时的研讨班，
其中包括：服装，设计，针织，计量和合
成纤维以及多媒体活动领域的现代纺织技
术。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参加
美国比赛
2019-04-09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In Space科学俱乐
部的成员正准备参加学生火箭工程比赛。
来自世界各地的120多个学生团队将参加
美国比赛。 弗罗茨瓦夫学生团队将从混
合动力引擎的火箭类开始。他们的发动机
将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一个带氧化剂的
气缸，一氧化二氮和充满燃料的燃烧室。
火箭最重要的任务是上升到10000码或正
好3048米。上升的高度过多或过少都会失
去分数。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火箭“
九十九”号重约18公斤长约2.6米。它的
正常功能是提供三个主要的电子电路。此
外还可以实时传输GPS位置，速度和高度
数据。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pl/
uczelnia/aktualnosci/studenci-z-w10-
buduja-rakiete-na-zawody-spaceport-
america-cup-111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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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大学学生团队在世界锦标
赛中获得金牌
2019-04-09
华沙大学数学、信息学和力学系的学生学
生团队在世界锦标赛中获得金牌。团队获
得了第四名，并在程序设计大赛得金牌。
在同一场比赛中，弗罗茨瓦夫大学的团队
获得了银牌和第六名。 锦标赛金牌奖授予
全球最佳的四支团队，竞赛第5至8名获奖
者将获得银牌，第9至12名获得了铜牌。 
共有135个团队参加第43届国际大学生程
序设计竞赛。 今年的世界冠军是来自莫斯
科大学的团队。 更多信息： https://icpc.
baylor.edu/worldinals/results

弗罗茨瓦夫大学开发测量附着
力表面积技术
2019-04-10
弗罗茨瓦夫大学电子微系统和光电子技
术系的科学家从Tango 3计划获得了研究
资金，由Teodora Gotszalka教授领导
的团队将开发一项先前开发的用于测量
物体表面附着力的新技术的实际研究。 
国家中心的使用覆盖微电磁系统的分子
相互作用的科学作品关注计量势力项目
基地- MetMolMEMS。研究人员已经开
发一个新的概念用于测量粘合力，这在
本质上是位于接触的两个表面上的分子
的化学相互作用的总和。 测量技术能够
找到在生产表面活性剂的应用，例如在
化妆品行业。这将允许您确定粘连的程
度，也就是一个产品是否具有更强或更弱
的行动。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rozwijanie-
nowej-technologii-pomiaru-adhezji-
na-w12-11159.html

下西里西亚大学研究机器人技
术在社会工作中的重要性
2019-04-10
弗罗茨瓦夫下西里西亚大学与来自四个欧
洲国家的合作伙伴正在实施PRoSPEro项
目：欧洲社会职业机器人教育学。活动在
ERASMUS PLUS KA203计划下并在高等教
育战略伙伴关系下进行的。 项目涉及机器

人技术在当代社会工作中的重要性。研究
人员正在研究如何传播与人工智能和机器
人相关的解决方案，从而改变广泛理解的
社会工作中的工作现实。该项目的结果将
是为社会工作和/或社会教育学的学生提
供教育计划的建议，同时考虑到社会机器
人的问题。 项目的合作伙伴包括：爱尔兰
SLIGO技术研究所、爱尔兰国立大学、戈
尔韦和爱尔兰老年痴呆症协会、丹麦威盛
大学学院、荷兰特温特大学和西班牙瓦伦
西亚大学。

华沙科技大学在加利福尼亚州
SAE航空设计比赛中获奖
2019-04-10
来自华沙科技大学动力与航空工程学院的
Interfaculty Scientiic Circle SAE航空设
计专业的学生国际SAE航空设计竞赛中获
得第一名和第二名。 学生团队参加了所
有三个比赛课程：常规，微型和高级。在
飞行分类中获得第二名、在整体微类分类
中获得第三名、在高级班中获得第三名、
在总分中排名第三。 SAE航空设计竞赛
于2019年4月5日至7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
Van Nuys举行。

弗罗茨瓦夫的机器人在
Goeteborg竞赛中获奖
2019-04-11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KoNaR机器人
在瑞典国际Robot-SM比赛中获得了两枚
金牌和一枚银牌。 在比赛期间，KoNaR
机器人科学圈赢得了三枚奖牌，科学圈在
线下追逐赛中加入了银牌，其中包括按照
明确的路线准时驾驶。 自2006年以来哥德
堡查尔默斯科技大学一直负责举办Robot-
SM比赛。竞争分为四类：Sumo，Line 
Follow，Folkrace和Freestyle。

卢布林科学家致力于优化电机
推进系统
2019-04-11
卢布林科技大学与卢布林高速赛车道展开
了合作，其目的是致力于优化电机推进系
统。大学将发展活跃登记，发送和专用于

高速公路数据的分析的系统。这样的系统
将允许上高速公路更高的技术水平引入
竞争机制。 卢布林科技大学研究人员与
卢布林高速赛车道的员工将共同合作改进
驾驶技术工作室。 卢布林科技大学热力
学、流体力学和空气驱动系主任Mirosław 
Wendeker教授说道：“我们的目标是为
Motoru Lublin团队提供技术支持，团队
已经参加了PGE Ekstraliga 2019年的比
赛。“ 研究获得了来自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区域卓越计划提供的资金。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Piotr 
Wesołowski博士的作品将在
中国展出
2019-04-12
弗 罗 茨 瓦 夫 大 学 建 筑 科 技 学 院 P i o t r 
Wesołowski博士的作品将在在中国郑州国
际雕塑展中展出。 此次展览共有三十二件
作品展出，包括来自西班牙，日本，比利
时，南非，保加利亚，乌克兰，科索沃的
作品。Piotr Wesołowski博士的作品是“
太阳、农民和驴子”。 Piotr Wesołowski
博士的作品目前正在中国雕塑学院的一个
展览上展出。所展出的作品由城市居民和
评审来评估，评估包括考虑到作品的创
造性，独特性和美学性，以及力量，安全
性或环境友好性的问题。最好的作品将获
得现金奖励。 更多信息： https://pwr.
edu.pl/uczelnia/aktualnosci/praca-dr-
piotra-wesolowskiego-na-wystawie-w-
chinach-111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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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学生获得 “
工程师4.0”竞赛
2019-04-12
来自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学生Marzena 
Sudol是西门子“工程师4.0”竞赛的四
名获奖者之一。比赛参赛者必须制作一部
关于工程师工作的短片。 “工程师4.0”
赞助方是透视教育基金会和商业技术部。
在竞赛期间举办了专门的讲习班。 与会
者还可以参加比赛，其中主要奖品是前
往汉诺威最大的工业贸易博览会汉诺威
工业博览会。 更多信息： https://www.
youtube.com/watch?feature=youtu.
be&v=xjqQSgrKqUc&app=desktop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获得
AE Aero West奖牌
2019-04-15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在美国赢得
了SAE Aero West比赛的四枚奖牌。 来
自学术航空俱乐部的学生参加了微型和
高级类别的比赛，其目标是模拟火星的
殖 民 化 。 模 型 需 要 升 到 大 约 3 0 米 的 高
度，并以数十个泡沫足球和十几个半升
的水瓶的形式投入“栖息地”。第二个
任务是放下连接到母机的三个全自动滑
翔机。 SAE Aero West比赛自1995年开
始举行，由汽车工程师协会组织。来自
世界各地的技术大学的学生参加比赛。
他们设计和制造远程控制的飞机模型，
尽可能以尽可能低的重量采用尽可能多
的重量。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jetstream-z-
drugim-miejscem-na-zawodach-sae-
aerodesign-west-11164.html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军事中央
建筑与技术办公室合作
2019-04-16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总部位于华沙的军事
中央建设与技术办公室签署了合作协议。
大学将加强与研究机构和航空工业公司的
合作。 合作协议规定了在广泛理解的航空
技术领域的研究和教学以及研究和开发领
域的合作。协议包括关于联合开展和开展

科学研究以及研究和开发和实施工作，提
高研究和工程和技术人员资格的计划。 军
事中央建筑与技术办公室负责用于防御目
的的现代化设备的建造和生产，是波兰唯
一一家为军用机场配备飞机地上维修设备
的公司。

波兰导弹技术发展会议
2019-04-16
2019年4月16日星期二波兰航天局和航
空研究所组织的“波兰导弹技术的开发
和应用- 新开幕式”会议在华沙航空研
究所举行。 活动旨在展示与导弹技术
有关的国家研究和工业实体的成就和潜
力，并指出波兰军队在这一领域感兴趣
的领域-。 企业和技术部是会议的赞助
方。 更多信息： https://polsa.gov.pl/
images/konferencja_rakietowa_2019/
Pierwsza_konferencja_rakietowa-
agenda.pdf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新研究中
心专家实验室
2019-04-16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开设了GEO-3EM研究
中心，研究中心的12个专业实验室配备现
代化设备。项目价值为1.026亿兹罗提。中
心建立在“Polinka”站和Geocentrum
教育和研究中心附近。 研究中心为三层
楼，拥有100多间不同的房间：实验室，
会议室，仓库和管理设施。基础设施将
由来自各院系的科学家使用：土木和水，
化学，电子，地球工程，采矿，地质和
机械。设施适应残疾人的需求。 大楼内
设有12个实验室。其中包括其中之一湿
法冶金工艺实验室，高分子塑料加工实验
室，地球科学与矿物工程实验室，认可
胶带实验室和安全生产认可实验室。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 k t u a l n o s c i / c e n t r u m - g e o - 3 e m -
otwarte-nowoczesne-laboratoria-dla-
dolnego-slaska-11166.html

华沙市长为有兴趣研究首都的
博士生提供奖学金
2019-04-17
华沙中央商学院与华沙市政府签署了城
市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协议以及空间
和经济协议。华沙市长宣布为有兴趣研
究华沙的博士生提供奖学金计划。 Rafał 
Trzaskowski说道：“这是一个为年轻科学
家发展的机会。博士生的协议和奖学金将
有效实现华沙2030战略的目标，即我们的
城市作为一个开放和友好的大都市与活跃
的居民。该协议将允许进一  步利用华沙科
学部门的潜力来改善城市的生活质量，让
研究人员参与城市发展的对话。” 合作协
议还宣布成立一个工作组，工作组将就华
沙中央商学院主楼前面区域的空间变化以
及将校园纳入城市公共空间提出建议。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将
参加2019年火星探测器比赛
2019-04-17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将于5月和6月
参加在美国举行的2019年火星探测器的
比赛。在决赛中他们将面对来自世界各地
的35个团队。 学生们将带着Scorpio X漫
游车一起去参加比赛。模型设计采用全轮
驱动，每个都由一个独立的发动机提供动
力。漫游车的轮胎由cordura制成，并填
充了特殊的泡沫。 漫游车的构造主要由
航空铝和聚酰胺制成。Scorpio X具有模
块化结构，允许附加其他元素并修改任何
现有组件。 大学流浪者挑战赛已经举办了
十三年，竞赛将在犹他州沙漠的火星沙漠
研究站。这是火星探测车类别最大、最重
要的国际赛事之一。 更多信息： https://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lazik-
scorpio-na-zawody-w-usa-111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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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航天局与美国战略司令部
开始合作
2019-04-19
波兰将获得与空间“态势感知”相关的数
据和服务，例如关于卫星物体碰撞，破碎
或不受控制地进入大气层的警告。数据
由空军太空司令部第18空间控制中队提
供。 合作协议由波兰航天局的主席Michał 
Szaniawski和美国战略司令部战略主任
Richard Correll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举行
的第35届太空研讨会期间签署。 Michał 
Szaniawski说道：“合作协议将有助于在
波兰空间态势感知能力建设的能力，特别
是在国家SSA运营中心的发展，加强波兰
和盟军卫星在太空中的安全。“

波兰卫星飞向太空
2019-04-19
2019年4月17日波兰时间23点之前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在美国瓦洛斯岛上发射了一
艘带有两颗波兰卫星的飞船：由克拉科夫
AGH科技大学和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
学生共同建造的KRAKsat和第一颗波兰商
业卫星Światowid。 KRAKsata的任务是
检查运动中的磁流体或铁磁流体是否会影
响卫星在太空中的位置。卫星上还装有
一张内存卡，里面储存着在我正在飞向太
空！”比赛期间选择选出1200个内部照片
和图形作品。 Światowid是由弗罗茨瓦夫
的SatRevolution公司建造的通信卫星，它
的任务是监测地球表面，包括水的状况和
空气质量。

第二十四届西门子奖竞赛
2019-04-24
截止至2019年4月30日之前可以提交参加
第二十四届西门子比赛。比赛是由华沙科
技大学和西门子公司之间达成的协议组
织，其目的是促进波兰学术和非学术机构
员工在技术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杰出成
就。 根据华沙科技大学提供的信息，竞
赛应报告与西门子公司活动范围有关的工
作，尤其是以下科学和工程领域：电气工
程和能源，特别是电力的产生，传输和使
用; 电子和信息技术以及自动化和机器人技

术; 铁路运输以及交通管理和控制。 更多
信息： https://www.biuletyn.pw.edu.
pl/content/download/14943/87040/
file/Regulamin%20Konkursu%20o%20
Nagrod%C4%99%20Siemensa.pdf

波兰培训技术在日内瓦创造性
展览会上获奖
2019-04-25
由弗罗茨瓦夫陆军部队和卢布林科技大学
联盟开发的培训技术在日内瓦第47届国际
创新与发明展览会上获得银牌。 波兰工程
师在日内瓦为无人机操作员提供技术，可
广泛应用于虚拟空间培训。 发明已申请
专利保护。 发明将显著降低无人驾驶飞机
操作员的训练成本。 这是一个开发解决方
案。在未来，它将允许任何设备和公用事
业的操作员在操作员能够处理实际设备之
前配备陆地部队。

波兹南光伏，电动汽车，储能
科学会议
2019-04-26
波兹南清洁能源基金会于5月29日至31日
邀请各位参加第八届科学和培训会议“光
伏，电动汽车，能源储存- 迈向新的能源政
策”。会议将致力于光伏装置的实施和设
计以及波兰可再生能源部门变革方向的良
好实践。 会议组织者包括：波兹南理工大
学电力工程研究所，绿山城大学能源政策
与安全研讨会以及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
政治科学与新闻学院。 会议内容包括：正
确安装太阳能装置，标记，测量，接收和
安全、雷电和电涌保护，技术解决方案的
介绍和光伏装置的电力存储。

第一个致力于人工智能的波兰
门户网站
2019-04-30
华沙国家研究所信息处理中心在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的支持下推出了第一个致力
于 人 工 智 能 、 自 动 化 和 机 器 人 技 术 的
波兰网站。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创
新 ， 在 波 兰 和 国 外 进 行 的 I S s 领 域 的 科
学研究主题材料以及IS发展战略可以在

artificialnainteligencja.org.pl网站上找
到上可以主题。 新媒体结合了信息和教育
功能。新闻部分介绍了广泛理解的人工智
能的研究和实际应用的最新信息。门户网
站还提供与数字技术和IS相关的想法、作
者简介以及有关该国和全球最重要的IS活
动的信息。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
学生创造了最长的风力叶片
2019-05-02
LM Wind Power在法国瑟堡的工厂生产了
一个挡风玻璃，其长度是风能史上第一次
超过100米的风力叶片。Łukasz Cejrowski
是项目的负责人，他毕业于比得哥什技术
与生命科学大学。 在瑟堡生产的产品高
107米，将接受测试，获得必要的商业化
证书并展示20多年没有问题的工作能力。 
新叶片将用于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风力涡轮
机，通用电气Heliade-X，单位功率为12
兆瓦。

华沙科技大学的学生在业余火箭
的飞行量上击败了波兰的记录
2019-05-02
来自华沙科技大学电力和航空工程学院的
学生打破了波兰业余火箭飞行量的记录。 
华沙科技大学学生的火箭达到了18.5公里
的上限。其主要元素是用于固体燃料的大
型发动机和由黄铜制成的头部完成的窄船
体。 火箭的最高速度为750米/秒（马赫
2.1）。箭头进行了一次弹道飞行。由于火
箭给出了精确的GPS指示，学生们重新获
得了它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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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将与
POLREGIO公司合作
2019-05-06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轨道车辆
研究所与“区域交通”公司在小波兰省的
分公司POLREGIO在教学和研究领域达成
了合作协议。 双方签署了协议，铁路车辆
工程创新双重专业的学生可以更多地了解
机车车辆的建造和运营的秘密，包括有可
能参加驾驶室的游乐设施。 铁路车辆工程
专业于2017年启动，并在运输方式的运输
和工程双重系统中实施。这是对动态发展
的轨道车辆建造行业的响应以及由此产生
的对该行业合格工程人员的需求。

弗罗茨瓦夫太空启动合作
2019-05-06
来自波兰和德国的太空创业公司签署了
一份意向书，其主要目标是开发将微型
卫星发送到月球轨道所需的技术。文件
的波兰签署人是位于弗罗茨瓦夫科技园的
Scanway公司。 月球任务中最有趣的一
个方面是在卫星上宣布空间，用于在全国
比赛中选出的波兰和德国大学队的两次实
验。倡议旨在吸引年轻专业人员发展他
们的空间技能和抱负。将于2021年选择
接收月球票的学生项目。 Scanway和德
国轨道系统是两个与新太空市场相关的
公司- 现代空间技术。两者都涉及为小型
CubeSat卫星开发创新解决方案，并在其
产品组合中拥有许多宇宙实施组合。 更多
信息： http://www.technologpark.pl/
aktualnosci/scanway-wysle-satelite-
na-ksiezyc  

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新竞赛
2019-05-07
欧洲CHIST-ERA网络宣布了一项新的信息
和通信技术领域的竞赛，计划于2019年
10月宣布。 竞赛可以在以下主题领域提
交融资研究项目的申请： 基于可解释机
器学习的人工智能; 环境可持续性的新计
算方法。 比赛的详细主题范围将在CHIST-
ERA 2019年会议期间确定，会议将于2019
年6月11日至13日在爱沙尼亚塔林举行。

所有感兴趣的科学家都可以免费参加活
动。 更多信息： http://www.chistera.
eu/conference-2019-programme-
overview  

奥波莱科技大学波兰 - 德国研
讨会
2019-05-08
奥普尔理工大学弗劳恩霍夫先进光技术设
计中心、开姆尼工业大学与奥波莱科技园
一起邀请各位参加波兰- 德国的研讨会“
复合生产和回收”。 研讨会计划包括波
兰和德国科学机构的发言人和企业代表
的发言。研讨会主题为生产复合材料和
混合结构具有用于减振再生材料的环境评
估。回收硬质复合材料和制备聚合物复合
材料。 研讨会将于5月14日举行，面向科
学，学生，工业界，地方政府和其他有关
实体的代表。研讨会期间大家可以交流经
验，互相解决方案推广波兰和德国，发起
今后的研究项目。 更多信息： www.fpc.
po.opole.pl

波兰建造将参加欧洲航天局月
球任务
2019-05-08
波兰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正在建造一台小
型挖掘机，该挖掘机装置在由欧洲航天局
（ESA）发送到月球的着陆器上。 根据
space24提供的消息，挖掘机将下载富氧
的风化层。挖掘机将负责将风化层转移到
将产生水的热化学反应器中。 欧洲航天局
（ESA）打算在2025年之前向月球发送着
陆器。它将用于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显示
从当地Silver Globe矿产资源获得氧气或
水的可能性。这将是第一个专注于使用月
球资源的任务。

波兹南科技大学的学生在未来
摩天大楼竞赛中获奖
2019-05-08
Klaudia Gołaszewska和Marek 
Grodzicki在Evolo 2019未来创新摩天大
楼竞赛中获得了第二名。 自2006年以来
摩天大楼竞赛变成为了最负盛名的赛事之

一。竞赛通过实施新技术，材料，程序，
美学和空间组织以及全球化，灵活性，适
应性和数字革命的研究，它出现了突出的
想法，定义了摩天大楼的设计。 波兹南学
生的概念是airscraper，吸在地球表面经
过复杂的过滤系统净化空气。塔高800米，
直径60米。由3个模块组成：入口、太阳能
和绿色。每个模块都分配了一个特定的任
务，一起形成了一个综合的功能系统。

弗罗茨瓦夫学生在eVolo 2019
摩天大楼竞赛中获奖
2019-05-09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学生的清理
垃圾海洋项目是eVolo 2019摩天大楼竞赛
中的30件最佳作品之一。 弗罗茨瓦夫学
生的项目将是一个巨大的浮动活塞，直接
在水中压榨废物。如果不使用泵或负压，
它只会从地下水位中带走污染最严重的组
织。将垃圾压入草捆室的唯一力量是重
力。 直径超过4.5米的压力机将压碎垃圾
从而形成高度取决于废物密度和类型的圆
盘。然后垃圾将进入一个特殊的缓冲区，
从那里它们将被船只拾取并运往利用。 
今年共有478件作品参加比赛。评委会选
出了三个决赛并获得了27个奖项。弗罗
茨瓦夫科技大学获奖的成员是：Szymon 
C i u p i ń s k i 、 K a r o l Ł ą c k i 和 D o m i n i k 
Pierzchlewicz。 更多信息： https://pwr.
edu.pl/uczelnia/aktualnosci/studenci-
z-w1-wyroznieni-w-miedzynarodowym-
konkursie-evolo-111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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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建筑师奖
2019-05-10
来 自 格 但 斯 克 科 技 大 学 建 筑 的 M a r i a 
Sołtysik教授和Robert Hirsch教授获得
了“Gloria Artis优秀文化”银奖；Anna 
Orchowska-Smolińska博士获得了“纪念
碑”银色徽章。 Maria Sołtysik教授被授
予建筑和格丁尼亚的空间发展的研究很大
的贡献，以及为格丁尼亚的一个规模超地
方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传播。 Robert Hirsch
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和波美拉尼亚的古迹
保护，尤其是对格丁尼亚市高级储油古迹
的保护。 Anna Orchowska-Smolińska博
士作为纪念碑的建筑师和保护者荣获“保
护纪念碑”银色徽章。所有获奖者都是历
史，建筑理论和纪念碑保护部的员工。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学生获
得成功
2019-05-14
克拉科夫矿业和冶金学院AGH的学生获得
了两项著名的石油和天然气竞赛的欧洲资
格。他们赢得了个人SPE欧洲区域学生论文
竞赛和PetroBowl团队。 作为奖励，他们
将代表欧洲参加世界决赛，决赛将于9月底
和10月初在卡尔加里（加拿大）举行，这
是石油工业年度技术会议和展览（ATCE）
最重要的会议期间。 在团队比赛中代表
钻井，石油和天然气学院以及地质学，地
球物理学和环境保护学院的学生击败了
其他欧洲大学的团队。在个人比赛中来自
钻井，石油和天然气学院的Michał Fieiel
的“地球物理测井数据的随机性”项目使
用分形微积分和混沌理论来定量描述地球
物理曲线中的不规则性。

第二届宇宙采矿会议
2019-05-15
ISME集团空间采矿工程理念将于2019年5
月16日在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组织第
二届宇宙采矿会议。 这是一个致力于与矿
业及地质，工程，设备，车辆和机器的宇
宙方面，以及法律和经济问题的主题的事
件必须被视为实现这一迄今为止未来的想
法。 会议分为三个部分：机械工程 - 集中

在技术，结构和材料的矿业领域，采矿和
地质所带来的挑战，其中考虑到原材料外
星的开发与法经济学的地质方面，致力于
利用采矿飞船，国际监管的经济问题的分
析关于获取和利用实地资源的问题。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在建
设比赛获得奖项
2019-05-15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代表在独立学
生会组织的学生建设竞赛KOKOS中获胜。 
获胜的设计是LEM Thunder电动摩托车和
Scorpio Mars火星车。 LEM Thunder是
波兰首款适用于在恶劣地形条件下进行集
会的轻型电动摩托车。 它的重量为120千
克，功率为30千瓦，或大约40马力 - 非常
好的功率重量比，这在越野拉力赛中非常
重要。 它由来自科学车辆和机器人科学
圈的学生建造。 摩托车赢得了生态类别
的奖项。 第二个获奖项目是Scorpio X流
动站，由越野科学圈的学生建造。 它采
用四轮驱动和模块化结构，其结构主要由
航空铝和聚酰胺 - 轻质材料制成，具有优
异的机械性能。 漫游者在智能机器人类
别中名列第一。 更多信息： https://pwr.
edu.pl/uczelnia/aktualnosci/studenci-
nagrodzeni-kokos-ami-11190.html

瓦尔米亚-马祖大学获得波兰电
气工程师协会奖章
2019-05-16
奥 尔 什 丁 瓦 尔 米 亚 - 马 祖 大 学 获 得 了
Stanisław Fryzy波兰电气工程师协会奖
章，大学科学副校长Jerzy Jaroszewski教
授代表大学接收了奖章。 波兰电气工程师
协会今年庆祝其成立100周年，这是一个
科技非政府组织。协会区分了勋章教授S. 
Fryzy科学家，教师或学校在广泛领域的杰
出研究和教学的理解电气和机构和学校在
支持涉及电气工程，能源，仿生学，信息
技术教育活动的成果。 瓦尔米亚-马祖大学
在技术科学领域提供教育主要是在工程科
学和工程勘测规划和建设的院系。

比得哥什当代建筑问题创新解
决方案科学会议
2019-05-16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建立项目管
理科学协会邀请各位参加5月22日举办的第
五届国际科学大会，系列当代建筑问题，
创新解决方案，土木工程现有问题，创新
解决方案CEPPIS）。 会议是一次展示研究
成果和交流经验的机会，受益者是一个广
泛理解的科学环境。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循
环经济建设。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在闭环规
则的基础上促进投资和建设项目的更有效
的资源管理。 CEPPIS是由COMA科学建
筑项目管理协会组织的旗舰活动，来自世
界各地的科学家参与了当代建筑问题。会
议官方语言为英语。

第29届国际会议“施工故障”
2019-05-20
超过400名参与者和约20家建筑公司宣布
参加第29国际会议“施工故障”，会议
将于2019年5月20日至24日在梅蒂多杰举
行。 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是什切青的西波美
拉尼亚科技大学（ZUT）。 40多年来该活
动一直是建筑管理科学家，投资者，设计
师，承包商和代表在广泛了解建筑结构安
全方面交流意见和经验的论坛。 会议接受
了95篇论文和6篇非常有趣的论文。 演讲
的主题包括钢筋混凝土结构失效，岩土工
程故障，神圣和历史建筑的失败，桥梁和
道路物体的失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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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乌姆将成立电工学院
2019-05-21
海乌姆将建立Łukasiewicz研究网络内的
电工学院分支机构。 研究所希望海乌姆
国立高等职业学校的学生能够作为未来
的员工。 海乌姆市长Jakub Banaszek说
道：“电气工程学院的分支机构的建立为
我们的城市提供了额外的工作机会，最终
将有大约50个工作岗位。 总部将设在海乌
姆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并将在那里进行研究
工作。” 电工学院是一个领先的研究机构
其中包括： 研究和开发工作，单位和小批
量生产，实验生产，产品认证以及电气工
程领域的出版和标准化工作。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学生赢
得2019年BRICO比赛
2019-05-21
根据Kurier Poranny报道：“比亚韦斯托
克科技大学的学生赢得了爱沙尼亚2019 
BRICO钢桥的国际竞赛 。” 来自比亚韦
斯托克科技大学的两个四人小组专门为
BRICO 2019设计和制造钢结构。 跨度为
5米，最大高度为2米的每个桥梁都要传
输1000千克的垂直载荷，结构的挠度最
小。模型的原创性和美学性在竞争中也很
重要。 今年来自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波兰
的九个团队参加了比赛。 比亚韦斯托克科
技大学新闻发言人Dorota Sawicka通知
道：“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的学生赢得
了比赛的第一名。”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参加
美国学生公式系列竞赛
2019-05-21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年轻设计师在美
国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中获得了特别赞助
奖。 PWR赛车在全球120个团队中排名第
17位 。 学生们必须从概念和技术角度展
示他们的项目，向潜在的汽车制造公司提
供成本估算和商业计划。 在实际部分，
赛车覆盖了22公里的路线（耐力赛）并准
时比赛（Autocross）。 最终得分还评估
了比赛期间的燃油消耗（效率），75米直
线加速度（加速度）以及汽车在Skidpad

上通过。 学生公式竞赛已经在世界上最
着名的霍根海姆赛道，银石赛道或巴塞罗
那加泰罗尼亚赛道举办了四十年。 比赛
由来自大型汽车业顾问的评委评判。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udany-start-naszego-
bolidu-w-michigan-11191.html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参加
航天挑战决赛
2019-05-22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是波兰唯一
获得由欧洲宇航员俱乐部组织的宇宙学
生航空航天挑战赛决赛的学生。 6月6日
他们将在巴黎展示他们为亚轨道飞行设
计的六人船员舱模型 。 这架由学生设计
的飞机长15米，宽10米，载重约3克，失
重的乘客将停留约3分钟。在他们的项目
中他们必须考虑其中生命支持系统，内
部压力和弹射系统的问题。 来自建筑部
门的Beata Suścicka、IT和管理部门的
Justyna Pelc、机械部门的Magdalena 
Łabowska和PiotrTorchała参与了该模
型的设计。 学生航空航天挑战赛是一项
针对欧洲航天局成员国学生的比赛。 来
自欧洲的36支团队参加了比赛。 更多
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nasi-studenci-w-finale-
miedzynarodowego-konkursu-student-
aerospace-challenge-11197.html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科学家获
得Preludium计划资助
2019-05-23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三位科学家获
得了国家科学中心拨发的补助资金，获得
补助资金研究项目的人员必须从事科学
事业。竞赛没有年龄限制，项目团队可
多达三人。研究可以安排一年，两年或
三年。 获得补助资金的是： 来自机械部
门Monika Duda的“能量方面复杂应力
状态条件下的疲劳裂纹闭合效应分析”项
目； 来自技术基本问题的能力系的Karol 
Gotfryd 的“分布式系统中大数据集处理
和分析的算法方面”项目； 来自化学系的
Karolina Kordek 的“碳纤维热改性对水

中氧气释放反应的电催化性能的影响”项
目。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Bolidy在
绿色能量Formula F24 +比赛
中表现最佳
2019-05-23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团队在北爱尔兰的柯
克斯敦赛道上赢得了国际F24 +电动赛车的
第一名和第二名。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团
队展出Bullet SGR和Bullet III。 绿色能量
Formula F24 +比赛在专业的一级方程式赛
道上进行。参加比赛的Bolides的任务是在
一小时内克服最大距离。比赛包括各种赛
道的十场比赛。团队可以参加所有比赛，
但在一般分类中，只有最好的三个结果计
数，包括强制性的最终比赛。 绿色能量
Formula F24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
测试你的能力并在不同大学和公司的团队
之间交换技术知识。

Sanok力学和机械工程硕士研
究
2019-05-24
从2019年10月开始将在Sanok国立高等职
业学校开设机械工程硕士课程。Sanok大
学获得了在硕士实践研究水平的机械和机
械工程领域进行教育的权利。 经过4个学
期的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将获得硕士工程
师称号。 大学将准备从事机械工业企业，
从事机械，设计，施工和技术单位制造和
运营的公司，以及与组织，维护生产和工
艺流程自动化相关的公司。 电子报名招生
将于2019年6月1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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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科学家获
得技术成就奖
2019-05-27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科学家获得技术成就
奖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
三个科学家小组在今年的波兰力学工程师
和技术人员协会竞赛中获得了最佳技术成
就奖。  Zbigniew Mirski教授的团队的“
不同连接中难以焊接的铝，镁和钛合金的
软硬焊接的创新技术”的项目在业内实施
成就类别获得了奖项； 在工作和科学研
究职位类别中，Andrzej Ambroziak 教
授的团队项目“用于生产铁基无定形材料
的机械元件的生成技术的应用” 获得了
第三名； Piotr Dudziński教授和Andrzej 
Kosiara博士的“新一代带有工作机械手
的移动机器自动操作员支持综合系统的
研究演示”项目在区分科学研究工作和职
位方面获得了奖项。 更多信息: https://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nagrody-i-wyroznienia-dla-naszych-
naukowcow-w-konkursie-simp-11212.
html

KoKoS 2019学生建设竞赛
2019-05-28
由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学生设计，
一 个 行 动 能 力 更 强 的 轮 椅 在 学 生 建 筑
竞赛KoKoS 2019中赢得了生命科学类
别的奖项。 获奖作者是来自机械工程
和 机 器 人 学 院 学 习 自 动 化 和 机 器 人 的
Michał Zwierz。 今年的KoKoS学生建设比
赛已经提交了36个项目。其余类别的获奖
者是： 来自波兹南科技大学的铁路机车（
比例模型1：5,5）作为铁路挑战的一部分
实施； 来自罗兹科技大学的小丑 - 波浪休
闲潜水员的定位器；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
大学的车辆 -  PUT Motorsport团队的bolid 
Maria；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生态
摩托车LEM雷霆队LEM。

获得光明的权力在“自然”杂
志中出版
2019-05-28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城市建筑与
建筑系助理教授Karolina M.Zielińska-
D ą b k o w s k a 博 士 的 文 章 在 在 最 新 一
期的“自然”杂志中发布。 Karolina 
M.Zielińska-Dąbkowska博士在文中写
道，摩天大楼在当代大都市的数量在十年
间由141％上升，剥夺自然采光的居民社
区，创造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城市发展的
威胁。这种发展将包括新的城市地区，
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历史悠久的欧洲城
市。 开发有限的自然光线，这对我们的健
康和福祉很重要。科学家已经证明，缺乏
暴露在阳光下可能会导致维生素d缺乏或
近视，其中到2050年值得关注的早已一半
的世界人口 。

卢布林科技大学与波兰邮政合
作
2019-05-29
波兰邮政已与卢布林科技大学就电动汽
车，光伏和运输领域签订了合作协议。 签
约仪式于2019年5月27日在卢布林科技大
学举行。 根据科技合作协议邮政经营者和
大学将共同实施由欧盟资金共同资助的项
目，这些项目涉及卢布林波兰邮政分拣厂
的光伏装置的研究和建设的可能性。 其中
一个计划项目是建造能源仓库。 它与光伏
装置的连接将允许充电和随后将能量存储
转移到波兰邮政的电动汽车。 卢布林技术
大学还将与波兰邮政局合作组织学生实习
和文凭论文的实施以及研究和开发。

绿山城大的研究员成为国家研
究与发展中心专家
2019-05-30
来自绿山城大学计算机科学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电气工程部门的研究所的Zbigniew 
Fedyczak教授已经被任命为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的专家，主要负责可再生能源在
交通运输发展的面板方面的问题。 专家
小组旨在协调中心关于2020年经济和技术
分析，以找到在运输中使用的能源来自可

再生资源的最优结构（尤其是生物成分和
液体生物燃料和电力）以及随后几年的活
动。 小组的任务应该分析可再生能源在交
通运输发展，特别是审查和现有概念，国
内企业和研究机构的潜力的验证分析，以
确定可再生能源的市场潜力在运输和识别
障碍。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独特研究领域
2019-05-30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净化空气工程是一个新
的研究领域，也是唯一一个在波兰提供教
育的研究领域。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首次
招生将于6月10日开始。2019年10月将在
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和环境与能源工程方
向开始新的课程。 Piotr Beńko博士解释
道：“培训计划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的联
合创始人，需要创建一个“清洁空气工
程”因空气质量问题，包括对人类健康和
环境的影响日益重要，尤其是在城市地区
和气候变化的集约发展的背景下。“ 清洁
空气工程领域本科研究将持续三年半，克
拉科夫科技大学为这一研究领域准备了36
个名额。

热舒夫科技大学与Linetech飞
机维修公司合作
2019-05-31
热舒夫科技大学与Linetech飞机维修公司
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联合培养航空工程
师，支持学生的研究和项目。 战略合作协
议包括航空工程师的实际培训，研发支持和
项目，其中包括学术讲师，科学团体甚至体
育部门。 热舒夫科技大学在培训民航飞行
员方面有40多年的经验，自2007年以来也
一直在培训航空技工。该大学的毕业生是来
自航空谷的制造公司的工程师。 LINETECH
飞机维修是波音737，空中客车A320飞机
MRO提供商（维护，Reparir，检修/维
护，修复和再生）和领先的网站品牌巴西航
空工业公司的一个与热舒夫科技大学校长
Tadeusz Markowski说道：“与Linetech
公司签订的合同扩大了我们与航空业合作的
可能性。我们的学生和讲师将是受益人群。
这是热舒夫科技大学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



TECHNICAL SCIENCES 2018-2019

340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在火
星殖民地奖竞赛中获奖
2019-05-31
来 自 弗 罗 茨 瓦 夫 科 技 大 学 的 两 队 学 生
进 入 火 星 学 会 组 织 的 一 千 人 火 星 基 地
项目竞赛的半决赛。  “Ideacity”
和“Twardowsky”项目从来自世界各地
的25个团队中脱颖而出。火星殖民地奖
竞赛的参与者必须为一千人创建一个自给
自足的火星殖民地项目。它应该从地球进
口最少量的货物，同时生产出口货物，以
便有一些东西可以保留。半决赛选手包括
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波兰，法国，瑞
士，瑞典，芬兰和以色列的团队。 根据比
赛的假设，殖民地为居民生产食物，就像
开发所需的建筑材料一样。自给自足也意
味着基地不断产生能源，衣服，车辆，机
器和许多日常用品，如在典型的地球城市
上一样。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dwa-projekty-
studentow-pwr-w-polf inale-mars-
colony-prize-competition-11222.html

凯尔采科技大学的学生赢得了
2019大学流浪者挑战赛
2019-06-04
凯尔采科技大学在推特上宣布道：“我们
赢得了世界冠军！来自凯尔采凯尔采科技
大学的火星机器人Impuls团队在著名大学
流浪者挑战赛2019期间在美国获胜。他们
击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80多个团队 。” 总
理Mateusz Morawiecki同样通过推特祝
贺凯尔采的获奖学生。他在帖子中强调“
这是进一步证实波兰科学和经济潜在的潜
伏”。 今年的大学流浪者挑战赛在美国犹
他州沙漠举行，模拟火星状况。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在
欧洲最佳工程竞赛中名列前茅
2019-06-04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IT和管理系的学生赢
得了欧洲最佳工程竞赛（EBEC）的波兰
版竞赛。他们将代表波兰参加意大利的决
赛 。 欧洲最佳工程竞赛是在30个国家组
织的国际竞赛。竞赛由波兰技术大学的6

个当地团体 AGH克拉科夫和五所技术大
学准备：格但斯克，罗兹，西里西亚，华
沙和弗罗茨瓦夫。 比赛分为四个阶段。 第
一场比赛是淘汰赛，本地决赛，之后最
好的团队将在格利维采的全国赛进行较
量。 四个类别的四个团队参加了比赛：
团队设计和案例研究。第一个用于构造函
数，第二个用于分析器。来自弗罗茨瓦夫
的获胜队伍由Mateusz Zimoch，Adam 
Gurgul，Piotr Zieliński和Piotr Grzybowski
组成。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danolodzy-
s t o s o w a n i - n a j l e p s z a - p o l s k a -
druzyna-11230.html  

智能交通系统国际会议
2019-06-06
克拉科夫技术大学将于2019年6月7日举
行第六届智能交通系统模型和技术国际会
议。 来自世界52个科学中心的120名专家
将参加此次活动。 他们将提供来自24个国
家的350位作者编写的100多篇论文。会议
每两年举行一次，汇集了最重要的全球中
心和处理智能交通系统。 波兰科学院土木
工程系主任博士说道：“它将处理这一主
题的科学家的环境与交通系统工程师的环
境联系起来。 来自顶尖大学的研究人员提
出了用于现代ITS系统的创新模型。”

弗罗茨瓦夫学生塔什干获得三
枚奖牌
2019-06-06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在塔什干举行
的“青年创新”竞赛中获得了一枚金牌
和两枚铜牌。 比赛是在乌兹别克斯坦首
都举办的国际建筑会议“生活环境的形
成”（FORM-2019）的一部分。竞赛评
审团不仅奖励创意项目和解决方案，还奖
励年轻研究人员进行研究的方式（计算水
平及其方法）。组织者想要表明，作为一
名学生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然后
检查并解释它。 获奖作者是弗罗茨瓦夫
大学土木工程系科学界“鼹鼠”的成员
Grzegorz Nowak、Nikola Dudek和Piotr 
Prokopowicz。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博士生是
弗罗茨瓦夫白玉兰大赛冠军
2019-06-07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环境工程学院博士
生Paulina Kanaś在第16届弗罗茨瓦夫
白玉兰大赛中获得第一名。。 Paulina 
Kanaś 博士的“在弗罗茨瓦夫条件下
零能量附近将单户建筑改造成建筑物的
可能性的分析”论文获得了奖项，论文
在在Jan Danielewicz教授的指导下编
写。 Paulina Kanaś 博士论问的分析基础
是两种型号的单户住宅，具有可比较的可
用空间，符合热保护的基本要求。具有重
力通风，配备地板采暖和用储水箱制备生
活热水的系统。两座建筑物之间的主要区
别是屋顶窗，阳台和悬挑。这允许显示建
筑物几何形状对加热能量需求的影响。

凯尔采科技大学新研究领域
2019-06-10
凯尔采科技大学新学年招生注册正式开
始，大学开设了新的研究领域和六个新
专业。 自动化和电气工程是电气工程，
自动化和计算机科学学院的一项新的研
究领域，旨在鼓励考生在大学学习并增加
他们找到有吸引力的工作的机会。 自动
化和电气工程领域毕业的毕业生将准备作
为自动电工工作，他们的知识将适应工厂
的要求，使用自动化和机器人生产线，视
觉系统，工业4.0技术和物联网。 更多信
息： https://tu.kielce.pl/start/dolacz-
do-nas/ internetowa-re jest racja-
kandydatow-na-stu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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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科技大SimLE科学俱
乐部获得红玫瑰比赛
2019-06-11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科学俱乐部赢得了红
玫瑰比赛。科学俱乐部在今年的获得了
12万兹罗提的奖学金，共击败了波美拉尼
亚大学的科学兴趣圈。 SimLE科学俱乐部
目标是开展技术项目，包括：Stardust（
平流层气球任务，建造真空室和火箭稳
定系统），SimBa（主动控制的低空火箭
的建造），Seafarer（建造自主帆船游
艇）和 Skyhawk（塞斯纳172N飞机模拟
器的建造）。 来自SimLE的学生与波美拉
尼亚地区业务合作。 在开发商Hossa的
帮助下，他们改造了格但斯克的一栋住
宅，为21名学生创建了宿舍。 他们还与
Remontowa控股集团合作，在格但斯克
的海事博物馆创建互动展览，并与空间森
林一起为平流层火箭稳定系统的测试平台
的准备工作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获得
学生航空航天挑战赛
2019-06-12
由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开发的亚轨
道飞行机舱模型赢得了国际学生航空航天
挑战赛。决赛评估了来自欧洲各地的14个
学术项目。 比赛参与者可以选择与亚轨
道飞行相关的十个问题。其中涉及的任务
飞行，空气动力学和飞行控制，医疗问题
和飞机控制的经济方面。弗罗茨瓦夫学生
的Innspace小组专注于与船员舱及其设
备相关的问题。 学生航空航天挑战赛是
为欧洲航天局成员国  的学生举办的年度比
赛，比赛由法国促进太空旅游协会组织。
共有36支团队申请了今年的比赛。前14名
在巴黎的决赛中展示了他们的项目。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studenci-pwr-najlepsi-
zwyciezyl i -w-student-aerospace-
challenge-11243.html

波兹南科技大学研究人员描述
太空中原子结构
2019-06-12
波兹南科技大学研究人员正在努力创建原
子结构的精确描述，其目标是确定精确的
波函数以便能够预测源自空间的原子的属
性。 由于使用了Microsoft Azure云的计算
能力，波兹南科技大学量子工程和计量系
的物理学家致力于创建原子结构的精确描
述，可用于描述自然界中元素的属性。 研
究人员测量所研究元素原子谱线的波形，
然后将这些数据导出到Azure云中，进行
进一步的计算。 通过了解精确的波函数，
可以预测原子的属性，这将转化为对空间
数据的更好解释。

格但斯克大学研究人员获得奖
项
2019-06-12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土木工程系和环境技术
的两名研究人员获得了格但斯克市长和格
但斯克学会颁发的杰出青年科学技术科
学领域奖项。 Dominika Sobotka博士
的“在粒状厌氧氨氧化物沉积物的连续反
应器中对污水中氮去除效果的研究”论
文描述了一种提高污水处理厂能效的方
法。 Dominika Sobotka博士提出了用
基于“厌氧”氧化铵态氮的过程的替代技
术取代目前使用的硝化和反硝化过程。 
Katarzyna Szepietowska博士的“生物和
结构力学中的多项式混沌扩展”（“在生
物力学和建筑力学中发展成多项式混沌的
方法”）论文指出了外科医生在治疗腹部
疝时采用概率支持的创新方法。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建筑系毕业
生获得波兰建筑师协会奖
2019-06-12
西 里 西 亚 科 技 大 学 建 筑 系 的 毕 业 生
Karolina Chodura获得了波兰建筑师
协会年度奖最佳毕业设计奖。 Karolina 
Chodura的“被遗忘的地方，克拉科夫
黎巴嫩采石场的博物馆和纪念公园”作品
获得了奖项。作品在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建
筑学院的Jan Kubec的监督下完成。 西

里西亚科技大学就获奖作品评论道：“就
像在音乐中一样，旋律不仅仅是由音符
创造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完成它们，它
们还需要暂停，在建筑中这样的想法有
时候需要一个虚空，自由的空间。就像
Virilovsky“espace vide”（......）这样
的作品， 我们正在寻找这样的作品。”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学生赢得了
舒适建筑学生竞赛
2019-06-13
来 自 西 里 西 亚 科 技 大 学 建 筑 系 的 学 生
Anna Toborek i Joanna Machera 的
项目“CO.Living” 赢得了著名的舒适
建筑学生竞赛。 竞赛由Saint-Gobain
于 2 0 0 4 年 组 织 ， 在 为 建 筑 学 学 生 。 自
2012年以来波兰学生一直参与其中，但
波兰队首次获得第一名。 今年比赛的
主题是根据愿景#milano2030恢复并恢
复与Crescenzago地铁站附近的米兰
市的整合。 任务由为三栋现有的多户
住宅建造新住房和改造策略组成。 来
自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学生在决赛中击
败 了 来 自 全 球 3 5 个 国 家 的 6 0 个 队 伍 ，
作为奖励，们将在米兰的一家知名建筑
工作室实习。比赛第二名来自象牙海岸
的 团 队 ， 获 得 第 三 名 的 是 白 俄 罗 斯 的
学生团队。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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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科技大学与科罗纳蜡烛公
司合作
2019-06-14
罗兹科技大学副校长Ireneusz Zbiciński
教授与科罗纳管理委员会主席 Andrzej 
Wróbel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科罗纳公司
在世界蜡烛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 合作将
涵盖研究和开发工作，特别是那些具有实
施潜力的工作。 预定义的联合活动领域包
括机电一体化，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生
产工程，材料工程（塑料，复合材料）和
化学。 合同中包括合作声明，选择最好的
罗兹科技大学学生在科罗纳公司里学习和
实习。 合作伙伴特别关注组织专门课程和
科罗纳蜡烛员工的实践课程。

工业发展局参与太空机器人技术
2019-06-17
波兰工业发展局参与了PIAP Space的资本
运作。根据签署的协议，超过300万兹罗
提将投入PIAP Space资本的新发行股票。 
属于Łukasiewicz研究网络的自动化与测
量工业研究所PIAP仍然是大股东。 PIAP
研究所是欧洲国防部门机器人技术领域的
市场领导者之一。 波兰工业发展局参与是
国家机构之间合作开发波兰技术思想的典
范。 PIAP Space的创建允许对实施的项
目采取更积极和商业化的方法。 工业发展
局副局长Dariusz Śliwowski说道：“太空
机器人是航天市场上的技术利基和波兰专
业之一，应该得到最好的管理。这就是为
什么PIAP Space的功能得到充分利用的重
要性。”

罗兹科技大学新方向：自动化
和机器人控制
2019-06-17
罗兹科技大学于2019年6月14日星期五正
式开始了2019/2020学年招生工作，大学
在2019/2020学年推出的新研究方向是自
动化和机器人控制。 罗兹科技大学为本科
学习准备了4290个名额， 为研究生学生准
备了1150个名额。 罗兹科技大学将以一种
全新的形式来教授自动化和机器人控制课
程。 这些研究将在电气工程，电子，计算

机科学和自动化学院进行。

克罗斯诺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学
生获得荷兰比赛
2019-06-18
克罗斯诺的国立高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打破
了他们自己的车道长度记录。 在荷兰的壳
牌生态马拉松比赛中行驶了749公里，并
在欧洲获得了第一名。 2016年克罗斯诺大
学建造了一辆汽车，在使用一升燃料的情
况下行驶最长的距离。 每年学生们与讲师
和当地公司合作，尝试对车辆进行现代化
改造，并为壳牌石油公司组织的学生参加
国际比赛。 2016年设计车辆行驶了133公
里，一年后行驶了306公里，2018年已经
能够行驶超过498公里。 今年这辆车行驶
了 749公里。

无人机在在内华达州进行测试
2019-06-18
波兰总统Andrzej Duda在访问内华达州
里诺期间参观了城市地区的无人机。 他
还参加了由科学联盟创建的波兰无人机
MOSUPS的展览，联盟的领导者是华沙航
空学院。 这些测试是NIAS-NASA-ILOT项
目的一部分 ，也是美国 - 波兰最大的无人
机测试项目。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是唯一
受邀参与美国演习的外国机构。 测试的目
的是实施新技术，使城市化区域内的大量
此类设备能够以不会对城市居民或空中交
通构成威胁的方式同时移动。

罗兹科技大学科学家获得
TECHNICUS 2019竞赛
2019-06-19
来自罗兹科技大学的Jakub Szczepaniak
博士是“IFE-一切都是数学”一书的作
者，他赢得了TECHNICUS 2019竞赛的
最佳技术书籍和最佳技术指南。 Jakub 
Szczepaniak博士是是罗兹科技大学数学
与物理教学中心和国际教育中心（IFE）的
讲师。 他多次获得了最佳学术教师称号。 
TECHNICUS竞赛支持和促进出版商和作
者的书籍出版物具有高度的实质性和编辑
性。

热舒夫科技大学研究人员开发
了桥梁结构和涵洞的典型道路
结构目录
2019-06-21
来自热舒夫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与建
筑学院道路与桥梁系的Tomasz Siwowski
教授的团队开发了桥梁结构和涵洞的典
型道路建筑目录。 基础设施部长Andrzej 
Adamczyk签署了使用目录的建议。 目录
将允许降低在波兰道路上设计和建造此类
设施的成本。 它包含50多个典型的桥梁和
涵洞项目，适用于所有类别的道路。 该目
录使用了近年来在波兰和其他欧盟国家进
行的投资的解决方案。 目录的使用是免费
提供的，该目录已在基础设施部网站上提
供。

第八届计量大会
2019-06-21
2019年6月9日至13日第八届计量大会在
奥古斯图夫举行。会议由比亚韦斯托克科
技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和机械工程学院与波
兰理论与应用电子技术学会比亚韦斯托克
分会合作举办。 计量大会的目的是交流
观点和经验，并展示现代计量问题的研
究成果。 会议讨论了单位测量标准，测
量服务，测量精度评估，测量和数据传输
系统，测量传感器，信号处理方法以及机
械，电气，几何和化学量的测量。 计量大
会是一个循环科学会议，大多数涉及计量
及其应用的国家中心都参与其中。波兰科
学院计量和科学设备委员会采纳了对国会
的科学赞助。



343

科沙林科技大学将与
Goodvalley合作
2019-06-24
科沙林科技大学与Goodval ley签署了
合作协议。合作协议涉及学生实施学徒
制以及公司拥有的工厂和农场的带薪实
习。该公司还希望支持学生准备文凭论
文。 合作涉及机械学院五个学院的800名
学生：食品技术和人类营养，能源，机械
和机械工程，管理和生产工程以及运输。 
Goodvalley代表宣布他们愿意参与制定
学习计划，以便他们更加适应未来雇主的
需求。通过这种方式，公司将共同决定学
生获得的能力范围。 Goodvalley在丹麦
开展业务，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在
波兰市场上从事农业和食品加工业，该公
司还经营沼气厂。 该公司在波兰的工厂位
于Przechlewo。

西里西亚2019材料技术会议
2019-06-24
工程与生物医学材料研究所、西里西亚科
技大学材料工程研究所、Łukasiewicz研究
网络、有色金属研究所和黑色冶金研究所
以及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学生与材料科学学
会联合会共同邀请大家参加西里西亚2019
材料技术会议。 会议计划于10月13日至
16日在Zawiercie举行。织者宣布了协调
研究和实施最具经济重要性的材料技术的
主题，以及与技术大学毕业生相关的双重
教育和行业期望体系。 会议的一个重要
内容是讨论产品质量规划和制造技术，制
造工艺的质量工程，质量的技术方面 - 材
料，设计，产品和实验室测试。 更多信
息： http://mts.polsl.pl/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和索波特签
署使用无障碍标准许可协议
2019-06-24
索波特是波兰第五个在设计公共空间时使
用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开发的无障碍标准的
城市，为所有用户，特别是残疾人创造友
好空间的规则。 无障碍标准所包含的对
公众的依据，以规范在城市中使用的解决
方案，与通用设计的原则设计和现代化的

必要信息和解决方案，涉及波兰法律法规
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标准。 通过签署协
议，索波特加入组希望在创建友好居民的
空间条件下方便使用在婴儿车的公共场所
为老年人和残疾人，父母与孩子，孕妇的
城市，并与临时流动性限制的人。 更多信
息：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ontent/pol i technika-gdanska-i-
sopot-podpisaly-umowe-l icencj i -
n a - k o r z y s t a n i e - z e - s t a n d a r d o w -
dostepnosci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建筑系未来
竞赛
2019-06-25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建筑学院在每月生
成器的未来排名中名列前十。评价标准
是 举 办 讲 座 ， 辅 导 ， 案 例 研 究 ， 研 讨
会 ， 协 商 和 倡 议 所 有 竞 赛 和 科 学 界 和
学 生 团 体 的 部 门 的 数 量 。 学 生 们 也 赢
得了奖品 。 在年轻建筑师宣言竞赛中
Bartosz Słomka的作品“隧道”获得了
第二名。Wojciech Szkarłat 的“运动与
生活混合动力”项目、Marta Błaszczyk
和Kacper Kania 的“玻璃网”项目以及
Katarzyna Przybyła 的““创世纪 - 海洋
化，科学和住宅基础”获得了奖项。 在青
年建筑师挑战赛中Marta Lata、Mateusz 
Pietryga、DobrochnaLata、Agata 
Czechowska的“建筑师的游乐场”项目
获得了奖项。

西里西亚团队参加Droniada 
2019竞赛
2019-06-26
来自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跨学院学生研究
圈“人工智能AI-METH方法的应用”的西
里西亚·厄恩（Silesian Bielik）团队在无
人机Droniada 2019的竞赛中获得了第四
名。 比赛分为三个板块：运送货物（“空
中桥梁 - 通用模块货”），被盗车的搜索
和跟踪（“自动对射”），并建立泡沫砖
的墙（“输入砖”）。 西里西亚的团队获
得‘ 航空学院特别奖打开链接，最快的交
货期在竞争中“空中桥梁”的货物和特别

奖，发现车身颜色在竞争的基础上最快的
车“汽车上的收音机。” 比赛由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民航权
力机构主席Piotr Samson和基础设施部长
Andrzej Adamczyk荣誉赞助。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将获得
超过850万兹罗提资金
2019-06-27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有色金属研究所在
的科学联盟将实施“在喷涂耐磨等离子体
的表面层的微观结构的变化的多尺度分
析和改善其机械性能方面使用浓能源重
熔”项目。 联盟由克拉科夫AGH科技大
学、Łukasiewicz研究网络 -  焊接研究所和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 - 有色金属研究所组
成。科学联盟将研究激光或电子束重熔过
程中发生的现象，这些现象是基于掺有可
再生Ni-Cr-Re喷射等离子体的镍合金。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赢得
国际建筑竞赛
2019-06-27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建筑系的Anna 
Domagała和Jakub Pietrucha的设计赢
得了国际Finsa建筑师和设计师奖。他们
将监督设计展馆的建设。 比赛是由英国公
司生产芬萨刨花板和中密度纤维板组织，
竞争是鼓励大家去探索建筑木材和其他可
再生有机材料使用，并随后通过设计特定
对象使用这些知识在实践中 今年的竞赛
任务是设计Woodside Pavilon，一个当
地社区的临时建筑，旨在组织各种艺术活
动。 建设成本不能超过1.5万英磅。 该展
馆将建在伍德赛德（Woodside） - 利物
浦郊区伯肯黑德（Birkenhead）港口城镇
的一部分。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studenci-pwr-
zwyciezyli-w-konkursie-insa-11252.html



TECHNICAL SCIENCES 2018-2019

344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学生们建
造了一艘自动帆船
2019-06-28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SimLE技术俱乐部的学生
正致力于创建一艘完全自主运营的帆船。
秋天时他们计划在帕克湾进行首次全自动
巡航。 “海员”项目的潜在目标之一是参
加Microtransat挑战赛，挑战赛基于穿越
大西洋的独立船只。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
有人成功。这项任务很难实现，因为船的
最大长度可达2.4米，必须完全独立不可
能进行遥控，因此只能靠风强度移动。 目
前学生们设法制造了一艘测试船体（长约
1.5米），用于测试电子和控制算法。这艘
船已经有帆，索具以及控制所需的电子设
备。设计已成功通过了水的首次测试。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参
加学生公式比赛
2019-06-28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PWR赛车队的学生将
参加学生公式比赛。RTX汽车采用最新技术
建造。7月份学生们将带着塞着参加在匈牙
利和意大利举行的比赛，8月在德国和捷克
共和国参赛。 RTX支撑结构由碳纤维单壳
体结构，铝制垫片和钢框架组成。车型采
用双连杆推杆式悬架，前轴采用T型杆系统
中的三个减震器。这辆车的重量为190公
斤，略高于之前的RT09汽车。 RTX发动机
为本田CBR 600RR发动机，85马力和63牛
米扭矩，结合学生和钛排气歧管设计的进
气系统。 U型杆稳定器安装在后轴上。车
型配备了安装在碳纤维轮辋上的低调16英
寸轮胎。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科学家在布
尔诺会议获奖
2019-06-28
来自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Magdalena 
Jabłońska教授和Mariusz Wnęk博士在捷
克共和国布尔诺举行的2019第2届金属会
议上获得表彰。 来自欧洲和阿尔及利亚，
中国，埃及，印度，伊朗，以色列，日
本，加拿大，韩国，突尼斯，土耳其和乌
兹别克斯坦的科学家参加了此次活动。 作

为会议的一部分举行了一次海报会议，共
有253张海报。评估委员会颁发了三个奖项
和五个奖项。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的Magdalena Jabłońska
教授因“在动态条件下变形的结构钢的性
能研究”而获奖。来自工业信息学系的
MariuszWnęk博士的“燃料消耗和二氧
化碳排放的数字化修改”项目也获得了奖
项。    

Piotr Achinger博士获得了华
沙科技大学青年科学家奖章
2019-07-02
来 自 波 兰 科 学 院 数 学 研 究 所 的 P i o t r 
Achinger博士获得了华沙科技大学授予
的青年科学家奖章，以表彰他在代数流形
拓扑及其应用方面的研究取得的突破。 青
年科学家奖章成立于2007年，奖励科学
和技术创新领域的杰出成就和其他杰出创
作成就而获奖。 奖章由华沙科技大学校
长根据未超过35岁的学者奖章章的要求
颁发。其区别在于促进以创造性概念的
独立性和发展的特殊动力为特征的年轻
科学家的成就。 Piotr Achinger博士是
ERC启动资助2018年获奖者中的一位获奖
者。KAPIBARA代数品种和野生分化的同
源理论项目获得了1 007 500欧元的资助，
项目涉及广泛理解的代数流形拓扑，适用
于算术，物理 数学和微分方程。

罗兹科技大学两个专业获得了
欧洲工程教育认证网络证书
2019-07-02
罗兹科技大学的建筑与管理和生产工程获
得了技术大学认证委员会（KAUT）和欧洲
工程教育认证网络（ENAEE）的认证，认
证以表彰高质量的教育。 所获得的认证有
效期至2022/2023学年。土木工程，建筑
与环境工程学院的建筑方向获得了第一次
循环研究管理和生产工程学院的本科和硕
士学位，管理和生产工程的证书。 ENAEE
是致力于培训工程师的欧洲组织。 ENEAA
的一项活动是向欧洲教育计划颁发证书，
证明其高水平的教育和遵守欧洲采用的博
洛尼亚规范和原则。

海乌姆将培训空中调度员
2019-07-03
海乌姆国立高等职业学校航空培训中心获
得了民航局颁发的证书，授权在理论和实
践培训范围内开展民航培训活动，以获得
FDL空中调度员执照（飞行调度许可证）
。 海乌姆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新成立的空调
调度员教育中心获得的资格是作为波兰的
第一个学术中心将提供空中调度员专业的
免费教育。 为了获得空气调度员的许可
证，除了理论和实践课程外学生必须在持
有航空运营的空中调度员的监督下包括90
个名册，比如LOT波兰航空公司。

波兹南科技大学学获得铁路挑
战赛
2019-07-03
波兹南科技大学的学生参加了英国的铁路
挑战赛。在他们的首次亮相中就获得了原
始设计，所用材料和创新，以及机车的优
雅和美观的奖项。 铁路挑战赛每年在英国
斯塔普福德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的
代表，俱乐部或工作团队一起竞争最佳火
车头。挑战赛的基本假设是创建一个机车
原型，开始由大公司准备的招标。 挑战
赛期间举行一系列比赛。在轨道上，评估
机车的可靠性，维护的敏感性，发出的噪
音，驾驶的舒适性以及恢复制动期间产生
的能量的可能性。参赛团队必须提交他们
的项目并说服竞赛评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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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学生在诺贝
尔学生竞赛中获奖
2019-07-04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学生Kamil Książek
是自2009年以来由独立学生协会在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的荣誉赞助下组织的学生
诺贝尔2019年竞赛的八位获奖者之一。 
Kamil Książek是应用科学大学数学系的学
生，他成为信息技术类竞赛的获奖者。他
的科学兴趣是优化问题，特别是启发式算
法。 这位年轻的科学家也对机器学习以及
最近的物联网感兴趣。 来自应用数学系的
Aleksandra Krawiec、Anna Strzoda和
Bartosz Grabowski获得了信息技术类竞
赛的最终成绩。

弗罗茨瓦夫科学家将打印出高
质量的金属玻璃
2019-07-05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科学家正在研究金属玻
璃的3D打印技术。它使产量将更大和更
强大的机器零件和设备。项目荣获工程
师和技术人员波兰人协会。 材料科学，
力学和焊接系的Andrzej Ambroziak教授
的团队专注于制造问题，通过生成技术（
称为3D打印）。机械元件由铁基非晶材
料制成。 团队成员还包括来自科技大学
的Aleksandra Małachowska博士，来
自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Wirginia Pilarczy
教授。 部分研究是由理工学院机械部门
和德国合作伙伴联合开展的Cornet项目
的一部分：DVS-FVA（焊接及相关工艺
研究协会Ev。）开姆尼茨工业大学和纳
米网基金会。 更多信息： https://pwr.
edu.pl/uczelnia/aktualnosci/czy-da-
sie-wydrukowac-szkla-metaliczne-
wysokiej-jakosci-11268.html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在国
际建筑竞赛中获奖
2019-07-08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建筑学三年级学
生Agata Mila在国际Pavilost Poets Huts
比赛中获奖。她在拉脱维亚小镇帕维西塔
斯（Pavilosta）为诗人设计的一系列房

屋项目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比赛的主题
是设计一个小型建筑群，受邀的诗人将来
到这里避开日常生活的喧嚣，从大自然中
汲取灵感，并利用理想的写作条件。 诗
人的小屋将建在港口城镇Pavilosta，主
要与海滩和钓鱼有关。 Agata Mila的作
品在这种类型的文学往往表现建筑物的孤
独允许自然和环境的思考。项目赢得了评
委会的认可并考虑到了这一点建筑与自然
的联系，使用生态或可回收材料和低项目
成本。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pl/
uczelnia/aktualnosci/wyroznienie-dla-
studentki-z-w1-w-miedzynarodowym-
konkursie-11267.html

罗兹科技大学学生参加太阳能
挑战赛
2019-07-09
2019年7月5日星期五罗兹科技大学太阳能
团队的学生们展示了由太阳能驱动的新型
电动车Eagle Two。 根据“大学生活”报
道，电子车将在2019年10月代表波兰参加
澳大利亚普利司通世界太阳能挑战赛。 电
动车配备了5平方米的光伏板，因此只需使
用太阳能即可移动。如果在晚上行驶只需
要使用60千瓦时的电池。电池充满电后，
足以驱动2400公里！电动车有两个专用于
Eagle Two特性的BLDC发动机，总功率
为10千瓦，可以将车速提高到140公里/小
时。 普利司通世界太阳能挑战赛是太阳能
发电的最大电动汽车竞赛。 32年来一直在
澳大利亚举行。到目前为止已有465个团队
和10000多名参赛者参加，每两年必须克
服达尔文和阿德莱德之间的距离行驶，相
当于3000公里。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参加
巴塞罗那比赛
2019-07-09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将参加下一届
Smart Moto Challenge比赛。他们的最
新设计LEM Thunder v2电动摩托车将出现
在在巴塞罗那赛场。 车辆由车辆和移动机
器人科学圈的学生建造，摩托车适合越野
驾驶。 LEM Thunder v2采用全新耐用的
铬钼钢框架和带双风扇系统的新电池，可

提高冷却效果。他们将弗罗茨瓦夫的电话
区号“71”用作摩托车的车号 在巴塞罗那
的比赛中弗罗茨瓦夫的学生将与来自欧洲
各地的团队竞争，其中包括来自波兰的两
支团队。摩托车将参加动态和静态比赛，
还将评估实施大规模生产原型的想法。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elektryzujaca-premiera-
n o w e g o - m o t o c y k l a - s t u d e n t o w -
pwr-11276.html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员工成为全
国技术大师竞赛获奖者
2019-07-10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员工赢得了环境工
程领域的全国技术硕士学位。联邦科学
和技术协会委员会没有授予技术解决方
案“通过改变曝气过程的控制系统来改
善污水处理厂的能源消耗”。 研究人
员为城市污水处理厂开发了通用曝气控
制系统。其实施可以降低技术系统的能
耗，同时获得生态效应和废水处理的高
效率。 2016 - 2018年实施的项目由格
但 斯 克 环 境 保 护 和 水 管 理 省 基 金 提 供
资金。 获奖人员为： Sylwia Fudala-
Książek博士、Anna Remiszewska-
Skwarek博士、 Aneta Łuczkiewicz
博士、Rafał Węglare工程师、Ewa 
Zaborowska和Marek Chodnicki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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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 Wrocket在美国火箭比赛
中首次亮相
2019-07-10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PoliWrocket
团队在校际火箭工程比赛中获得了同类
产品中的第四名。 在新墨西哥州的比赛
中“九十九” 首次亮相，这是 一枚重16
公斤（不含燃料）的火箭，长3.1米。 火
箭最重要的任务是达到3048米的上限。
超出这个高度限制的团队将会失去分数。
比赛还评估了提供的文件及技术项目的及
时性以及飞行的正确性，距指定高度的距
离和火箭的恢复阶段。 PoliWrocket得分
的最高的“设计实现”，即技术方案和比
赛前提交的报告。该小组由来自机械、机
械能源、信息技术和管理、电子、化工学
院的学生组成。 更多信息： https://pwr.
edu.pl/uczelnia/aktualnosci/udany-
debiut-poliwrocket-na-zawodach-
rakietowych-w-usa-11278.html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机器人
将前往美国
2019-07-11
由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运营的Robocik科
学俱乐部成员建造的水下机器人ROV 4.0
将参加在美国举办的比赛。 ROV 4.0能
够检测到最近厘米的障碍物，并有一个六
鱼雷鱼雷发射器 。 ROV 4.0是科技学院
创建的第四个也是最先进的建筑。它具有
圆柱形结构，可以将浸入深度增加到100
米。框架由塑料制成，构造者安装了广泛
的视觉系统，并添加了一个机械手，用于
精确的水下工作。 在圣地亚哥的比赛期
间，机器人将不得不使用彩色标记和放置
在底部的超声波发射器在游泳池周围游
泳，将镂空立方体形状的构造扔进一个标
记的容器中，打开一个小容器并将元件带
出来。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pl/
uczelnia/aktualnosci/rov-40-gotowy-
podwodny-robot-z-pwr-ma-podbic-
usa-11274.html

“2019年建筑木材” 最佳硕士
论文竞赛
2019-07-12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科 技 大 学 邀 请 各 位 参
加“2019年建筑木材”全国最佳硕士论文
比赛。比赛期间将展示木材作为建筑，建
筑和装饰材料的优势。 竞赛由比亚韦斯托
克科技大学建筑院与Unibep 股份公司及
Danwood 股份公司共同合作举办合作。
两家公司总部位于波德拉谢省，是欧洲最
大的木制住宅生产商之一。 建筑学院院
长Aleksandr Asanowicz教授将担任主席
的竞赛评委会主持人。 2019年10月1日至
10月22日内提交的论文均可以申请参加比
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组织的竞赛。 竞赛
一等奖奖获得8000波兰兹罗提奖金、二等
奖将获得6000波兰兹罗提奖金、三等奖
将获得4000波兰兹罗提奖金、两名同等奖
获得者每人将会获得2000兹罗提的奖金。 
每人2000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
drewnowarchitekturze.pl/index.php/
regulamin/

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的学生
参加国际比赛
2019-07-12
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
院的学生们参加了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
贝巴捷克共和国大使馆设计竞赛的最终决
赛。 来自世界各地的281件作品参加了由
捷克共和国内政部、布拉格科技大学建筑
系和Inspireli奖组织的比赛。 来自西波美拉
尼亚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和建筑学院建筑学
硕士研究生Anna Mierzyńska和Andrzej 
Chuchra 顺利晋级到了决赛环节。 项
目 的 创 作 灵 感 是 椴 树 的 叶 子 ， A n n a 
Mierzyńska和Andrzej Chuchra  。叶子
的轮廓已经转变为陶瓷形状，从中设计出
特有的镂空百叶窗。整体采用红土色调设
计，是一种局部沉积岩，具有潮湿和炎热
气候的区域特征。

地区专家观察站网络
2019-07-15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科学联盟、Łukasiewicz 
研究网络、有色金属学会加入了地区专家
观察网路。在生产技术和材料加工领域的
放大观测网络将提高科技的区域发展潜力
的管理。 地区专家观察站网络成立于2013
年，其目标是沟通与合作，以及企业和科
研的研究机构和商业环境的环境之间的数
据交换的网络的建立。 在新成员加入后网
络将统计七个观察站，这将允许在由省自
治政府协调的广泛伙伴关系中以全面的方
式管理该地区的保护技术发展。将根据西
里西亚省技术发展计划指定的八个技术领
域系统地扩大伙伴关系。

波兹南科技大学电动汽车准备
参加比赛
2019-07-15
来自波兹南科技大学PUT Motorsport研
究俱乐部的学生将参加Formula Student
电动车比赛。最新模型“水仙”将参加在
匈牙利，意大利和捷克共和国举行的比
赛。 “水仙”改进了冷却系统的效率，出
现了一种新的空气动力学套件。 “水仙”
也有一个加强的悬挂和更容易处理。悬架
由带有铝制紧固元件的碳纤维管制成。这
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汽车的重量，同时
提供最大的结构刚度。 在第一场比赛之
前，安装了新的新发动机。效率提高了50
％，并且在散热器和空气动力系统方面也
做出了相应的改进。在汽车的后翼中首次
使用DRS，即减小空气阻力的系统，其任
务是减小指向相反行进方向的力。 更多
信息： https://www.put.poznan.pl/pl/
aktualnosc/piaty-bolid-put-motorsport  



347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太阳
能飞机
2019-07-15
2019年7月10日星期三，由克拉科夫AGH
科技大学学生建造的太阳能飞机的首次升
空。 波兰航空博物馆展出了一个完全由太
阳能驱动的无人结构。这是波兰第一个此
类学生项目。 AGH建造的太阳能飞机平
面翼展为3.8米，重5公斤，速度可达50公
里/小时。白天的时候从放置在机翼上的48
块光伏板吸取能量。功率取决于太阳的强
度，从150到180 W，完全满足飞行期间的
需求。 AGH太阳能飞机科学俱乐部是一所
学生俱乐部，其目的是传播电动交通与可
再生能源相结合的现代技术。俱乐部成立
于2017年10月，目前拥有约50名员工。已
在日本和美国的科学会议上取得成功。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两支团
队参加了火星殖民地竞赛
2019-07-16
评审团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火星殖民地的百
个项目中选择出了十个项目。 这是个项
目的作者将在美国详细介绍他们的解决方
案。 来自波兰的两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
的学生团队进入了火星殖民地奖的决赛。   
波兰团队的入围项目是“理想城市”和“
坚固的住宅”。 入围的团队有来自俄罗
斯、瑞典、美国、法国、瑞士的团队。入
围团队们将有资格参加决赛。 他们现在正
在准备南加州大学火星社会大会的演讲。 
比赛的主题是为一千人提供一个自给自足
的火星殖民地项目。 住宅区应尽可能少地
从地球进口货物，同时生产出口货物，以
便有所保留。 它必须为居民生产能源和食
物，扩建所需的建筑材料，以及衣服和日
常使用的所有产品。 更多信息： https://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dwa-
zespoly-z-pwr-w-inale-konkursu-mars-
colony-prize-11271.html

热舒夫科技大学启动无人机自
动启动和着陆系统
2019-07-18
截止至2019年7月20日，在热舒夫附近的
Jasionka航空培训中心将实现自动起降系
统集成的第一阶段：ATOL和自动滑行系
统。 这项工作是作为增强型RPAS自动化项
目的一部分代表欧洲防卫厅进行的，项目
旨在支持对非隔离欧洲空域无人机运动的
监管。 上述系统安装在Czajka MP-02飞
机上，该飞机由热舒夫科技大学（运营商
是航空电子和控制部门）和航空研究所运
营。 热舒夫科技大学项目指定了领导者的
角色，负责整合飞机。热舒夫科技大学还
将负责向欧洲国防机构的高级代表展示该
项目的成果。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与沃尔沃
密切合作
2019-07-19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与沃尔沃已经签署了
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假定创新科学项目
的开展和发展，联合教育计划的创建，
学生实习组织的实施以及博士论文和本科
生论文的实施。 合同双方的代表已宣布
愿意在研究和项目领域以及年轻科学人
员的教育方面发展目前富有成效的合作。
多年来科技大学的学生认为沃尔沃是值得
信赖的雇主。 合同的范围将允许各方 通
过使用经验，员工的知识以及弗罗茨瓦
夫科技大学和沃尔沃的潜力，实施开放
发展前景和提高竞争力的各种项目。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pwr-i-volvo-beda-scisle-
wspolpracowac-11284.html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学生参加
Shell Eco-marathon Europe 
2019比赛
2019-07-22
代表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Smart Power 
P o l S l 团 队 参 加 了 伦 敦 第 3 4 届 壳 牌 生 态
马 拉 松 欧 洲 赛 。 由 学 生 建 造 的 电 动 车
MuSHELLka在原型类别中排名第30位。 

每年壳牌生态马拉松欧洲都汇集了来自欧
洲和非洲各地的学生和学生，他们参与了
专业赛道的设计，建造和测试竞赛，在三
个驱动类别中具有最高能效：汽油，氢气
和电动。今年有来自28个国家的1500多名
参赛者参加了比赛，共建造了140辆汽车。 
SmartPowerPolSl是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学
生科学机器结构建模的一个团队。团队由
机械技术、自动化、电子和计算机科学以
及化学学院的学生组成。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现代电力
系统会议
2019-07-23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电力工程系和电气和
电子工程师学会于9月9日至12日邀请各位
参加现代电力系统国际会议。 这是第六
届电气行业科学家和专家会议。会议将介
绍有关理论和实际应用的电力系统领域的
工作。 主办方宣布的会议主题包括系统
规划和管理，电力市场和能源金融，排放
交易，能源价格和负荷预测，能源政策，
系统稳定性分析，分布式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智能网络，建模和模拟诊断，人工智
能方法的应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以及
通信和网络安全。

华沙学生建造的方程式赛车
2019-07-23
来自华沙科技大学和中央商学院的Proton 
Dynamic团队的学生们在汽车和工程机械
学 此次活动是Proton Dynamic对两年过
程的总结，这一过程达到了预期目标，创
造了一辆电动方程式学生车。 PD1的特点
是轻盈，重量240为公斤。 电动机的最大
功率为80 kW，高电流锂离子电池负责供
电。 车辆可以保证加速度低于4s 0-100 km 
/ h，最高时速为105 km / h。 有趣的是，
车辆的方向盘采用3D打印技术制造。 大多
数组件都是由学生自己设计和制作的并得
到了赞助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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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届西里西亚大学社会科学
系技术史国际大会
2019-07-23
截止至7月27日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社会
科学学院将主办第46届国际技术史委员会
（ICOHTEC）研讨会。会议的口号是“技
术与权力”，主题涉及技术与权力之间的
关系 。 这次会议由约150名科学家参加，
同时举办研讨会，会议和前往技术相关场
所的旅行。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暑
期学校 - 一个青年科学家论坛，在他们的
研究问题上开展与技术史及其在整个历史
中发展社会的作用有关的问题。 ICOHTEC
于1968年在巴黎成立，其目的是整合所
谓的双方科学界铁幕。目前，该组织的成
员是来自欧洲，美洲，日本，印度和澳大
利亚的学者。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聚集
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研究人员。 更多信
息： www.katowice2019.icohtec.org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赢得
Smart Moto挑战赛
2019-07-25
由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建造的轻型电动摩
托车LEM Thunder v2在巴塞罗那举行的
国际比赛中获得了第二名。摩托车赢得了
比赛中最困难的耐力赛不分。 今年在巴
塞罗那举行的SmartMoto挑战赛是一场
适合越野驾驶的摩托车比赛。来自波兰，
西班牙和俄罗斯的团队参加了比赛。LEM 
Thunder v2在容量高达30千瓦的机器类别
中进行了挑战。 最终LEM Thunder赢得了
4个奖项。首先，在整个比赛的一般分类中
获得了银牌，仅次于俄罗斯RUDN大学的
团队。在动态和静态比赛分类中获得第二
名。裁判团还授予科技大学摩托车最佳设
计奖。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pl/
uczelnia/aktualnosci/srebrny-wystep-
lem-a-w-barcelonie-11293.html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研究员
成为国际制图协会成员
2019-07-30
来自波兹当密茨凯维奇大学的Łukasz Halik
博士成为国际制图协会地形图委员会的副

主席。在东京举行第29届国际制图会议期
间进行了选举。 新副主席的主要任务之一
是创建一个地图门户网站，提供有关国家
地形地形机构的综合信息，并从长远来看
在世界各个国家创建的地形图上。 Łukasz 
Halik博士的科学兴趣与使用增强技术和虚
拟现实在呈现现实世界的空间物体方面有
关。目前他正在研究虚拟现实沉浸式系统
中地形数据可视化的可能性。

西里西亚大学参与
DEEPWATER-CE项目
2019-07-31
来 自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水 文 地 质 工 程 地
质 ， 地 球 科 学 学 院 系 的 员 工 参 与 了 项
DEEPWATER-CE项目的实施，项目旨在通
过技术系统的实施，人工补给（管理含水
层补给-  MAR），以支持规划和水资源管
理作为解决气候变化引起的水资源短缺问
题。 项目涉及5个国家的8个伙伴：匈牙
利民间矿业和地质勘查业、克罗地亚斯普
利特污污水处理公司、克罗地亚地质调查
局、斯洛伐克水研究院、德国慕尼黑科技
大学、波兰国家水农场和西里西亚大学。 
项目的资金来自跨国际Interreg中欧计划
的资金。项目的总预算超过170万欧元，
计划于2022年完成。 更多信息： https://
www.us.edu.pl/projekt-deepwater-
ce-na-wydziale-nauk-o-ziemi-us

海乌姆国立高等职业学校与航
空业公司合作
2019-08-02
LOT飞机维修服务（LOTAMS）对海乌
姆 国 立 高 等 职 业 学 校 （ P W S Z ） 的 学 生
进行了培训，学生们将研究航空机械专
业。 根据达成的协议，海乌姆国立高等
职业学校毕业生将能够在LOTAMS公司工
作。LOTAMS是一家提供飞机维修服务的
公司，也是中欧和东欧唯一的巴西航空工
业公司授权服务中心。 合作协议详细规
定了合作的范围，这将涉及为海乌姆国立
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和讲师组织学徒和实
习。 海乌姆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此前与PLL 
LOT，Wizzair和Enter Air签署了类似的合
作协议。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博士生获得
西门子奖金
2019-08-02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的博士生Jacek Szkopek创造了一个由气
动肌肉驱动的拟人抓手。他的作品获得西
门子自动化与机器人专业毕业生第九届比
赛三等奖。 采用3D打印技术制作的夹具设
计反映了人手的解剖结构，尤其是其骨骼
系统。肌腱系统在指骨内被引导，允许弯
曲和拉直各个关节。另一方面用适当的肌
腱移动的人造肌肉构成驱动系统。 Jacek 
Szkopek说道：“仿生解决方案越来越受
欢迎。我开发的设计允许您操纵各种形状
和艺术属性的对象，同时从力学到控制算
法完全适应技术解决方案的研究。” 更多
信息：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 o n t e n t / n a g r o d a - s i e m e n s a - z a -
chwytak-o-funkcjach-ludzkiej-dloni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的学生
为北京机器人技术做准备
2019-08-05
来 自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科 技 大 学 （ P B ） 机
械系的Sumo Masters团队正准备参加
将于2019年8月9日至11日举行的北京
RobotChallenge机器人竞赛。 机器
人 科 学 俱 乐 部 的 团 队 成 员 包 括 ： P i o t r 
Wasilewski、Marcin Dziubek、Łukasz 
Kotarski、Michał Falkowski和Jerzy 
Matusiewicz。团队将在Rafał Grądzki
博士的指导下工作。团队正在为竞赛准
备多达11个机器人。 Rafał Grądzki博
士 说 道 ： “ 每 年 来 自 世 界 各 国 的 参 赛
者将参加北京的机器人竞赛。去年，来
自 3 0 个 国 家 的 近 1 4 0 0 名 机 器 人 参 加 了
比 赛 。 中 国 的 比 赛 是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机
器人比赛。去年Sumo Masters团队在
Megasumo，Minisumo，Nanosumo类
别中赢得了三个银牌。”



349

来自MOA艺术硕士建筑师获
得白金A’设计奖
2019-08-05
位于波美拉尼亚科技园区的MOA艺术硕
士办公室荣获A’Design奖和竞赛奖。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最佳设计，概念，产品
和设计服务竞赛。 MOA艺术硕士在设计
和展览市场上运作。是一个跨学科的设计
办公室，在独特的展台领域为企业提供巧
妙和创新的解决方案。格丁尼亚的帕克
斯从意大利科莫回归，获得了室内建筑和
空间设计奖。 为OKA（一家德国办公家
具制造商）设计的获奖展台的主要理念是
捕捉所谓的一个设计天才的闪光，出现在
设计师的头脑中，致力于一个新的想法。
设计是一个干净，经过深思熟虑的，可以
在展台展出的个人家具中找到的新设计。 
更多信息： https://ppnt.pl/platinum-
adesign-award-dla-architektow-z-
moa-masters-of-arts/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学生参加欧
洲最佳工程竞赛
2019-08-06
来自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学生Aleksander 
Spyra、Bartosz Kowalski、Przemysław 
Giza 和Paweł Sanocki在都灵举办的欧
洲最佳工程竞赛（EBEC）决赛中获得团队
设计奖。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学生获胜的团
队设计类别依赖于设计和构建解决特定工
程问题的设备（例如，使用稳定的空气流
来提升尽可能多的质量的机制）。该类别
是检查学生如何处理有限的材料和时间资
源。 EBEC是由欧洲技术学院董事会组织
的国际活动，比赛面向技术大学的学生。
其中重要的是工程知识，创造力和创新思
维。由案例研究和团队设计两部分组成。

未来属于自主运输
2019-08-08
基础设施部、汽车运输研究所（ITS）与华
沙科技大学交通学院联合会正在寻求实施
AV-PL-ROAD项目，项目将寻求新技术会
减少波兰道路上的事故数量吗？司机会失
去能力并被计算机取代吗？问题的答案。 

项目的首字母缩略词意味着自动驾驶汽车
（AV）和与其他车辆和基础设施（连通
自动驾驶-  CAD）通信的车辆。 AV-PL-
ROAD项目自2018年12月开始实施，旨在
帮助波兰应对与自动驾驶车辆以及未来自
动驾驶车辆安全实施相关的新挑战。其中
一个重要方面是创建CAD能力中心的计
划。通过建立实质性设施，ITS开发能力以
及投资自动化技术测试领域的研究设备。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RTX汽车
获得意大利比赛第五名
2019-08-08
由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建造的RTX
汽车在意大利方程式学生比赛中获得了第
五。RTX是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建造
的第十辆汽车。车辆的建造于去年9月底开
始，近60人参与了该项目。 PWR赛车队在
商业计划演示比赛中获得了第三名。演示
文稿的设计解决方案，美学和专业准备获
得了评委的赞赏。这款车的特色还在于发
动机的独特声音。 由于齿轮箱出现问题车
辆在比赛中获得了第五名。

波兹南科技大学赢得意大利学
生比赛
2019-08-09
波兹南科技大学的学生在意大利举行的学
生方程赛中表现出，Motorsport队获得了
第十名的成绩。 在比赛期间，波兹南的工
程师们展示了他们的第五台内燃机- 鲁萨尔
卡。参赛车辆采用新技术，占60％由基于
学生模拟的创新复合材料组成。 Rusałka
在Skid Pad类别中获得了第二名，比赛检
查由学生构建的悬架的可能性，在加速中
获得了第四名，竞赛检查汽车的最大加速
度，在Autocross类别中获得第七名，检
查耐力赛和驾驶员技能的资格。在耐力和
效率耐力赛中获得第四名。

瑞士政府为波兰公民提供奖学金
2019-08-12
瑞士联邦政府在2020/2021学年的为波兰
公民提供研究，博士研究和博士后实习奖
学金。奖学金每年颁发一次，旨在促进

瑞士与世界上180个国家之间的国际学术
交流和科学合作。 奖学金面向拥有硕士
学位或同等学历和博士学位的国外青年研
究人员。 瑞士奖学金计划的目的是选择
将在10所瑞士广州大学，两所瑞士技术
学院或科研机构和高等职业学校之一进行
博士后研究或研究留学或开始学习的候选
人。 更多信息： www.sbi.admin.ch/
scholarships_eng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交通学院获
得技术学院认证委员会认证
2019-08-12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交
通学习领域获得了技术学院认证委员会
（KAUT）。认证在2022/2023学年之前
有效。 技术学院认证委员会（KAUT）是
一个环境委员会，致力于提高波兰技术大
学的教育质量。它由波兰技术大学校长会
议建立，属于欧洲认证委员会。2013年9
月获得了欧洲工程教育认证网络的许可，
授予欧洲证书EUR-ACE Label。因此，
获得技术学院认证委员会（KAUT）证书
的单位同时获得本科和研究生学习领域的
的EUR-ACE证书。 技术学院认证委员会
（KAUT）涵盖了科技学院的另外五个研究
领域：生物技术，土木工程，电气工程，
计算机科学以及力学和机械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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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在格
丁尼亚红牛飞行比赛中获得第
三名
2019-08-13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在格丁尼亚举
行的“2019年红牛飞行比赛”比赛中获
得第三名。他们建造的滑翔机飞行了近18
米。 来自波兰各地的39个团队参加了比
赛。比赛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0
秒，由评委团评判艺术表演，这是一个顺
利的开始。然后滑翔机在30米长的坡道上
加速，并从6米的高度推入水中。计算飞行
距离，直到机器首次接触水。 “科技学院
公牛队”团队由每天在学术航空俱乐部，
车辆和移动机器人科学圈以及复合材料科
学圈工作的学生组成。滑翔机设计的灵感
来自两架飞机- 流行的F-16战斗机和世界上
最受欢迎的特技飞机之一Zivko Edge 540
。

第四届西里西亚科学节
2019-08-14
截止至9月30日可以申请参加第四届西里
西亚科学节卡托维兹的车库发明评论。在
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活动期间，业余发明
家，设备制造商和有趣的技术解决方案将
有机会展示他们的工作成果。 所有提交的
提案将由专家委员会进行分析，委员会将
主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评估。最有趣
的项目的作者将被邀请参加艺术节，最佳
项目将由节日观众，区域媒体读者和专家
委员会颁发。 科学节展示了参与科学的
人的成就。活动面向所有年龄段的设计师
和发明家，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申请可
通过电子渠道进行。 登记表格见：www.
slaskifestiwalnauki.pl

华沙大学学生参加国际火星探
测器比赛
2019-08-16
华沙大学学生参加国际火星探测器比赛 华
沙大学罗孚队在2019年加拿大国际流浪者
挑战赛的国际火星探测器比赛中获得第三
名。12个学生团队参加了在加拿大德兰海
勒举行的决赛。 在比赛期间，每个团队执

行了5项任务，由此评估了火星车的设计
和操作员的技能。其中包括其中在困难的
地形上移动，收集表面样品和修理设备。 
比赛的第一名是来自俄勒冈州立大学的
OSURC Mars Rover团队，第二名是来自
华盛顿大学的Husky Robotics。排名第三
的华盛顿大学团队是物理，地质，数学，
计算机科学和力学以及MISMap学院的学
生。

波兰初创公司为学生，讲师和
企业家建立的平台
2019-08-16
Universality平台是为学生和讲师创建的，
平台适用于对技术和IT领域感兴趣的人员。
平台的创建得益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在
e-Pionier计划下的支持。 讲师在平台上发
布学生的任务，他们可以通过他们扩展他
们的知识。该门户网站也适用于寻求学生
在科技行业工作的公司。 创立大学创业公
司的创始人是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
Jerzy Czepiel。门户网站旨在满足那些希
望发展和扩展其技术领域知识的年轻人的
需求。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监督格但斯
克高架桥建设
2019-08-16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材
料系科学家对格但斯克基础设施的重要投
资进行科学监督。 作为高架桥投资投资的
一部分，正在建造3座高架桥和一座通往
Radunia运河的桥梁。格但斯克科技大学
的员工同时收集准备科学出版物的材料。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校长Krzysztof Wilde
教 授 和 格 但 斯 克 经 济 事 务 副 总 裁 A l a n 
Aleksandrowicz参加了对高架桥的负荷
测试。 确保材料强度部助理教授兼桥梁实
验室经理Mikołaj Miśkiewicz说道：“来
自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科学家们还监督另
一个有趣的对象威尼斯天桥，威尼斯天桥
是新布洛恩斯卡的一部分。这种结构中使
用的技术可以消除在立交桥和冰上行驶时
的噪音。冬天这里没有“玻璃”。 更多信
息：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ontent/po l i techn ika-gdanska-
nadzoruje-budowe-waznych-dla-
gdanska-wiaduktow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参加
弗罗德诺城堡研讨会
2019-08-16
在西里西亚扎古热格罗德诺城堡的研究和
设计工作期间，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建筑
系的学生们发现，这个据点在16世纪没有
扩大。比之前的设想要早的多，大概在在
中世纪的时候。 学生们准备了格罗德诺
城堡历史上三个阶段的虚拟模型。最早的
时期显示了在Bolek 时期的堡垒，即在十
三世纪和十四世纪之交，在Bolek II统治
期间，下一个十四世纪中期出现了格罗德
诺。最后一个虚拟演示文稿是文艺复兴时
期的城堡，这就是15至16世纪之间堡垒
的样子。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studenckie-
badania-na-zamku-grodno-zdjecia--
wizualizacje-11308.html

凯尔采欧洲火星探测器比赛
2019-08-19
第五届欧洲罗孚挑战赛将于9月13日至15
日在凯尔采举行。 来自15个国家的40支
队伍有资格参加火星探测器比赛。决赛选
手包括德国，加拿大，英国，波兰，土耳
其，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代表。去年的
获胜者将由凯尔采科技大学代表。 圣十字
省政府为科学和商业会议捐赠了十万兹罗
提。 在活动期间，凯尔采科技大学将设有
40个展台，公司将展示空间技术的使用，
其中包括参与欧洲航天局和美国宇航局航
天任务的波兰航天公司。活动期间将举行
关于机器人构造和全息图模拟的演讲和研
讨会。

Photo by Nicole Avagliano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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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
Scorpio Rover赢得加拿大国
际比赛
2019-08-20
由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建造的天蝎
座火星车在加拿大国际火星车挑战赛中获
得第五名。来自世界各地的12个团队参加
了在加拿大艾伯塔省举办的火星探测器比
赛。 比赛组织者为参赛者准备了五场比
赛：寻找破碎的着陆器;帮助修复受损的栖
息地;收集土壤样本;找到并帮助受伤的宇航
员并收集在疏散基地时丢失的物品。每项
任务都必须尽快并且非常精确地完成。 来
自越野科学俱乐部的学生的Scorpio X流动
站具有模块化结构，允许附加其他元素并
虚拟修改任何现有组件。该结构主要由轻
质材料构成- 飞机铝和聚酰胺，具有良好的
机械性能。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piate-miejsce-
lazika-scorpio-w-miedzynarodowych-
zawodach-marsjanskich-11310.html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汽车在捷
克竞赛获得第二名
2019-08-22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赛车队的学生在捷克
赛道大部分国际方程式学生比赛的总分类
中排名第二。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
年轻建筑师在三个比赛中登上领奖台。 来
自捷克共和国，德国，保加利亚和波兰的
32个团队参加了比赛。比赛开始于强制性
技术控制和静态竞赛，弗罗茨瓦夫学生参
加了该项目：工程设计第三名，商业计划
报告第四名，成本与制造报告第七名。 在
Skid Pad中，“8”形状的时间试验，RTX
汽车获得第五名，在75米的加速测试中获
得了第四名。 学生方程式竞赛是来自世
界各地的学生团队的国际比赛。参与者必
须设计一辆汽车，建造汽车并在赛道上取
得最佳成绩，并提出一个商业概念。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 i/bol id- r tx -o-k rok-od-
zwyciestwa-w-czechach-11311.html

来自热舒夫的学生将参观
Potocki别墅
2019-08-27
来自热舒夫科技大学土木工程，环境工程
和建筑学院的一组建筑系学生将于9月前
往乌克兰。这次旅行的目的是探索十九世
纪的Potocki别墅，别墅是安东尼历史建
筑的一部分。 Potocki别墅位于安蒂尼尼
（Antoniny），毗邻Żytomierz，整个建
筑群由数十栋建筑组成。将被分析的别墅
是一个前宿舍赌场，有生活区。作为所开
展工作的一部分，将制作一个立面清单，
这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并对建筑物内的
材料进行测试，包括灰泥。Antoniny的综
合体尚未研究过，也没有保存文件。 这是
由热舒夫科技大学组织的第一次乌克兰之
行。早些时候在波兰组织了类似的旅行。

什切青ZUT材料防火测试实验
室扩大认证范围
2019-08-29
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海洋技术与
交通学院材料防火测试实验室将波兰认证
中心颁发的AB 304认证证书的有效期再延
长四年。 目前的证书确认实验室符合修订
的PN-EN ISO / IEC 17025：2018-02标准
的要求。实验室的认可活动包括31种标准
方法，用于测试建筑，造船，海运和陆运
中使用的材料的可燃性，以确定产品是否
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大学实验室于2000
年获得波兰认证中心的认可。自1974年以
来也得到了波兰船级社的认可。多年来作
为三个波兰实验室之一，它已被列入IMO
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研究实验室名单。

卢布林科技大学组建新一代飞
机
2019-08-29
卢布林科技大学的科学家们正在开发一种
新一代飞机，它结合了旋翼机和多旋翼飞
机的特点。 来自热力学，流体力学和航空
系Zbigniew Czyż博士是项目的经理，他
表示：“结合旋翼机作为轻型和简单机器
的优点，操作更便宜，多转子组件可实现
垂直起飞和着陆，将允许设计具有全新特

性的飞船。” SafeGyro是一种垂直起降的
混合型无人机，具有自转飞行的可能性，
使用起来既经济又安全，并且能够执行先
前分配给传统空气机的任务。Zbigniew 
Czyż博士补充道：“与具有相似起飞质量
的无人直升机相比，它的优势也是相对较
低的价格。” 项目的工作将持续3年。他
们的成本接近150万兹罗提。这些资金由国
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根据领导者X计划授予。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学生获得火
星殖民地设计竞赛奖
2019-09-02
来自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建筑系学生Michał 
Ptak获得了火星上第一个殖民地设计国际
建筑竞赛的二等奖。 “一到三个住所”的
概念假定在火星上建立一个模块化和多功
能的住宅基地，包括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一个研究实验室、一个锻炼和休息的地
方。理念获得了5000美元的奖金。比赛设
计是Michał Ptak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
论文在科技大学建筑学院进行了答辩。 “
火星上的第一殖民地”比赛是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举行的KLAF 2019国际建筑节的一
部分。来自世界各地的120多个项目将参加
比赛。

卢布林高压工程研发中心
2019-09-04
作 为 卢 布 林 科 技 大 学 与 E n e r g o T e c h 
Lublin合作的一部分，高压工程研究与开
发中心成立。 新中心将主要处理电力行业
开发和实施的先进研究，包括中高压电缆
和架空线路参数的诊断和监测创新方法，
以及专用于这些网络的开关设备。 卢布林
科技大学校长Piotr Kacejko教授在接受东
方期刊的采访时说道：“卢布林科技大学
的员工和学生将获得新的，创新的科学和
教学设施。除了专业研究外，该中心还将
提供服务学生和博士生将获得基于新技术
的知识。教学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
希望根据最新的技术成就教育学生。”

Photo by Nicole Avagliano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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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大学成为德国研究
中心合作伙伴
2019-09-06
新研究机构CASUS高级系统理解中心已经
开始在德国Goerlitz运营。研究人员将使用
人工智能模拟复杂系统。弗罗茨瓦夫大学
是研究所的合作伙伴之一。 弗罗茨瓦夫大
学计算机科学研究所的Leszek Pacholski
说道：“研究所将参与研究，更具体地说
是复杂系统的建模，即其他系统是其中一
部分的系统。跨学科研究将涵盖许多科学
领域，其共同特征将是使用类似工具：
数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大型数据
集。” 研究所的合作伙伴还有德累斯顿
罗森多夫亥姆霍兹中心、亥姆霍兹环境研
究中心、马克斯普朗克分子细胞生物学与
遗传学和德累斯顿技术大学信息服务和高
功率计算中心。 更多信息： https://uni.
wroc.pl/uwr-partnerem-niemieckiego-
osrodka-badawczego/

第四届波兰力学大会
2019-09-09
超过500名世界著名的处理广泛理解的力
学和物理问题的专家将参加第四届波兰力
学大会，大会于2019年9月8日至12日在
克拉科夫举行。 活动与第23届国际力学
计算机方法大会有关。活动的主要组织者
是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克拉科夫AGH科技
大学和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 大会旨在介
绍机械工程学科目前的研究状况、分析技
术科学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活动通过为来
自不同国家的参与者创建一个平台，帮助
建立联系和讨论重要的科学问题，促进波
兰科学的国际化。 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多
名科学家参加了此次活动，其中包括：来
自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Leszek 
Demkowicz教授、来自英国伦敦帝国理
工学院的Fionn Dunne教授、来自加拿
大多伦多大学的Shaker Meguid教授、
来自奥地利维也纳技术大学的Franz G. 
Rammerstorfer教授和来自克拉科夫科技
大学的Jerzy Pamin教授。

波兰 - 日本信息技术学院MBA
研究课程
2019-09-10
华沙波兰- 日本信息技术学院（PJATK）
邀请各位参加下一期针对IT行业的MBA研
究。 独特的课程面向IT市场的需求，针对
那些希望扩展IT和项目管理领域知识以及提
高管理技能的人士。 作为以研讨会和研讨
会形式实施的课程的一部分，学生将学习
IT项目管理方法和工具，与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财务管理，劳动法和版权领域相关的
问题。 研究持续两个学期。针对IT行业的
MBA学习计划面向中高级管理人员。进
行研究的条件是完成研究和几年的专业经
验。招生工作将持续到2019年9月30日。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未来工厂
项目
2019-09-13
“重建工厂”项目用于转换电子废物，并
将其用作3D工程师的原材料，由Patrycja 
Czechowska和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
建筑系的Katarzyna Winkler设计。项目参
加了The 4. Annual Inspireli Awards的决
赛。 项目是作为“建筑设计”课程的一部
分而创建的。学生们将创造一个可以在大
约十年内发挥作用的未来工厂的概念。他
们决定将他们的工厂安置在弗罗茨瓦夫市
的Kleczków港口。 Inspireli Awards是一
个由著名的ArchDaily网站赞助的建筑学学
生国际比赛。来自86个国家的887个项目
提交竞争。评审团选出了以下几类的30名
决赛选手：建筑，城市规划和室内设计。
获奖者名单将于10月10日在布拉格捷克
技术大学举行。 更多信息： https://pwr.
edu.pl/uczelnia/aktualnosci/fabryka-
przyszlosci-absolwentek-pwr-w-inale-
miedzynarodowego-konkursu-11323.
html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有色金
属研究所参加国际防务工业展
览会
2019-09-16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色金属研究所的研
究人员在第27届凯尔采国际防务工业展
览会上展示了他们的项目。 研究人员展
示了研究所开发和制造的产品，用于为
无人驾驶平台提供动力的新一代电池、
一系列可编程热火箭弹药、双用混合能
量储存和缓冲系统、用于轮式装甲运兵
车和“ModPanc”履带式平台的附加模
块化装甲。 来自斯卡维纳和波兹南的研
究所代表回答了问题，谈到了研究所在
该国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广泛活动，并提
供了与军事创新有关的正在进行的研究
项目的信息。 更多信息： http://www.
imn.gliwice.pl/articles/1003/relacja_z_
m i e d z y n a r o d o w e g o _ s a l o n u _
przemyslu_obronnego

上海 - 华沙人工智能实验室
2019-09-16
华沙科技大学电子与信息技术学院将成立
人工智能实验室，人工智能算法的开发及
其在数据分析中的应用是人工智能实验室
的主要任务。 实验室将处理人工智能算法
的开发及其在数据分析中的应用。它将拥
有两个总部- 华沙  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技术
学院和上海。 在实验室正式开幕的会议期
间，讨论了与支持人才管理的文本数据，
出版物和专利分析有关的问题，这些任务
已于今年3月在实验室实施。实验室还将设
计关于DNA序列分析，医学图像分析和财
务数据的未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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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EMT-
Systems公司合作
2019-09-18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EMT-Systems有限
责 任 公 司 签 署 了 一 项 合 作 协 议 。 E M T -
Systems有限责任公司专门从事机电一体
化课程和培训的组织以及广泛理解的工程
技术。合作将在在研究，教育和人力资源
领域展开。 协议双方将任命一个战略技
术和组织解决方案专家团队，就研究和硕
士论文的主题达成一致，并提出和推广他
们的成就并共同筹集资金。 科技大学将
在学习和进修课程中培训EMT-Systems员
工，使用其教学基础组织培训，根据公司
的需求提出论文主题。 EMT-Systems公
司将为学生组织学生实习和教学旅行以
及从大学毕业生中招聘工程人员。科技
大学的学生将获得文凭论文的主题和组
织学生实习。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825

凯尔采科技大学团队赢得了欧
洲罗孚挑战赛
2019-09-18
来自凯尔采科技大学的Impuls团队赢得
了欧洲机器人揽胜挑战赛。第二名是来自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团队，第三名
是来自捷克共和国俄斯特拉发技术大学
的设计师。 最佳团队奖由总理Mateusz 
Morawiecki颁发，Mateusz Morawiecki
总理是活动特邀嘉宾。 Mateusz 
Morawiecki总理说道：“我衷心祝贺欧洲
罗孚挑战赛的获奖者和所有参赛者。我非
常钦佩Stanisław Staszic在凯尔采开设的
技术传统，在波兰开设第一所技术大学，
在凯尔采科技大学继续。追随着最好的创
造者和工程师的脚步。一方面，这些宇宙
发明是科学地进入太空，另一方面它们正
在为人类建立一个未来。祝贺创造力，创
新和难度技能。” 来自12个国家的28个团
队和约400名年轻建设者参加了第五届比
赛。

波兹南科技大学学生赢得建筑
竞赛
2019-09-19
波兹南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和毕业生
团队在华沙现代艺术博物馆建设的有利位
置概念竞赛中名列第一。展馆将于2020
年春季建成。 设计工作具有放置在平台
上的框架的形式，在平台上基于能够跟踪
博物馆建筑的平台。形成视点的脚手架对
应于施工现场的日常生活，形式的简单性
和钢结构作为主要的建筑表达方式的使用
使块具有轻松的特征。 评委团称赞项目
的简洁性，伴随着正在进行的建设，但同
时不会加深市中心的视觉混乱，并且充满
了Marszałkowska街正面的彩色广告。
选定的技术允许回收大部分使用的材料，
而其主要建筑材料管道连接脚手架将在拆
除安装后重复使用。 更多信息： https://
www.put.poznan.pl/pl/aktualnosc/
sukces-studentow-architektury

PKP波兰铁路线新投资
2019-09-20
PKP波兰铁路线将获得超过1800万兹罗提
的资金用于购买现代设备加快未来投资领
域的土壤状况评估。评估研究将允许“深
入”地球深达20米。 铁路工人将使用专
用设备检查每天最多15公里线路的地面
情况。 探地雷达测量是能够精确评估铁
路表面状况，路基和土层布置的最佳方法
之一。测量结果可以表明所谓的薄弱的地
方，如裂缝和松散的土壤。测试将提供有
关地面状况的完整信息，不会在短时间内
干扰赛道。所以列车运行方面不会发生变
化。 这些设备将配备测量天线，确保能够
检查工程结构中的混凝土层的质量，例如
桥梁，高架桥，挡土墙。这样就可以快速
检测结构中是否有任何看不见的裂缝。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科学家入
围第十九届政治科学奖决赛
2019-09-24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
Mariusz Ptak博士入围了第十九届政治科
学奖决赛“技术科学”类别。获奖者名单

将于10月20日在华沙举行的盛大晚会上宣
布。 Mariusz Ptak博士在弗罗茨瓦夫工业
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机械设计和测试系就
职。在他的研究工作中从事的工作包括数
值模拟，生物力学，道路交通事故的重建
以及行人，骑自行车的人和摩托车手的安
全。 Mariusz Ptak博士的研究结果包括三
个大脑的数字模型，分别是儿童，成人和
老人，这些模型将来可以帮助生产头盔的
公司。 政治科学奖分为五个常规类别：人
文，社会科学，精确科学，技术科学和生
命科学。总计授予300多人奖项。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开发城市通
风的开创性方法
2019-09-25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结构力学
研究所和风能工程实验室组织的会议的标
题为”以克拉科夫为例的城市的动态通风
和减少烟雾’’，会议将于2019年9月26
日举行。 在活动期间将介绍和讨论使用
通风塔和烟囱的通风方法。先驱解决方案
是由来自科技大学的一组科学家开发的。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科学家提出的城市通风
方法将“在水平通风管道中通过与垂直通
风烟囱配合的特殊通风塔的串并联系统实
现”。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实验室负责人
Andrzej Flaga教授说道：“研究表明，
我们提出的影响方式是改善城市通风的有
效方法，可显著减少空气污染。” 研究证
实，对抗烟雾的创新想法在经济上也是合
理的。所开发的方法已申请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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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毕业生参
加捷克大使馆设计竞赛
2019-09-25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毕业生Patrycja 
Czechowska是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
贝巴举行的捷克共和国大使馆项目国际竞
赛的25名决赛选手之一。比赛将在十月举
行。 捷克共和国外交部和捷克技术大学建
筑系在布拉格组织的比赛的参赛者的任务
是在亚的斯亚贝巴设计一个使馆设施。来
自世界各地的281幅作品提交参加比赛。
组织者选择了25名决赛选手。这些学生
来自捷克共和国，印度，中国，伊朗，以
色列，亚美尼亚，斯洛伐克，德国，巴
西，黎巴嫩，阿根廷和波兰。 决赛选手
在研究期间创建的设计中决定将埃塞俄比
亚建筑传统与捷克极简主义相结合。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studentka-pwr-w-finale-
konkursu-na-pro jekt -ambasady-
czech-wizualizacje-11329.html

弗罗茨瓦夫InnovaConcrete
国际欧洲项目
2019-09-26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建筑结构系的科学家
参加了国际欧洲项目InnovaConcrete。
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弗罗茨瓦夫的Hala 
Stulecia正在测试现代保护材料以保护
历史悠久的混凝土。 科学家弗罗茨瓦夫
科技大学副校长Jerzy Jasieńka教授的
指导下在Hala Stulecia进行了浸渍剂，
固结剂，钢纳米抑制剂，疏水剂，清洁
凝胶和支持结构自我修复的生物酶的测
试。 InnovaConcrete项目由跨学科的
合作伙伴团队共同创建，这些团队除其他
外，负责数值模拟和实验室测试领域的建
筑材料科学研究。除其他事项外，将对经
过测试和开发的材料的应用有效性进行验
证诸如：西班牙的Eduardo Chillid的雕
塑，意大利的纪念塔和华沙的Arseniusz 
Romanowicz站。

西里西亚大学DEEPWATER-CE
项目
2019-09-27
西里西亚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水文地质和工
程地质系的研究人员参加了DEEPWATER-
CE“开发实施解决方案来管理额外的地
下水供应，以促进保护受气候变化和用户
冲突威胁的中欧水资源综合方法”跨国项
目。 项目由Interreg中欧计划资助，其主
要目标是通过实施托管含水层补给系统来
支持水资源规划和管理，以解决气候变化
造成的缺水问题。 项目涉及匈牙利，克罗
地亚，斯洛伐克，德国和波兰的8个合作伙
伴。大学将在9月30日于索斯诺维茨举行会
议，借此机会结识参与者的意见及其在增
加地下水供应方面的经验。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生产用于
特殊任务的新一代杆和锚
2019-09-30
弗罗茨瓦科技大学、波尔图大学和葡萄牙
科英布拉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开始研究生
产复合钢筋和锚固件的新技术，新技术将
与常用的钢钢筋竞争市场。 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的资助使用于混凝土和土壤加固
的新一代复合材料棒的工作成为可能。科
学家团队致力于开发与现有复合材料杆和
锚具有竞争力的元素。 所开发的产品将
具有新的多层结构，从而确保了在关键载
荷期间逐步破坏的方法和更高的结构安全
性。一个新的跨学科团队将致力于这项新
技术，技术由化学家，与材料工程相关的
人员，力学和建筑工程师共同研究。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na-pwr-powstaje-nowa-
generacja-pretow-i-kotew-do-zadan-
specjalnych-11334.html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实施欧洲矿
山遗产项目
2019-09-30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采矿安全工程和工业自
动化学院采矿开发系已经开始实施矿山遗
产项目，项目旨在展示矿产资源在文明
发展中的重要性。 矿山遗产项目将显示

矿产资源在欧洲，欧洲文化和社会发展
中的重要性。该项目的创建者希望鼓励
学生和年轻人通过多层次的互联网游戏
以及作为文化旅游一部分的用于勘探的
移动设备的应用，一起了解欧洲的矿物
开采历史。 项目由欧盟机构欧洲创新与
技术研究院（EIT）资助，是《欧盟2020
年研究与创新框架HORIZON框架计划》
的一部分，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
资助。来自11个欧洲国家的13个科学单
位参与其中。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838  

什切青大学科学家赢得最佳IT
书籍竞赛
2019-10-01
波兰IT学会选出了2019年最佳波兰IT书籍。
比赛分为以下几类：最佳教科书和科普出
版物以及最佳科学出版物。获奖者之一是
什切青大学科学家。 在科学出版物的类别
中来自什切青大学的Karol Kuczera博士
的“虚拟组织”一书获得了特别荣誉。 来
自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的Wojciech Dyduch
教授强调了该出版物的方法论和实质性正
确性。书面语言和风格表示所提出问题中
的知识状态。这些章节具有很大但不受强
迫的理论和概念负担，主要提供了原始
考虑，有趣的组合，可操作性和经验性图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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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博士生擅
长编写无人机编程
2019-10-01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博士生Radosław 
Grymin和Piotr Semberecki赢得了布拉
格捷克技术大学的自动无人机群的编程
竞赛，这是电气和电子工程师机器人与
自动化学会（IEEE RAS）暑期班的一部
分。 竞赛包括改进两个自主无人机的轨
迹规划算法，这些无人机的任务是检查
给定区域。弗罗茨瓦夫博士学生在竞赛
中击败了来自德国航天局、美国康奈尔
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团队。 IEEE RAS
是电工和电子产品的国际协会，致力于
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在65个国
家（地区）运营，汇集了15000人。在多
机器人系统上组织暑期学校采用最创新
的方法来解决与控制所谓的问题有关的
问题群。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doktoranci-z-
pwr-najlepsi-w-programowaniu-roju-
autonomicznych-dronow-11337.html

波兰航天局科学奖竞赛
2019-10-01
波兰航天局宣布了第二届PAK科学奖竞
赛，竞赛针对2018/2019学年完成的航天
工程领域最佳学生工程论文。 竞赛面向
已经在波兰获得本科或者硕士学位的人
士。拟议的文凭论文应在理论方面和实际
解决方案方面涉及广泛理解的空间工程领
域的问题。 太空技术，与太空工程有关的
研究-这些都是难题。通过这次比赛，波兰
航天局希望感谢那些不惧怕这个主题的复
杂性的人。他们接受了挑战，付出了很多
努力，从而得出了论文。波兰航天局之父
Michał Szaniawski表示：“我们希望在
项目中承担研究太空问题挑战的学生和年
轻毕业生不会停下来，并决定在波兰航天
部门工作。” 参赛作品的提交截止日期为
2019年10月30日。 更多信息： https://
pak.bip.gov.pl/konkursy/konkurs-o-
nagrode-naukowa-prezesa-pak-za-
najlepsza-prace-dyplomowa.html

弗罗茨瓦夫建立生态材料实验
性临时展馆
2019-10-07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城市环境人性
化科学小组的学生将建造一个由生态材
料制成的实验性临时展馆。展馆是庆祝
Architektura-Murator出版社成立25周年
的一部分。 ARCH / BOX-实验性临时展馆
由环保材料制成，例如纸板和纸张。它的
形式重新诠释了哥特式风格，将引用位于
前伯纳丁修道院的博物馆回廊。建筑将位
于弗罗茨瓦夫的建筑博物馆前。 展馆拥有
哥特式建筑风格，其目的是像哥特式庙宇
一样，以优雅的比例和由新材料制成的建
筑将用于商业用途的预制产品相关联。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we-wroclawiu-stanie-
obiekt-niemozliwy-11341.html

第二十一届菲亚特克莱斯勒汽
车奖竞赛
2019-10-07
华沙科技大学宣布第二十节菲亚特克莱
斯勒汽车竞赛正式开始，竞赛旨在推广
2018/2019学年在广泛理解的汽车主题领
域的杰出工程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论
文。 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竞赛由菲亚特研
究中心、FCA集团公司共同举办。竞赛共
同资助三所波兰大学：华沙科技大学、格
利维采西里西亚工业大学和比尔斯科-比亚
瓦技术与人文大学。 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
FCA大奖赛为对汽车问题感兴趣的年轻科
学家提供支持，包括创新的设计解决方案
和研究方法。

比得哥什科学家在《国际工程
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
2019-10-07
来自比得哥什力学与应用计算机科学研究
所的Mieczysław Cieszko教授在世界最
知名的工程与技术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科学
文章。 文章涉及数学上描述在许多工程领
域中至关重要的不饱和多孔材料中的液体
和气体传输的数学问题。这适用于土壤中
的水流，油气开采，地球物理，干燥以及

多孔材料工程。 在文章中推导了描述这种
材料中毛细管传输过程中静态和静态酸的
微分方程。考虑因素是基于Mieczysław 
Cieszko教授在2016年提出的不饱和多孔
材料中液体和气体传输的宏观理论。这
些过程发生在五维压力时空中。 更多信
息： https://www.ukw.edu.pl/strona/
aktualnosci/aktualnosci/56984/ukwpu
blikacjaprofmieczyslawacieszko

Łukasiewicz有色金属研究院
将将获得1400万兹罗提投资
2019-10-08
Łukasiewicz投资研究网络有色金属研究
所将开始实施“7xxx系列高强度铝合金型
材的焊接挤压”项目。 项目旨在开发和实
施用于从难变形铝合金挤压出封闭型材的
技术。 项目由国家研究与开发中心根据现
代材料技术-TECHMATSTRATEG计划共同
资助。 项目由Łukasiewicz投资研究网络
有色金属研究所轻金属分部、AGH科技大
学有色金属部、信天翁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组成的科学联盟共同实施。项目共获得了
1400万兹罗提投资。

格沃夫国立高级职业学校毕业
生获得工业发展局竞赛
2019-10-09
来自格沃夫国立高级职业学校的毕业生
Grzegorz Kocór赢得了工业发展局以及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名誉赞助下获得最
佳硕士学位，学士学位和工程论文。 论
文“分析由变频器驱动的绕线机的运行情
况”获得了工程类别的二等奖。 比赛旨在
提高学术界对波兰经济发展关键问题的兴
趣，并选择以下领域的最佳作品：工业创
新，企业重组和有效管理。颁奖典礼和颁
奖仪式在华沙举行，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Jarosław Gowin参加了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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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联盟寻求可降低道路建设
成本的技术
2019-10-10
由华沙科技大学、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华
沙路桥研究所与Orlen Asfalt、Lotos 集团
和Budimex共同组成了科学联盟以开发可
提高耐用性并降低道路建设成本的技术。 
科学联盟正在实施“通过使用改性沥青来
优化路面沥青结构”研究项目。 生产商和
科学家希望证实聚合物改性和高度改性的
沥青的影响。沥青HiMA（高改性沥青）在
路面的耐久性上，因此减少了道路建设和
维护的成本。研究结果将在明年公布，结
果应显示使用聚合物改性沥青建造人行道
的优势。科学家将进行检查，其中包括使
用改性沥青和PMB HiMA代替迄今使用的
道路沥青对路面施工的不同层的影响。

科萨林科技大学研究项目
2019-10-10
科萨林科技大学将成立快速原型中心和木
材物理和机械性能测量中心。项目由西波
美拉尼亚省地区行动计划共同资助。 材料
物理和机械性能测量中心将在科什林技术
大学设在什切青克分校中创建。中心将获
得基础设施，以补充用于进行研究的设备
基础并将扩大对该地区现代工业的实施范
围。 快速原型制作中心是大学机械学院实
施的一个项目。这将是一个现代化的研究
和实施中心，使人们能够进行增量技术，
变形机制和过程的建模和仿真，综合强度
测试以及使用3D激光扫描仪进行反向工程
等领域的研究。

AGH科技大学学生制作了电动
冲浪板
2019-10-11
AGH科学技术大学的一名学生在克拉科
夫建造了一个电动冲浪板。 电动冲浪板
是AGH机械与机械设计专业的学生Igor 
Łukasiewicz的项目。设备是一种无排放
水设备，可以使用由锂离子电池供电的电
动机在水库中冲浪。水翼是车辆中一个有
趣的元素-产生力将板举升至水面以上的
装置。因此，用户会有浮在空中的印象。 

冲浪板长1.5 m，安装翼板的挂架长0.85 
m，板重9 kg，整个设备以及电子和电池
重17 kg。这种类型的车辆可以达到40 km 
/ h的速度，电池容量足以在水上持续一个
小时。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获得近
150万波兰兹罗提资金
2019-10-14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的九个项目在“
最好中的最好的 4.0！“计划中获得接近
150万兹罗提的奖金，资金将用于实施计
划，测试和参加比赛。 PWr太阳船队的
学生获得了最多的资金，他们正在研究配
备光伏板和水翼的单人船。团队将参加在
美国和荷兰举行的国际太阳船竞赛。 学
术航空俱乐部成员参加一系列世界范围的
无人驾驶和自动驾驶飞机竞赛，在国际竞
赛，会议和展览会上展示KoNaR机器人
科学圈的创新构造，以及通过参加美国
国际太空港竞赛来提高PWr In Space科
学圈成员的能力水平2020年世界杯。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poltora-mi l iona-dla-
najlepszych-studentow-z-pwr-11350.
html

全国学术竞赛“混凝土建筑”
2019-10-14
由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建筑系和水泥生产
商协会联合举办的“最佳建筑”年度最
佳论文奖的第20届全国学术竞赛已经正
式结束。 “混凝土建筑2019”竞赛主要
奖项的获奖者为： 来自罗兹科技大学土
木工程建筑和环境工程学院的Krzysztof 
Jędrzejewski的“四大自由-纽约博物
馆”项目；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的
Aleksandra Kubacka的“波兰克拉科夫
Rakowice-Czyżyny前机场跑道上的波兰
技术思想博物馆”项目； 来自华沙科技大
学建筑学院Natalia Skolimowska-Wróbel
的“分析大学校园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华
沙经济学院提供服务的学生住宅设计”
项目。 更多信息： http://www.beton.
arch.pk.edu.pl/  Photo by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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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H科技大学研究人员使用轻
卫星研究火星
2019-10-15
AGH 科技大学新闻办公室的Maciej 
Myśliwiec通知道：“AGH科学技术大学
与来自波兰各大学、SatRevolution公司
以及世界领先的航天部门公司Virgin Orbit
组成了科学联盟。联盟协议的目的是制造
轻型研究卫星并将其发送到轨道。 首次民
意调查计划于2022年开始。” 卫星的重量
不到50公斤，属于“立方体坐”类别。卫
星的任务是拍摄火星及其卫星-火卫一的表
面，分析火星大气的成分，甚至寻找行星
表面下的水层。 AGH科学家将负责创建舰
船定位系统，系统将用于导航卫星。他们
还将建造处理行星表面图像的设备，以帮
助选择美国太空探测器着陆的位置。

华沙科技大学航空研究中心
2019-10-16
华沙科技大学的航空研究中心将在附近
Przasnysz建造。 华沙科技大学获得了欧
盟拨发的3300万兹罗提资金。 中心将建造
一座两层高的实验室大楼，其中包括无人
驾驶飞机，复合材料和涂胶车间，CNC机
床和3D打印机。还将拥有一个用于研究飞
行的研究和数据处理中心，一个无人机监
控系统，飞机和推进实验室，一个测量和
计算机计算实验室以及用于无人系统工作
的机库。 计划今年开始施工并于2020年底
完成。

奥波莱科技大学研究员获得森
吉米尔勋章
2019-10-18
来自奥波莱科技大学机械系的Grzegorz 
Królczyk博士获得了被授予森吉米尔勋
章。该森吉米尔勋章由波兰发明家和理性
主义者协会全国理事会授予。 奖章授予波
兰最杰出的技术创造者和创新运动的组织
者。迄今为止已有311位来自科学和技术领
域的人士以及因创新发展而闻名的机构接
受了此奖项。 获奖者的主要科学兴趣是生
产过程，表面计量学和表面工程的分析和
改进。研究重点是可持续生产，作为在加

工和表面计量领域中实践社会责任概念的
工具。 更多信息： https://wu.po.opole.
pl/profesor-politechniki-w-gronie-
najwybitniejszych-innowatorow-w-
polsce/

道路飞行大学
2019-10-21
道路飞行大学是由卢布林科技大学和比亚
韦斯托克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于2018年创
建的一个非正式组织，旨在交流和转让道
路建设领域的科学和实践经验、主要关注
教育和研究活动。 从2019年10月17日起，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 道路”科学界和
卢布林科技大学道路与科学协会的30名学
生参加了卢布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
学院的研讨会。在课程中，学生将学习测
试沥青和沥青混合料的最新方法，路面的
技术和运行参数，分析车辆交通和道路噪
声以及道路成本以及加深他们对交通缓和
设计趋势的了解。 来自比亚韦斯托克科技
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的道路飞行大学
创始人和联合组织者Marta Wasilewska博
士说：“在道路环境中还没有关于如何使
该领域的年轻人感兴趣的想法。我们希望
飞路大学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参加火星
殖民地奖竞赛
2019-10-23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项目“红色星
球”在火星殖民地奖国际竞赛获得了很高
的评价。 “ Twardowsky”概念的作者
获得第二名，“ Ideacity”项目获得第
五名。竞赛中对来自世界各地的100个项
目进行了评估。 竞赛任务是为一千人设
计一个自给自足的火星殖民地。生活城市
应尽可能少地从地球进口商品，并生产出
口商品以谋生。这个城市必须自己为居民
生产食物，扩张所需的材料，以及其他能
源，服装，车辆，机械和所有日常用品。 
“Twardowsky”项目的设计者是弗罗茨
瓦夫科技大学的“更多空间”小组和MOS
科学圈及LabDigiFab小组。以及车辆和移
动机器人的越野科学界。 “Ideacity”项
目概念是由Innspace小组的学生创建。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projekt-twardowsky-z-
druga-nagroda-w-usa-11369.html

科萨林科技大学获得购买创新
研究设备资金
2019-10-24
科萨林科技大学获得了用于购买用于进行
有关建筑物技术条件评估的科学研究的设
备的资金。 大学获得了532000兹罗提的资
金，资金将用于购买用于建筑和大地测量
的专业测量设备。套件包括：带热像仪的
地面激光扫描仪，一组防护罩和可与扫描
仪进行移动协作的平板电脑。仪器可用于
在实验室和野外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 地
面激光扫描技术基于对物体的远程测量，
并基于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数据创建物体的
详细图像。这使您可以评估各种建筑物的
技术条件：检测缺陷，裂缝和其他缺陷。
在对表面变化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
还可以评估物体结构中正在进行的变化。 
更多信息： http://www.tu.koszalin.pl/
art/1958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Mariusz 
Ptak博士获得政治科学奖
2019-10-24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Mariusz Ptak
博士获得了政治科学奖竞赛的技术科学类
奖项。Mariusz Ptak博士在机械设计和研
究系工作，负责处理人头的数值模型。该
模型用于模拟颅脑损伤。 Mariusz Ptak博
士和aHEAD团队开发了三种头部数字模
型，用于研究不同年龄人群的受伤情况。
他的最初想法是配备脑电图系统的多传感
器腕带，可以记录作用在头部的超负荷。 
研究的目的是改善诊断方法和负荷对大脑
结构影响的成像，模拟道路事故的后果，
并改善头部保护装置，包括自行车和摩托
车头盔。 Mariusz Ptak博士是著名国际杂
志上40篇文章的作者或合著者，重要研究
项目的参与者，专利和实施的作者。  

Photo by Sebastian Voortman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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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usz Malinowski 教授成为
IEEE工业电子学会主席
2019-10-25
来自华沙科技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控制与
工业电子学研究所工业电子学系系主任
Mariusz Malinowski 教授在电气与电子工
程师协会（IEEE）工作多年，协会的分支
机构是IEEE IES Mariusz Malinowski教授
在2020-2021年的无记名投票中当选，将
在2022-2023年担任IEEE IES主席。选举在
2019年10月18日在里斯本举行的IEEE IES
理事会上一次会议期间做出的。 Mariusz 
Malinowski教授是《 IEEE工业电子杂志》
的主编，也是《 IEEE工业电子交易》和
《 IEEE电力电子交易》的助理编辑。他
共同组织了20多个国际IEEE会议。目前，
是IEEE波兰分会的主席以及IEEE工业电子
学会出版物的副主席。他拥有IEEE最高学
位，被称为IEEE Fellow，奖项因特殊的技
术和组织成就而获奖。

波兰纳米卫星
2019-10-25
由波兰大学与SatRevolut ion和Virgin 
Orbit公司创建的科学联盟的主要任务是
火星纳米卫星任务的准备工作。 项目的科
学主管是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Jan 
Dziuban教授。 科学联盟还包括位于克
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华沙科技大学、
格但斯克大学、波兹南大学、罗兹大学、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和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
大学。这些大学的研究人员将负责科学问
题，连通性，软件以及纳米卫星上的机载
仪器的开发。 SatRevolution的任务是设
计和制造6至12 U（1 U为1立方分米）之
间的纳米卫星，具体取决于设计人员是决
定采用被动版本还是配备发动机。Virgin 
Orbit负责任务计划，将负荷带入太空并
在任务控制和信号传输方面进行合作。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polski-satelita-zbada-
marsa-11371.html

波兰-美国在空间探索领域合作
2019-10-29
在华盛顿举行的第70届国际航天大会上
波兰航天局（POLSA）和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的代表签署了一项关于
空间探索合作的协议。 在过去的40年中
波兰科学家和工程师设计和制造的80多
种仪器已用于各种国际太空飞行任务，
并且在欧洲航天局（ESA）担任了七年会
员，为波兰航天领域的蓬勃发展做出了
贡献，其中350多个波兰公司。 波兰公司
和研发机构与ESA和其他国家机构（包括
NASA，DLR，JAXA和CNSA）合作。波
兰科学家的重要成就包括传感器和探测器
以及火星好奇号和NASA InSight着陆器的
其他组件。

Łukasiewicz-精密力学研究所
与保加利亚科学院合作
2019-10-30
Łukasiewicz精密机械研究所（IMP）与保
加利亚科学院（BAS）签订了无限期合作
协议。这是Łukasiewicz精密机械研究所
与保加利亚科学院先前项目的结果，波兰
科学院冶金与材料科学研究所也参与了项
目的研究，项目涉及在DLC纳米金刚石上
实施复合涂层。 Łukasiewicz作为研究网
络向所有形式的网络和合作开放，从而导
致项目的开发和商业化。我们在自动化，
化学，生物医学，远程信息学，材料工程
和先进制造技术领域拥Łukasiewicz研究
网络副总裁Michał Janasik说：“45000
千个最佳专家、研究人员和独特的研究基
础设施使我们成为寻求创新和寻求发展其
R＆D项目的科研机构的有吸引力的合作伙
伴。”

波兰-德国科学联盟研究现代复
合材料
2019-11-05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开始
实施“用天然硅藻增强的现代金属基复合
材料”项目。 项目由波兰Metalworking 
Cluster、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德国弗
劳恩霍夫研究所、Stifterverband金属组

成的科学联盟实施。波兰部分由国家研究
与发展中心的CORNET 26计划拨发了近
130万兹罗提，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将获
得74.5万兹罗提。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
的科学家的任务是生产，检查具有金属基
质且具有自然增强的硅藻壳形式的现代复
合材料。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在 “最
好的4.0”竞赛中获奖
2019-11-06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宣布“最好的 4.0”比
赛已经正式结束，比赛将共同资助117个
项目，以培养来自波兰各地的优秀学生。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有五个项目获得了
资助。 借助所获得的资金，火星漫游者，
相扑机器人，无人机，赛车或类人机器人
的创造者将能够在国际上展示他们的作品
并参加比赛。 Jarosław Czaban博士带
领的团队获得了最多的项目资金，他们的
项目“ Cerber Motorsport团队的学生参
加国际方程式大学生竞赛和科学会议”获
得了260000波兰兹罗提，资金将用于支付
与参加明年德国，意大利，捷克共和国和
匈牙利的竞赛相关的费用。 在今年的比赛
中，有167个项目提交参加了比赛。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批准了117个项目，获得的资助
总金额超过1600万兹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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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学家发明在瓦伦
西亚博览会获奖
2019-11-07
Piotr Dudziński教授和弗罗茨瓦夫工业大
学机械工程学院工程机械和工业车辆工程
系的Andrzej Kosiara博士在西班牙巴伦
西亚举行的国际发明博览会上获得了金牌
和荣誉。 科学家获得了用于监测履带底
盘上移动工作机的颠覆稳定性的创新系统
奖。它可以检测配备机械手的机器失去稳
定性的威胁-它可以警告车辆操作员，正
确设置驱动器或完全阻止机器进行危险运
动的可能性。 这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检测到
由于机器站立的斜坡滑动而导致稳定性下
降的威胁的系统。由于其模块化设计，它
还可以轻松地与其他支持操作员的系统集
成在一起，显著提高了机器安全性和生产
率水平。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wynalazek-
z-mechanicznego-ze-z lotem-na-
targach-w-walencji-11376.html

华沙科技大学学生机器人取得
成功
2019-11-08
华沙科技大学动力与航空学院的机器人
科学圈建造的机器人梅尔森在“人形机
器人”类别中名列第一，在罗马尼亚举
行的Robo Challenge 2019国际机器人
大赛上获得了自由式展示类奖。 Robo 
Challenge是欧洲组织的最大的机器人竞
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竞赛之一。 
今年有来自17个国家的158个团队参加，
其中615名参与者和533个机器人参加了14
项活动。 比赛作为由欧洲社会基金共同资
助的2014-2020年知识教育发展业务计划
的一部分实施。

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学生获
得英特尔技术奖学金
2019-11-12
来自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自动化
与机器人专业的学生Hanna Gałuszka， 
是计算机科学及相关领域的25名最优秀
的学生之一和特尔技术计划和展望教育基

金会``2018新女性技术’’奖学金的获得
者。 “新女性技术”是一项针对年轻女性
的创举，旨在将其未来与IT行业联系起来。
旨在为有才华的高中毕业生和学生在科学
以及技术行业的职业规划和发展领域提供
支持。 奖学金获得者将获得财政和实质性
支持，将在经验丰富的英特尔导师的照顾
下。他们将获得12000兹罗提的奖学金。
其中包括与学习相关的部分费用。 更多信
息： https://www.zut.edu.pl/zut-strona-
glowna/informacje-biezace/article/
wybrano-najzdolniejsze-studentki-w-
kraju-wsrod-nich-studentka-z-zut-w-
szczecinie.html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帕洛阿尔托
网络学院计划
2019-11-12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ING Tech 
Poland，Palo Alto和Comp SA一起准了
准备了Palo Alto Networks Academy计
划系列讲座。 计划旨在加深学生对与计算
机网络和IT安全相关的主题的了解。 ING 
Tech Poland和Palo Alto的专家将使用
Comp SA提供给该大学的现代设备，在位
于格利维采或卡托维兹的西里西亚科技大
学上课。 所有完成培训的人都将获得Palo 
Alto Networks证书。 参加计划申请将截
止至11月22日，可通过填写下列表格进行
注册：https://politechnikacati.rstat.pl/
survey/survey/index/form_id/50

汽车保险风险评估系统
2019-11-14
圣十字科技大学、Łukasiewicz研究网络-
汽车工业学院和Globtrak将共同保护道路
驾驶员的安全。科学联盟将开发创新的汽
车保险风险评估系统。 凯尔采科技大学将
研究驾驶员的习惯和驾驶技巧，针对不同
的类别和不同的天气条件。 世界杯机电
与机械制造学院院长兼项目经理Tomasz 
LechStańczyk教授说道：“将在汽车中安
装特殊设备，这些设备会将数据发送到中
央计算机。在此基础上，大学员工将针对
给定的驾驶员进行评估。研究主要是运输
和保险公司。” 创建该系统的工作已经开

始。整个项目的价值超过430万兹罗提。国
家研究和发展中心提供了380万兹罗提的共
同出资。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研究人员
获得资金
2019-11-18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四位科学家将在国
家科学中心的资助下实施他们的项目。研
究人员获得了近125000兹罗提资金。 来
自电子部门的Grzegorz Dudzik博士将实
施“研究光热效应以控制具有二次谐波产
生的固态微激光器”项目；来自机械部门
的Robert Giel博士将实施“废物收集企
业的多准则路线规划方法”项目。 通过获
得的资金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研究
人员将有机会外出交流。来自计算机科学
与管理学院的Krzysztof  Konieczny博士将
实施“在高压下研究的晶体材料中的分子
内光化学反应”项目；来自基本技术问题
学院的Małgorzata Sulkowska博士将实
施“新算法方式”项目。

第二十一届“建筑和环境保护
中的土工合成纤维和技术纺织
品”会议
2019-11-19
别尔斯克比亚瓦技术与人文大学材料，建
筑与环境工程学院是第21届科学和技术会
议“建筑与环境保护中的合成纤维和技术
纺织品”的联合组织方。 “土工合成纤维
和技术纺织品在工程设施中的应用”会议
和培训班将于11月20日至22日在乌斯特
隆举行。两项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介绍研
究成果，用于环境工程和建筑的土工合成
材料，纤维和工业用纺织品的最新科学技
术成果。 会议将吸引对建筑和环境工程中
使用土工合成材料和技术纤维及纺织品有
关的问题感兴趣的生产商，投资者，设计
师，承包商，研究人员和学生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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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毕业生赢得
波兰工程师和技术员协会比赛
2019-11-19
弗 罗 茨 瓦 夫 科 技 大 学 机 械 系 的 毕 业 生
Tomasz Targosz的论文赢得了波兰工程
师和技术员协会竞赛。 Tomasz Targosz
在Sitech测试部门工作，他从零开始开发
并建造了一个测量架，用于分析手动靠
背倾斜调节器的功能特性。他的设计可
以对调节器的功能特性进行全面分析。
物理特性之间的相关性，例如扭矩，角
速度，靠背调节器中的旋转角度以及靠
背本身的角速度和角度。 测量架也更加
自动化。工作人员固定椅子的靠背，并
将整个系统与电机和传感器连接到椅子
上，并且在测量过程中甚至不必触摸设
备。之前的设备需要手动数据处理。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student-w10-zbudowal-
stanowisko-pomiarowe-dla-foteli-
samochodowych-11394.html

波兰研究中心国际教育项目“
未来空间”
2019-11-22
国际教育项目“未来空间”已经开始实
施。项目目标是利用空间主题和对空间领
域专业发展的启发进行科学教育。 计划由
波兰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牵头的科学联盟
实施。科学联盟包括波兰航天局，IT教育和
计算机应用中心，荷兰NEMO科学博物馆
以及希腊科学中心和NOESIS技术博物馆。 
科学联盟代表希望该项目的实施将带来长
期利益：将提高科学和科学教学的质量，
并有助于引起年轻人对STEM（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的兴趣，这将增加与此
相关的研究候选人的数量地区，并鼓励实
施太空项目。

Cyfronet计算机是全球500最
快的计算机之一
2019-11-26
在美国丹佛举行的Supercomputing’19
会议期间宣布了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
机的最新TOP500列表。排名包括来自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学术计算机中心
CYFRONET的普罗米修斯，是该排名中
波兰唯一的超级计算机。 自2015年推出
以来普罗米修斯一直是波兰最快的超级计
算机，提供了2.4 PFlops（PetaFlops）
的理论计算能力。 AGH科技大学ACK 
Cyfronet主管Kazimierz Wiatr说道：“为
了说明普罗米修斯的工作速度，可以说为
了匹配其功能，应该使用超过5万的功能。
这是功能最强大的顶级PC，此外还通过超
快速网络连接并由特殊软件进行管理。”

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学生在
青年工程师竞赛中获奖
2019-11-26
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机械与机械制造
专业的学生Maciej Hamulak在第十八届
SOLIDWORKS学生设计竞赛中获得了第三
名。这是最古老，最负盛名的年轻工程师
竞赛。 从日常产品，家具，工具到复杂的
机器和车辆，各种各样的作品都提交了比
赛。获奖者设计了一种立式CNC铣床，
可以对任何材料制成的平面和异型表面（
例如凹槽或螺纹）进行机加工。 由DPS 
Software组织的比赛吸引了众多学生参
加，使用SOLIDWORKS软件进行设计以生
成设计细节的空间几何。组织者不会强加
项目主题，完全取决于参与者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机器人赢
得中国比赛
2019-11-26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KoNaR科学圈邪恶
机器人在中国澳门举行的“扫雷车：迈向
无地雷世界”国际竞赛中获得第二名。来
自世界各地的80个团队参加了比赛，比赛
主要任务是搜索虚拟分钟。 弗罗茨瓦夫科
技大学的学生带着Ariadna机器人去了中
国。机器人的主体由铝型材和双粘结板制
成，这种材料的重量是铝的两倍，同时又
很耐用。在3D打印过程中，较小的固定件
由丙烯酸和PLA玻璃制成。 “ Ariadna”
的主要任务是独立搜索指定区域，并适当
地发出虚拟地下和地雷的信号。竞争法规
还规定了必须以最小分类自动生成地图。

机器人必须安全地从竞技场上清除地雷，
为此使用了带有电磁夹具的机械手。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sukces-robota-pwr-na-
zawodach-w-chinach-11406.html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赢
得了考纳斯建筑竞赛
2019-11-27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的多元文化学
生中心项目在立陶宛建筑师联盟考纳斯
分会组织的国际竞赛“ Studios KAFe 
2019”中取得了最好成绩。 竞赛伴随着
每三年举办一次的考纳斯建筑节。 本期
的主题是“地标建筑-创建或破坏城市的
标识”。 参与者可以选择五个设计主题
之一。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的
代表Paulina Górecka，Łukasz Gnatek
和Weronika Kessler。他们决定处理多
元 文 化 学 生 中 心 的 概 念 ， 中 心 可 以 在
Ąžuolynas公园旁建造。这是欧洲最大的
橡树林。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studenci-pwr-
wygrali-konkurs-architektoniczny-w-
kownie-11399.html

波兹南科技大学项目赢得 “最
好中的最好4.0“竞赛
2019-11-27
波兹南科技大学的四个学生项目获得了由
欧洲社会基金共同资助的知识教育发展“
最佳中的最好4.0”竞赛。 科技大学团队将
有可能与PUTrain首位波兰学生机车一起参
加铁路挑战赛，参加澳大利亚的Formula 
SAE-A 2019，并参加由混合燃料动力火
箭和SAE学术竞赛参加的IREC太空港美国
杯2020美国航空设计协会东西方2020和
AUVSI SUAS 2020。 “最好的最好的4.0”
竞赛是一个旨在通过支持他们参加国际比
赛，竞赛和会议，支持极有天赋的学生发
展其科学活动，创新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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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大学成立数字技术创新
应用研究院
2019-11-28
数字化部将与波兰的大学一起为人工智
能，机器学习和网络安全领域的最高级
专家创建了系统的教育模式。波兹南密
茨凯维奇大学在创建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研
究院（AI Tech）的联盟中。 波兹南密茨
凯维奇大学副校长Marek Nawrocki教授
说：“数字化部创建Al Tech的想法对于我
们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第二轮研究
的候选人来说是个好消息。 学生将可以在
国内外领先的大学实习，在领先的IT公司实
习，专家讲座和受邀科学家。大学要进行
教育，使毕业生不仅是出色的IT专家，而且
是具有更广泛管理技能的人，能够应对商
业和科学挑战，包括作为实施博士学位的
一部分。 更多信息： https://amu.edu.
pl/dla-mediow/komunikaty-prasowe/
bedziemy-ksztalc ic-naj lepszych-
specjalistow-cyfrowej-gospodarki

卢布林科技大学开发方节省供
暖建筑物费用方案
2019-11-28
卢 布 林 科 技 环 境 工 程 学 院 的 T o m a s z 
Cholewa博士正在研究一种用于大型建筑
物的创新供热控制系统。系统为拥有大量
房间的物体提供合适的温度并同时降低电
费。 Tomasz Cholewa博士说道：“目前
我们正在进行实验室规模的测试。我们专
注于优化外部IT系统架构的类型以及设施中
安装的预测模块/驱动程序。下一步是验证
我们在卢布林省的现有住宅和公共建筑中
的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的创新基于这样
一个事实，即他们的控制器将对预期的天
气状况和用户的个人行为做出预先反应，
从而可以优化设施的供热。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的学生赢
得了德国比赛
2019-11-29
来自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农业与生物工
程学院的农业工程专业学生Sebast ian 
Stempniak在德国“ Helmut Claas奖

学金2019”竞赛中获得第一名。 作为“ 
2019年赫尔穆特·克拉斯奖学金”竞赛的
一部分，赫尔穆特·克拉斯基金会已授予
欧洲各国农业科学专业学生第二十届杰出
工程奖，这些奖项是现代农业机械设计解
决方案或将创新解决方案应用于农业应用
生产技术的项目。 Sebastian Stempniak
的获奖作品是“马铃薯块茎收获期间施用
保护液的装置的设计”，作品获得了2000
欧元的奖金。

Michał Piórka教授荣获最佳
论文奖
2019-11-29
来 自 华 沙 科 技 电 子 与 信 息 技 术 学
院的Michał Piórka教授与Yoann 
Fouquet，Dritan Nace和Michael Poss
获得了国际INFORMS协会颁发的2016-
2018年度最佳论文奖。 Michał Piórka教
授因与其他获奖者撰写文章而获奖“在具
有可变链路容量的多商品网络中优化流量
稀疏保护”，发表于2016年《运营研究》
杂志。 获奖作品涉及在无线通信网络的设
计中使用强大的优化技术，在该技术中，
可用带宽会受到不利天气条件引起的持续
波动的影响。 INFORMS（运营研究与管理
科学研究所）总部位于美国，是一家领先
的全球性组织，在运营研究与管理科学领
域聚集了超过12,500名专家。

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年轻科
学家获得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奖
学金
2019-11-29
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机械工程与机电一
体化系的Sandra Ilona Paszkiewicz博士
和Piotr Franciszczak博士是获得了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奖学金的211位杰出的年轻科学
家之一。 Sandra Ilona Paszkiewicz博士
将实施部分或全部基于可再生原料（包括
植物来源的化合物，例如淀粉或木质纤维
素）的新型聚合物材料的合成项目。 Piotr 
Franciszczak博士将实施用于注射加工的
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项目。项目旨在确保
更高的机械参数并降低材料成本。 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奖学金获得者将获得为期3年的
每月5390波兰兹罗提。科学部共拨款4000
万兹罗提，用于资助年轻科学家的研究。

第十一届聚合物结构国际会议
2019-12-02
别尔斯克 -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大学纺织与
高分子材料工程研究所与鲁汶大学化学系
以及波兰科学院材料科学委员会合作于12
月3日至6日组织第十一届国际聚合物结构
X射线研究会议- XIPS 2019。 会议是在欧
洲和国家科学界众所周知的论坛，旨在介
绍结构聚合物研究领域的最新成就以及基
于X射线散射的研究方法的推广。 来自比
利时，丹麦，日本，法国，德国和波兰的
科学家将出席会议，这些科学家来自克拉
科夫AGH科技大学、罗兹科技大学、罗兹
波兰科学院的分子与大分子研究中心、弗
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
学及和克拉科夫SOLARIS国家同步辐射中
心。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学生
成为国际比赛获奖者
2019-12-04
来自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景观
建筑系的学生Kinga Sadowska的振兴弗
罗茨瓦夫·纳多德兹火车站前区域项目获
得了Vectorworks设计奖学金。 比赛氛围
四个类别：建筑、景观建筑、舞台灯光和
舞台设计、室内设计。Kinga Sadowska
的项目是波兰最好的项目，来自佛罗里
达州大学的Full Sail赢得了国际类别的奖
项。 Kinga Sadowska进行了土地，景
观，摄影和历史分析，建筑物状况，人行
道和通讯状况的分析以及树状清查。她
将主要的构图轴设置为参照旧布局，但
最重要的是，她专注于强调建筑物的形
状。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
edu.pl/aktualnosci/50447/studentka_
upwr_laureatka_miedzynarodowego_
konkurs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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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科学家
获得研究经费
2019-12-04
来自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化学技术与工
程学院的Mirosław El Fray教授、Sylwia 
Mozia教授和Urszula Narkiewicz教授获
得了国家科学中心拨发的近450万兹罗提
研究资金。 Mirosław El Fray教授获得了
150万兹罗提用于进行混合和弹性体聚合
物网络的合成，结构和性能研究。 Urszula 
Narkiewicz教授获得了近86万兹罗提用于
实施检查基于金属化合物的复合材料的性
能，这些金属化合物沉积在通过酚醛树脂
碳化获得的微孔碳材料上。 Sylwia Mozia
教授获得了近200万兹罗提，用于实施一
个带有浸入式膜的光催化膜反应器的研究
项目，反应器将用于废水处理。 更多信
息： https://www.zut.edu.pl/zut-strona-
glowna/informacje-biezace/article/
granty-na-projekty-badawcze-dla-
naukowcow-z-zut-u-od-narodowego-
centrum-nauki.html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与西门子交
通集团合作
2019-12-04
克 拉 科 夫 科 技 大 学 与 西 门 子 交 通 集 团
（Siemens Mobility）已在科学和教育领
域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 在此基础上西门
子交通成为了机械工程学院举办的本学年
启动的交通工程学院的赞助人。 西门子交
通集团是生产铁路，公路和航空车辆的全
球领导者，并且在交通运输和智能系统领
域为移动性和物流领域创建了专门的解决
方案。 在运输工程领域，克拉科夫科技大
学和西门子交通集团将在铁路行业进行合
作，包括用于运输工具生产和运营的创新
技术，智能交通系统和交通领域解决方案
以及运输和物流综合解决方案。

Ryszard Horodecki教授荣获
波兰科学院物理学委员会奖
2019-12-05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国际量子技术理论中
心、波兰科学院（PAN）通讯员Ryszard 

Horodecki教授获得了波兰科学院物理学
委员会奖。奖项是为对量子计算理论和该
领域的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而颁发的。 由
Ryszard Horodecki教授教授领导的一组
科学家开发了一种有效，经济的方法来检
测一种称为“纠缠”的新资源，并发现了
所谓的具有相关纠缠态的量子信息中的黑
洞，也为量子通道理论和量子信息处理领
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Ryszard Horodecki
教授是量子计算的前卫科学领域的共同
创造者。Ryszard Horodecki教授与他的
儿子Paweł，Michał和Karol及Robert 
Alicki教授、Marek Żukowski一起在格但
斯克创建了一个量子计算机科学中心，该
中心已成为该领域的全球研究中心。

波兹南科技大学机车创新模型
2019-12-06
波兹南科技大学的学生与交通工程学院的
公共交通工程师科学圈有关的人员建立了
机车模型。一所半吨重的机器以1：5.5的
比例停在科技大学的演讲中心。 商项目参
加了由英国斯泰普福德的机械工程师协会
组织的国际铁路挑战赛2019竞赛。波兹南
机车在各个类别中均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PUTrain团队因使用的材料和项目中引入的
创新而获得了特别奖。作为2019年的首秀
团队，他们在14个团队的比赛总体排名中
获得第七名。团队还获得了：创新比赛第
二名，技术海报比赛第二名，舒适旅行比
赛第三名，商务演示比赛第四名和轻松维
护比赛第五名。

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建筑工
程获得了欧洲证书
2019-12-06
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建筑与建筑学院的
建筑专业获得了欧洲质量认证，欧洲认可
的工程师（EUR-ACE）。证书是由技术大
学认证委员会（KAUT）授予。 EUR-ACE
是欧洲工程组织创建的一种认证。系统由
欧洲工程认证网络（ENAEE）网络开发，
网络汇集了爱尔兰，芬兰，法国，西班
牙，哈萨克斯坦，德国，波兰，葡萄牙，
俄罗斯，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瑞士的大
学中负责工程教育质量的国家组织，土耳

其，英国和意大利。在波兰，KAUT是这
样的组织。 ENAEE授予其技术认可计划的
证书。文件在所有欧洲国家都是公认的，
并确认研究计划符合欧洲采用的规范和原
则。

弗罗茨瓦夫大学学生团队赢得
编程欧洲冠军
2019-12-06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学生在中欧团队编程学
术锦标赛中排名第三。 共有63个团队参
加了在捷克布拉格举行的锦标赛。 比赛的
前两名是华沙大学的参赛队，第四名是J
雅盖隆大学的代表。 所有顶级团队（前九
名）都解决了相同数量的任务，并且所占
的位置由报告解决方案的时间确定。 弗罗
茨瓦夫大学的另外两个小组赢得了冠军。 
由Anadi Agrawal、Michał Górniak和
Jarosław Kwiecień组成的团队赢得了晋
升到2020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团队
编程锦标赛决赛。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毕业生是全
国青年专业竞赛获奖者
2019-12-06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毕业生是全国青年专业
竞赛获奖者 来自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土木工
程学院的毕业生Przemysław Nowak赢得
了由咨询工程师和专家协会（SIDIR）组织
的第四届全国青年专业人员竞赛。 40岁
以下的专业活跃人士可以参加比赛。他们
提交的作品由竞赛评审团评估，评审团包
括工程师，工程师，顾问和科学家。 竞赛
获胜者将获得奖金和以“顾问”通讯形式
发表文章的机会。 Przemysław Nowak
毕业于土木工程系的两个学院，分别是
运输（专业：智能运输和物流系统）和建
筑（专业：道路，街道，公路）。他是
Drogowice杂志上几篇文章的作者。目前
在STRABAG工作。

Photo by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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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齐米兹·威基大学毕业生赢
得了波兰塑料加工商协会比赛
2019-12-11
来自比得哥什卡齐米日·威尔基大学的
Daniel Mantaj获得了第四届波兰塑料加
工协会塑料制品最佳文凭论文竞赛。 比
赛旨在促进创新技术和塑料加工过程的组
织，并传播有关它们的知识。波兰塑料转
换器协会今年的竞赛已提交了9部作品。由
塑料领域的专家组成的竞争委员会对三项
作品进行了决赛。 获奖论文主题为：“通
过能源工业的废料填充物改变SPPUR / PIR
可燃性”，论文导师是来自材料工程研究
所的Joanna Paciorek-Sadowska教授。

克拉科夫黑客马拉松Energy 
HackOn
2019-12-12
PGE Capital 集团旗下的PGE 热能和
PGE 新能源将组织黑客马拉松Energy 
HackOn“热电生产的优化”。活动将于
2019年12月13日至14日在克拉科夫AGH
科技大学能源中心举行。 参与者的任务将
是创建用于优化热量需求覆盖范围的应用
程序原型。波兰能源集团（PGE）提供的
数据将用于编程。 参加者可以2-3人一组的
形式申请。两个最佳项目的奖项总计达1.8
万兹罗提。获奖者还将能够与PGE专家合
作，甚至实施他们的解决方案。 AGH校长
Tadeusz Słomka教授名誉赞助比赛，科学
合作伙伴是AGH机械工程和机器人学院的
能源系统和环保设备系。

波兰航天局主科学奖获得者
2019-12-13
波兰航天局主席科学奖评审团在太空工程
领域的最佳学生论文竞赛获奖者已经揭
晓。 工程作品类别的奖项获得者是： 来自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Aate Mateusz 
Guzik “在探空火箭中使用空气制动系
统”本科论文； 来自华沙科技大学的
Michał Grendysz的“以冷气发动机为基
础的控制火箭控制系统的初步设计”硕士
论文； 来自华沙军事技术大学的Dawid 
Adamski 的“控制系统的实验室模型的实

现和立方型卫星的位置成像”博士论文。 
在硕士论文类别中： 克拉科夫来自AGH科
技大学Grzegorz Gajoch 的“ PW-SAT2
卫星通信系统”论文； 来自弗罗茨瓦夫环
境与生命科学大学Joanna Marta Najder
的“对SLR站跟踪的轨道卫星的质量预测进
行分析”论文；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
大学Piotr Bryłka 的“为确定对流层延迟参
数而使用廉价的GNSS接收器”论文。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建筑专业
毕业生赢得国际Hustle Hub竞
赛
2019-12-18
弗 罗 茨 瓦 夫 科 技 大 学 的 M a r t y n a 
Słowińska的毕业论文项目赢得了Hustle 
Hub-青少年住房设计竞赛。参加者所面
临的挑战是为一个积极生活的年轻人设
计一个共同生活的设施，他们不愿意将
自己束缚在一个给定的地方。 项目设计
将是一个负担得起的公寓的地方，可以
为不想抵押的年轻人提供足够的生活空
间，从事多年合同，并在完成合同后移居
到另一个城市或国家，或者只是在发展
事业而又不想束缚自己与特定的地方。 
Martyna Słowińska设计的建筑物将有六
层，一个地下停车场和一个免费计划的
地下。这些设施将使并鼓励居民融入社
会。在它们内部将是小型私人空间和各种
类型的公共空间。 更多信息： https://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studentka-architektury-wygrala-
miedzynarodowy-konkurs-hust le-
hub-11438.html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学生生设计
电子假体
2019-12-20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生物医学
工程系的学生Agnieszka Tkaczyk设计了
一种由肌肉脉冲控制的电子手部假体。这
项发明将帮助截肢者恢复正常功能。 项目
是ABB科学俱乐部第七版的一部分。 ABB
是一家在能源和自动化领域处于全球技术
领先地位的公司，其举措是针对技术大学

的学生以及最古老的中等技术学校的学
生。在克拉科夫ABB企业技术中心运营的
科学俱乐部的参与者可以受益于科学家和
专家的帮助，技术设施以及资金支持。 
Agnieszka Tkaczyk从事发明工作9个月，
她的设计 “受肌肉冲动控制的电子手部假
体”令人非常满意，因为它们将能够帮助
截肢者恢复正常生活。

华沙科技大学创作光剑
2019-12-24
来自华沙科技大学的学生Aleksandra 
Fliszkiewicz在工程学论文中做了光剑。 
Aleksandra Fliszkiewic说道：“我在《
星球大战》第八部首映后就向华沙科技大
学物理系的Petelczyca博士提出了这样
的想法。” 光剑有绿色激光和所谓的透
镜。将光聚焦成一集的“光剑”。因此我
们获得了光剑效果。剑柄印在3D打印机
上。 Krzysztof Petelczyc博士说：“从电
影中获知的光剑具有一些在学生的发明中
无法实现的特性。首先，从侧面看不到激
光束。除非我们发现自己有雾或烟雾。我
们也不能让骑士握住的两把剑互相弹开。
此外，电影剑在移动时会发出独特的嗡嗡
声。同时，激光很安静-科学家补充说。”

波兰最快的学术计算系统
2019-12-24
波兰速度最快的学术计算系统满足了人工
智能的需求，容量超过4 Plops将在位于
克拉科夫的AGH科技大学的Cyfronet学术
计算机中心启动。 新的基础架构已添加到
波兰最大的超级计算机Prometheus中，
因此，可以使用基于在相同计算环境中进
行的机器学习和共享数据集的方法来丰富
传统仿真。 新的基础设施将支持使用人工
智能方法进行研究，这些方法也可用于基
于高性能计算（HPC）模拟来丰富研究工
作。 Cyfronet AGH目前正在各个领域使
用人工智能方法实施许多项目。

Photo by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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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海滨图书馆项目
2019-12-24
Agata Jankowska的硕士论文是弗罗
茨瓦夫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和欧洲铜业研
究所铜业联盟联合举办的竞赛中最好的
项目。她的项目是在哥本哈根的后工业
港口码头创建了一个图书馆项目。 由
Agata Jankowsk设计的建筑共有6层，
覆盖3,000多个。平方米可用面积。在一
楼，有一个临时的和多功能的中庭展览，
以冬季花园的形式出现，可以变成城市结
构中的屋顶公共广场和小型美食。 这是
第三次由弗罗茨瓦夫大学建筑学院评选的
第三届比赛。比赛评估了主题解决方案
中的创新性和创新性，实施该项目的可
能性以及图形设计和描述的吸引力。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biblioteka-na-nabrzezu-
w-kopenhadze-najlepszym-projektem-
wykorzystujacym-miedz-11444.html

科萨林科技大学实验室
2019-12-30
科萨林科技大学设计和室内建筑专业的学
生现在可以使用新的实验性室。这是由大
学实施了一年多“岛屿”项目的结果。 项
目是在室内设计专业的硕士二年级学生的
参与下实施的，旨在创建一个满足学生需
求的多功能设施，同时在“残酷的工业化
后环境”中提供舒适感。 M8实验室分为
五个区域，分别用于：笔记本电脑工作，
集体工作，休息，安排餐点以及-从广义上
讲，用于存放理工学院。大厅具有工业特
色，但同时又是开放，舒适，温暖，大气
和精心设计的内部装饰。 大厅的开放是“
新空间原型”测试阶段的开始，“岛屿”
项目最终结果将在2020年格丁尼亚设计日
节上展示。

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
学用于生产冷气的生态技术
2019-12-31
来自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学的
Jarosław Krzywński教授实施了“冷气的
吸附生产”项目。项目旨在开发将热量用

作制冷循环的驱动能量的生态技术。 琴
斯托霍瓦大学高级计算方法系进行了与吸
附冷却技术发展有关的研究。吸附聚集
体的主要优点是利用热量作为制冷循环的
驱动能量。这些技术中的电力份额微不足
道，并且集中于控制和供应循环泵。 低
温源太阳能、热电联产产生的热量或工业
废热可用于为吸附式制冷机提供动力。吸
附技术的普及对增加可再生能源在电力总
消耗中所占的比例具有积极作用。 更多
信息： http://www.ujd.edu.pl/news/
view/uniwersytet-dla-ziemi-trwaja-
prace-nad-ekologiczna-produkcja-
cho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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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充电—智能电动车
2018-02-01
“智能充电—智能电动车”活动的主要任
务是在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计中挑选一个
最佳方案。在比赛期间，程序员和信息技
术（IT）部门的学生将在超级计算机上启动
他们自己的应用程序。
设计电动车的充电网点要比加油站的解决
方案困难的多，因为加油的时间较短，需
求量相对比较容易预测和实现。限制分配
充电网点的主要因素为充电站的设计和地
理位置。
在 这 里 你 将 会 找 到 更 多 信 息 ： h t t p : / /
akademia. icm.edu.pl/szkolenia/
h a c k a t h o n - w i e l k i e - w y z w a n i a -
programistyczne-edycja-i i -smart-
charge-inteligentna-elektromobilnosc/

波兰在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国
家中名列前茅
2018-02-01
在彭博创新指数（Bloomberg Innovation 
Index）排名中，波兰在世界最具创新性的
国家中又提高了排名，目前处于第22位。
2016年时波兰还处于第23位的排名，这
说明了波兰是中东欧国家中增长最快的国
家。目前波兰领先于加拿大、新西兰、冰
岛、西班牙、希腊和俄罗斯。
因为“创新法”生效的缘故，明年波兰有
可能会占据更高的排名。根据该规定，波
兰政府预计在2020年将GDP的1.7%用于研
发(R & D)。因此，波兰将会很快成为全球
创新的象征。
查看排名 https://www.bloomberg.
com/news/articles/2018-01-22/south-
korea-tops-global-innovation-ranking-
again-as-u-s-falls

波兰企业发展局（PARP）等
待各中小城市企业家的申请
2018-02-02
各中小城市的企业家们可以向波兰企业发
产局（PARP）申请对研发成果的帮助和支
持。

波兰企业发产局（PARP）邀请企业家们对
申请创新解决方案的共同资助。资金来源
于“智能发展”计划（分测量研究市场）
中的“中城镇计划”。中大城市是指人口
密集度为1.5-2万人口的城市，不论其行政
地位如何（省会城市除外）。
申请表应于2018年2月28日之前在波兰企
业发产局PAPR的网站上的Generator应用
程序上递交电子版本。
关于申请的更多信息
https://poir.parp.gov.pl/badania/
badania-na-rynek

情人节的约会今年2月14日，
波兰创业者将与挪威投资者进
行一次会晤。
2018-02-05
总部位于波兰的的挪威公司Explorer HQ邀
请您去其在华沙和比亚韦斯托克的中心去
与来自挪威的投资者会面。
根据总部创始人Harald Lervik的说法：“
我们在波兰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潜力，就是
波兰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专注于他们的工
作，而且他们有很多很棒的想法，这些初
期创企业们正在寻求解决大规模问题的办
法固然很重要。 他们现在不只是关注他们
想要发展的一件事。 这种战略思想在创业
中非常重要。“
关于Exploer HQ 公司的更多信息
https://www.explorer-hq.com/

农业注重科技创新
2018-02-05
在农村中建设沼气工程并且将农业沼气生
产作为可再生资源，是国家农业支持中心
在创新领域的主要项目。
创新战略之一是农村电力行业，我们将与
Polska Spółka Gazownictwa一起建造许
多的岛屿式的天然气网络，能源可以从沼
气厂供应，用于发展农村。
美国国家农业支持中心总负责人Witold 
Strobel说：“这样的一个网络能为大众所
提供的便利是普通的天然气管道所无法做
到的”。
更多：

h t t p : / / w w w . k o w r . g o v . p l / b i u r o -
prasowe/aktualnosci/rolnictwo-w-
polsce-stawia-na-innowacje
4500万兹罗提作为资金用于创新服务
2018-02-05
投资和经济发展部要求在智能发展计划
内举办一场针对中小型企业创新型服务
IOB（商业环境机构）的竞赛。各位企业
家可以在2018年2月28日前递交申请表。
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的一大喜讯是目前有
利于创新服务的预算已经提升到50万兹罗
提，且共同融资的部分可能达到35万兹罗
提。
此外，支持可涵盖投资与创新技术的实施
成本的最高值为100万兹罗提，而这笔资金
可高达70万兹罗提。
对于企业家们来说的另外一个福利是评估
标准的减少，可用资金总额为4500万兹罗
提。
h t t p : / / p o i r . p a r p . g o v . p l / 2 3 1 /
poddzialanie-2-3-1-proinnowacyjne-
uslugi-iob...

“技术创新贷款”计划已启动
2018-02-06
该项目主要针对微型，中小型企业。 它旨
在实施新的创新技术，并提高波兰公司在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企业家可以资助这种方式购买的固定及无
形资产。 补助不可退还，甚至可以达到合
格成本价值的70％。 贷款可能达到投资
价值的75％。 共同融资的最大数额可能
是600万兹罗提。征集申请的时间为2月15
日，于2018年5月24日截止。
关于该项目的更多信息：
https://www.bgk.pl/przedsiebiorstwa/
kredyt-na-innowacje-technologiczne/
skorzystaj-z-programu-poddzialanie-
3 2 2 - k r e d y t - n a - i n n o w a c j e -
technologiczne-p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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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希望减少创新企业家的企
业所得税
2018-02-07
P A P 企 业 和 技 术 部 部 长 J a d w i g a 
Emilewicz说，我们在第一季度末希望能够
实施“创新箱”的提议，这是一项税收激
励政策，使得从事研究和开发成果的人群
能够支付更低的企业所得税。
根据政府的提议，如果企业家申请了专利
或者研发除了新技术，新设备并且开始销
售而且从中获取利益，则需要缴纳的税
金-CIT不会超过4%。
更多
https://businessinsider.com.pl/firmy/
przepisy/innovation-box-obnizka-cit-
dla-przedsiebiorcow/t729gdn?utm_
c o n t e n t = b u f f e r 6 b a e e & u t m _
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
com&utm_campaign=buffer

波兰初创企业将会获得公共及
私人资金
2018-02-08
截止2017年年底，波兰企业发展署投资了
近103家初创企业，投资总额约80万兹罗
提，补助金额不超过80万兹罗提。
这些项目资金也来自于波兰项目加速计划
及私营公司孵化器。例如去年MBANK 向
风险投资部门提供了5000万欧元，用于为
金融部门和银行及公司提供软件机器人的
自动化（RPA）开发项目。这是在波兰及
中东欧的第一个这样的项目。

华沙创业创新大会
2018-02-08
2018年9月9日至11日，将在华沙举办第七
届“狼群峰会”， 届时创业者、投资者以
及企业代表将会参会。
来自全球60个国家的2500位嘉宾将会出席
会议，其中400家是有为创业者。预计将会
有300名投资者和450名企业家参会。
狼群峰会的联合创始人Piotr Piasek强调
说：“我们将会重点关注硬件、物联网、
金融科技和区块链领域。

与会人员和各个领域的专家的会晤是非常
宝贵的机会，在会议开始之前，将会安排
15分钟的会议来建立联系以了解关于值得
投资的创新技术和项目的详细信息。
 
https://www.wolvessummit.com/pl

普华永道支持12家初创公司
2018-02-08
来自波兰，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西班
牙和英国的12个最有前途的初创企业将会
有机会参加由普华永道（PwC）的运行执
行的下一个启动对撞机项目。他们在来自
30个欧洲国家，中东乃至美洲的近300家
创新公司的竞争中被选中。
参与当前的“启动对撞机”的条件是在计
算机科学特别快速发展的领域准备推出产
品或服务：人工智能，数据分析，金融科
技，物联网，电子商务，虚拟和 增强现
实。
初创公司将在准备第一笔销售时获得普华
永道的支持。 2018年4月，他们将会在
见投者和潜在客户之前参加一个演示日
（Demo Day）。 https://www.pwc.
pl/pl/media/2018/2018-01-18-pwc-
startupcollider-2018-in...

新研发税收政策为企业家提供
税收福利
2018-02-08
由于“创新法案”的推行，波兰企业家们
将在进行调查研究时获得适当的税收优
惠。自2018年起，新的研发税收政策相较
于从前为企业家们提供了较多的福利，且
允许从税基中扣除研发费用。一旦以普通
扣除成本方式减免税收，第二次便可获得
相关优惠政策。
来自咨询公司Cieślak & Kordasiewicz
的Jan Kordasiewicz是这样解释“ Puls 
Biznesu“的：如果说研发费用的净额为10
万兹罗提，那么该公司的可计入税收成本
则高达20万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s://www.pb.pl/nowa-ulga-sprzyja-
innowatorom-904838

欧洲创新委员会的计划
2018-02-09
欧洲创新委员会 是 欧盟委员会的一个新项
目，到2020年将获得27亿欧元的预算。这
是一个新的试点项目，旨在支持最具创新
性的公司和项目。
当前的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网
络安全，移民，循环经济和数字化。
截止2020年，欧洲创新委员会将支持一千
个项目。
今年，欧盟对于未来的预算会议即将展
开。 根据非官方的信息，与创新经济有关
的计划将保持在欧盟的优先领域，并将拨
出资金来支持新的解决方案和技术。

创新不是时尚，而是必须
2018-02-09 
在不引入创新和增加研发支出的情况下，
快速和动态的发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
些依赖关系在工业领域特别明显，尤其是
面对国际竞争的时候。----波兰工业的创新
报告如是说。
该报告的作者指出，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
取决于波兰工业的状况。
据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波兰创新产业
支出为283亿兹罗提，相较上一年下降
了9％。 在欧盟排名“欧洲创新记分牌
2 0 1 7 年 ” 波 兰 排 名 第 2 5 位 （ 与 克 罗 地
亚 一 起 ） ， 并 保 持 在 所 谓 适 度 创 新 。 
更多关于报告：
https://www.magazynprzemyslowy.
p l / z a r z a d z a n i e - i - r y n e k /
I n n o w a c y j n o s c - p o l s k i e g o -
p r z e m y s l u - r a p o r t , 1 0 4 1 6 , 1 ? u t m _
c o n t e n t = b u f f e r b e 1 3 9 & u t m _
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
com&utm_campaign=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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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支持计划
2018-02-12
波兰金融创新市场估值约为8.5亿欧元。 
按价值计算是在中欧和东欧地区最大的市
场。 Polski Fin Tech将支持波兰金融监管
委员会。创新中心计划的招聘刚刚开始。
创新中心将面向两组实体。第一组计划的
初创公司由金融监管委员会涵盖金融市场
的组成部分（包括初创企业），其中有一
个创新的产品或基于现代技术的金融服
务。第二组由受波兰金融监督管理局监督
的实体组成，并计划实施基于现代信息技
术的创新产品或金融服务。
波兰金融监管局通过创新中心，打算与金
融科技部门实体进行对话，向他们提供有
关法律或金融法规问题的相关说明。
若要参加本计划，请填写联系表格
https://www.knf.gov.pl/dla_rynku/in_
tech/Innovation_Hub/formularz?artic...

关于在Stalowa Wola实施创
新项目的公司支持信息会议
2018-02-13
投资和发展部邀请企业家参加旨在支持企
业实施创新项目的信息会议。
会议将在2018年2月20日上午10:00在
Stalowa Wola的Rzeszów技术大学礼
堂 举 行 ， 投 资 与 发 展 部 副 部 长 A d a m 
Hamryszczak将出席会议。他提供了该部
的初创企业，并使用R＆d研究，利用工业
设计，推出的产品和服务，以国外市场的
创新的结果公司的支持。 支持还包括针对
国外市场的中小型企业的推广计划。
这 次 会 议 是 与 波 兰 企 业 发 展
署，Gospodarstwa Krajowego银行，国
家研究和发展中心，Podkarpackie地区
统计办公室，波兰投资和贸易署，出口信
用保险公司合作组织的。
注册表格和有关会议的更多信息可以在这
里找到：
https://www.funduszeeuropejskie.gov.
pl/strony/o-funduszach/szkolenia/ir...

麻省理工企业论坛波兰帮助创
业公司
2018-02-14
技术创业基金会宣布，MIT企业论坛波兰加
速计划第4版招聘工作正在进行中。该计划
基于世界上最好的技术大学之一的麻省理
工学院。
该项目的目标是帮助创业公司开发独特的
技术，加速所提议解决方案的商业化进
程。
波兰麻省理工学院企业论坛设想通用路径
和四个专业行业路径。 Let’s Fintech与
PKO Bank Polski合作！ 是与该计划的主
要合作伙伴 - PKO Bank Polski合作组织
的。PGNiG集团是Energia加速路径的合
作伙伴。 “Zdrowie”路径由Adamed 
Group共同创建，AgriTech Hub支持该项
目首次出现的农业技术路径。 加速器中的
新功能是工业4.0路径，致力于与下西里西
亚地区合作伙伴合作的技术创业公司。
该项目的申请可在网站上提交至2月28日
https://www.mitefpoland.org/

波兰有效的使用了欧盟资金
2018-02-16
投资和发展部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一起
做了2017年年终总结， 可以看出波兰人想
投资。 潜在投资者申请欧盟资助7.5万美元
的投资，价值4,740亿兹罗提 - 投资与发展
部部长Jerzy Kwieciński说。
波兰在2014-2020年间在整个欧盟的资金
总额中的份额为22.6％。 欧盟委员会已
经支付了77亿欧元，即27％。 迄今为止
转移给所有会员国的数额。  部长Jerzy 
Kwiecińsk说，由此可见， 我们有效地实
施项目使用了欧盟的资金。
仅在2017年的创新支持领域，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就为超过1000个项目的研发工作
实施了75亿波兰兹罗提。

2亿兹罗提用于区域研究和发
展议程
2018-02-20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另一项竞赛“区域
科学与研究议程”。 分配给合格执行项目
的金额为2亿兹罗提，用于开展研究和开
发工作。 征集申请将于2018年3月15日开
始，并将持续至2018年5月15日。
本次竞赛是针对由至少一个科学单位和至
少一个企业组成的联盟，但科学单位是该
项目的领导者和正式申请者。 该项目必须
包括试验性开发工作。 共同出资的项目必
须在马佐夫省之外实施。
区域研究和发展议程的主题范围基于各区
域专业化的研究问题，由各省总理办公室
提交并征得其他各方同意 与区域科学中
心的代表。 这些包括：健康的社会; 生物
经济农业食品工业; 可持续能源，运输和
建筑; 创新的环境技术; 创新技术和工业流
程。
关于会议更多信息
http://www.ncbr.gov.pl/fundusze-
e u r o p e j s k i e / p o i r / k o n k u r s y /
konkurs-141220...

工业4.0会议 - 企业创新应用
2018-02-22
工业4.0和企业自动化和机器人化支持领域
的IT解决方案领域的最新波兰成果在工业
4.0“企业创新应用”会议上得到了介绍。
这次会议是由热舒夫技术大学和国家产业
集群4.0组织的，该组织由于与热舒夫大学
合作的行业倡议而成立。
什么是工业4.0？ 这是一个集体名词，意思
是智能机器，系统的整合，并在生产过程
中引入变化，以提高生产效率。 这个术语
不仅适用于技术，而且适用于新的工作方
式和人们在工业中的作用。
会议期间，介绍了波兰最新的工业4.0领
域成就。 其中之一是基于选择性烧结聚
合物粉末的第一台波兰工业打印机3D SYS 
PROBE的首次亮相。 该设备作为波兰产品
成功与世界知名公司的3D打印机竞争。 该
机器具有以太网，USB，还允许通过移动
设备进行Wi-Fi和远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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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格利维采在Gowin部
长的参与下开展双重教育
2018-02-22
2018年3月5日在格利维采西里西亚理工
大学教育和会议中心将举行双重教育 - 
EDUAL循环的第二次会议。 参与其中将包
括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
在他的赞助下接管了事件。
这次会议将以“针对工业4.0需求的双重研
究”为口号举行，科学和经济界的代表也
将出席这次会议，他们将共同讨论学生对
科学和工业需求的教育。
在会议期间，将介绍双重教育的例子以及
与波兰大学这类教育有关的各种活动的例
子。 其中一次会议将致力于由西里西亚理
工大学的外国合作伙伴实施的良好实践。
随之而来的一项活动将是波兰技术大学校
长会议，该会议将在格利维采举行，副总
理雅罗斯瓦夫戈维纳将参加。
关于会议的更多信息
http://www.edual.polsl.pl/

波兰领先的3D打印机制造商正
在进入意大利市场
2018-02-26
来自波兰领先的3D打印机制造商Poznań
的创新公司Omni3D正在进入意大利市
场。 她与WorkLine Store品牌的部门
WL3D签署了一份合同，该品牌在意大利
提供3D打印机，扫描仪和服务已有20年。
旗舰产品 - 工厂2.0（一款面向该行业的
3D打印机）将进入意大利。 一切似乎都表
明，今年五月，这款设备将出现在米兰技
术中心的WL3D产品中。
今年，波兰生产商计划在北欧国家和美
国建立销售网络。 在波兰，他将在凯尔
采展出3D版印刷日的X版和比得哥什的
INNOFORM展。
意大利人是Omni3D的第十五个外贸伙
伴。 波兹南的一家公司出售等等 在捷克
共和国，俄罗斯，法国，德国，瑞士，英
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kp）
更多
www.omni3d.com/pl

启动欧洲周将在波兰五个城市
展开
2018-02-26
启动欧洲周2018是欧盟委员会和Startup 
Europe组织的倡议。 在本周的3月5日至
9日，将有来自近50个欧洲国家的300多个
城市举行数千次专门会议。 在波兰，卡托
维兹，克拉科夫，别尔斯克 - 比亚瓦，比
亚韦斯托克和普沃茨克参加了此次活动。
该项目的目标是为初创企业，年轻企业家
和投资者，地方政府代表，商业环境机构
以及所有有兴趣支持和促进该地区企业家
精神的人员之间的对话创建一个平台。
在每个城市里，活动都有不同的节目。 在
普沃茨克辩论的一个学科将是“社会创新
+创新=初创亲民”。 在比亚韦斯托克，
波兰企业发展署传播与营销部的Karolina 
Modrzejewska将谈论波兰企业发展署
的创新基金以及Sent iOne的Bie l sko-
BiałaKamil Bargiel将介绍她在创业初期的
经验。
更多
http://startupeuropeweek.eu/

5亿兹罗提将用于农业创新
2018-03-06
现代技术和创新不仅要使欧洲工业现代
化，还要实现农业现代化。 由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管理的“Biostrateg”计划分配
了5亿波兰兹罗提。 农业部副部长Ryszard 
Zarudzki在波兰电台节目1的播出时表示，
这是农业和林业研发领域中第一个也是唯
一的如此庞大的金融工具。 目前，该方案
下实施了45个项目。 其中之一是由波兹
南国家植物保护研究所植物保护研究所开
展的名为“防止除草剂杂草抗性的战略作
为确保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
素”的项目。 对于800多万兹罗提，科学
家们正在研究控制谷物种植过程中发生杂
草的方法。

波兰社会与媒体文化学院波兰
发展方向研讨会
2018-03-06
初创公司，5G技术，利用国防部门的创
新潜力 - 投资与发展部长耶日Kwieciński
在“数字独立”研讨会期间表明了波兰的
发展方向。 波兰技术思想，从创意到成
功。“ 它发生在托伦的社会和媒体文化高
等学校。 对于创业公司来说，最大的问
题是打入市场，而不是简单地为发展募集
资金 - 总统大会上Mateusz Morawiecki
说。 投资和发展部长Jerzy Kwieciński指
出，一半的创业公司来自欧洲，并且被包
括美国或以色列在内的其他国家购买。 后
者从欧洲市场接管的初创企业数量比法国
高几倍。 这表明，一个基于非常强大干涉
的小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能够建立强
有力的创新政策。 我们想要建立这样的
政策 - Kwieciński部长说。   更多关于研
讨会的信息： https://wsksim.edu.pl/m-
blaszczak-absolwenci-wsksim-najlepsi/

波兰代表团在日本合作开发储
能技术
2018-03-07
波 兰 代 表 团 与 能 源 部 副 国 务 卿 M i c h a ł 
Kurtyka以及国家财资公司和支持在波兰实
施创新解决方案的主要机构的代表访问了
日本。 访问期间，代表团访问了一家生产
锂离子电池电池的工厂，并在那里熟悉了
该行业所用的技术。 在会谈中，Kurtyka
副部长向大家保证，波兰准备开展能源储
存技术合作。 能源部副部长也参加了第9
届国际可充电电池博览会 - 日本电池。 这
些展会被公认为电池行业代表的全球会议
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2月，波兰
科学财团Pol-Stor-En成立，由七个科学单
位组建，其目标是在储能研究领域进行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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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 中国在电动汽车发展方
面的合作
2018-03-07
UNIMOT股份公司，在波兰最大的液体燃
料独立进口商华沙证券交易所上市，计划
积极参与波兰电动汽车的发展。 根据协
议，UNIMOT还将分析基于Star Charge解
决方案生产充电器的可能性，并启动联合
研发中心开发这些技术。

波兰在专利申请数量的增长速
度方面遥遥领先其他欧洲国家
2018-03-09
根据欧洲专利局2017年年度报告，波兰发
明家，公司和科研机构提交的专利申请数
量增长了14％。 波兰人提交了469份专利
申请。 就申请数量的增长率而言，波兰
是欧洲领导人之一。 在波兰向欧洲专利
局报告发明的领导者排名中，拥有12项专
利申请的Synthos公司排在第一位。 但与
大多数欧洲国家不同，2017年的波兰专利
活动是由大学和研究机构推动的。 七大
申请人中有四人是大学或研究机构。 第
二个最活跃的波兰申请人（7个申请）是
Jagiellonian大学，然后是格但斯克大
学，弗里斯飞机制造商和波兰科学院生物
化学和生物物理研究所（6个申请）和华沙
医科大学（5个通知）。

“欧洲创新委员会 - 波兰地平
线2020年的新商机”
2018-03-12
2 0 1 8 年 4 月 1 2 日 在 华 沙 创 作 中 心 市 场
将 举 办 会 议 和 研 讨 会 : “ 欧 洲 理 事 会 创
新 - 在展望2020波兰行业的新机会”。 
这次活动的荣誉赞助人是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副总理。 该
活动的合作伙伴包括：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企业欧洲网络，雇主波兰集团协
会，Lewiatan联盟和欧盟计划金融工
具国家联络点。 与会者将学习申请的规
则，并从框架计划中获得与申请共同融
资有关的实用技巧。 为了参与此次活
动，欧洲创新委员会特别邀请有兴趣申
请Horizon 2020框架计划的公司，波兰研

发单位，赠款受益人以及公共和地方管
理部门的代表参加。 活动注册： http://
www.kpk.gov.pl/?event=europejska-
r a d a - d s - i n n o w a c j i - e i c - n o w a -
szansa-dla-polskiego-przemyslu-w-
horyzoncie-2020

帮助外国初创企业在波兰开展
业务
2018-03-15
到2018年3月29日，波兰企业发展署正在
等待希望成为波兰奖计划经营者的实体的
申请。 该计划的目标是为外国初创企业
在中欧和东欧开展业务的首选国家创建波
兰。 与外国初创企业合作经验丰富的3家
运营商（竞争对手）的任务将是寻找和加
速海外人才。 运营商将帮助年轻公司决定
波兰商业的到达，解决和运营。 创业公司
还可以获得高达200,000兹罗提的资助以及
与波兰投资合作伙伴或行业合作伙伴的合
作。

邀请参加共享经济学项目
2018-03-16
卢布林发展基金会邀请未来和当前的企业
家参与由欧盟八个合作伙伴实施的国际
SharEEN项目。 该项目的目标是识别和连
接共享经济平台，交流经验并帮助包括社
会企业家在内的公司利用共享经济带来的
机遇。 该项目包括一系列有关经济共享，
辅导和辅导支持，商业平台国际化联网，
促进共同经济倡议共同欧洲地图的一系列
培训。 更多信息： www.shareen.eu

波兹南科技园将帮助创建一个
创新的创业公司
2018-03-16
作为“Merlin”项目的一部分，波兹南科
技大学科技园 Adam Mickiewicz组织了
一系列“精益创业”研讨会，帮助ICT行
业的创新者创建和发展一家将处理科研商
业化的公司。 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是一个
从事通信和信息技术设备生产以及相关服
务的行业。 除了研讨会之外，Merlin还包
括网络研讨会，与潜在客户和投资者的会

议，网络以及参与Startup Europe网络活
动的机会。 得益于Horizon 2020计划的融
资，Merlin项目的支持将免费提供。 更多
信息： https://merlin-ict.eu/

如果你有一个关于如何影响十
亿人生活的想法，你可以向全
球影响挑战报名
2018-03-19
第一期波兰版全球影响力挑战赛正在进行
中 - 这次比赛将挑选最具创新性的想法。 
这个想法一定是非凡的，因为你需要提供
一个初创企业或原型，这对十多年来十亿
人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该奖项是在硅谷
举行的为期两个月的比赛，获奖者将实施
他的想法。 申请将被接受，直到2018年
4月26日。 波兰版的组织者是数字大学基
金会， Singularity大学的唯一代表。 有才
能的科学家，工程师，创业企业家和企业
家可以代表竞争。 最终有10个项目的决
赛将于5月24日和25日在华沙举行。 评审
团由以下人员组成：Sebastian Kulczyk; 
Regina Njima（奇点大学）; Supreet 
Singh Manchanda（硅谷的商业天使）
和Jowita Michalska（数字大学基金会） 
更多信息： https://su.org/gic/

西里西亚大学的新丝绸之路
2018-03-23
西里西亚大学的科学家和学生将与中国进
行合作。 “新丝绸之路 - 地缘政治、经
济、文化” 会议定于3月27日星期二在科
技信息中心和大学图书馆举行。 讨论将分
四个板块进行：“中国在21世纪的地缘政
治”; “转向太平洋 - 未来的西方与中国
的关系将如何”; “新丝绸之路 - 这个地区
的机会还是中国统治的威胁？” 以及 “
欧洲，缅甸，美国或中国 - 波兰的潜在战
略联盟”。 小组成员将试图回答中国计划
重建旧时贸易路线是否仅与福利相关的问
题。 他们将关注与中国投资和中国的经济
和政治扩张有关的机遇和威胁。 该活动由
卡托维兹国际辩论区域中心，政治科学与
新闻学院以及西里西亚大学文化与法律学
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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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为农民设计的创新应用将
普及欧洲
2018-03-26
S a t A g r o 是 一 家 由 P r z e m y s ł a w 
Żelazowski（华沙大学研究员，牛津大
学毕业生）创建的公司，目前该公司已
经在欧洲的六个市场上运营了自己的软
件。 SatAgro是今年在波兹南举办的
POLAGRA-PREMIERY国际农业博览会的
赢家。 通过允许该软件监测农业用地，将
能够通过耕地的历史数据，包括气象的实
时生产力，从而做出专业的分析结果；且
结果能够为农民有效的节省成本；目前它
已被用于10,000多个农场。 该应用程序的
设计和创建得益于欧洲区域发展基金的补
贴。   更多信息： https://satagro.pl/

埃尔布隆格州立高等职业学校
的创业之家
2018-04-05
从2018年3月开始，“创业之家II--埃尔布
隆格企业孵化”项目将在埃尔布隆格州立
高等职业学校并且实施10个月。 该项目旨
在帮助年轻企业家开始他们的商业。 目前
项目主要针对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的中小
型企业，即在市场上运营不超过3年的公
司。 免费培育项目包括：获得15个装备办
事处，专业培训（品牌建设，产品和服务
的商业化)，电信服务，专业服务（与促
销)，法律服务，会计服务, 咨询筹集企业
发展资金 以及来自专职公司的支持。 “创
业之家II - 孵化企业在埃尔布隆格”项目得
到了2014-2020年沃尔温什 - 马祖尔斯克省
区域业务计划的资助。项目总值约为一百
万兹罗提。  

格但斯克大学在
GOSPOSTRATEG计划中的项目
2018-04-09
格但斯克大学的两个项目已根据“全球化
市场条件下波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
计划获得 GOSPOSTRATEG提供的资金。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共同资助了“出口
财团作为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政策的一部
分”和“公民决定”的项目。 第一个项目

是通过制定波兰出口联营集团发展战略、
并在这些联盟的支持政策领域制定系统解
决方案、为中小企业集团的出口激活创造
条件。 第二个项目是导致公民实施立法举
措的法案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将允许使用
信息技术收集签名并简化程序。

马佐夫省创新大赛的企业家和
青年科学家
2018-04-09
第10届马佐夫省创新大赛即将开始，您可
以报名参加大赛以获得对商业和科学创新
解决方案的支持。 本次大赛是面向中小型
企业；在马佐夫省营业不超过10年、并且
在过去的五年里推出过创新解决方案； 与
此同时科学家也可以参见，条件是不超过
39岁，在过去3年获得博士学位或博士在
读，并居住在马佐夫舍地区。 马佐夫舍
省创新大赛是在马佐夫省的荣誉赞助下举
办的。 更多信息： https://innowacyjni.
mazovia.pl/dzialania/informator-
m a z o w s z a / x - e d y c j i - k o n k u r s u -
innowator-mazowsza.html

罗兹工业大学的扩建投资约为
1亿兹罗提
2018-04-10
副总理兼科学高等教育部长Jaros ław 
Gowin和罗兹技术大学校长Sławomir 
Wiak教授共同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根据
该协议，科学部将拨款9,750万兹罗提用
于开发罗兹大学的基础设施。 由于专项补
助的一部分，将建造一个现代化的会议中
心和教学实验室用于罗兹化学技术大学学
院的教育建设。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
说：“罗兹技术大学是波兰最好的技术大
学之一；化学学院是理工学院的强大科学
中心，如果我们希望罗兹成为一个以现代
工业为基础的发展地区，那么将需要足够
的基础设施来进一步发展。 通过这种方
式，我们实施了负责任的发展战略，并且
将推动波兰走上创新型经济轨道，走上革
命4.0的轨道。”

征集EIG CONCERT-Japan比
赛的提案
2018-04-11
EIG CONCERT-Japan倡议下的第五
届 竞 赛 提 案 征 集 活 动 已 经 开 始 ； E I G 
CONCERT-Japan是支持和发展欧洲国
家和日本之间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
合作的国际联合倡议。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首次参加了比赛的组织工作。 作为竞
争的一部分，由企业组成的科学单位和科
学财团可以申请。 支持将在符合今年“
功能性多孔材料”竞赛主题的范围内致力
于基础研究，工业研究和开发工作。 国
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分配了750万欧元的预
算，共同资助波兰实体参与竞争中选定
的项目。 更多信息： http://www.ncbr.
gov.pl/programy-miedzynarodowe/
w s p o l p r a c a - w i e l o s t r o n n a - /
i n n e - i n i c j a t y w y - w i e l o s t r o n n e /
eig-concert - japan/aktualnosc i/
a r t , 6 0 8 5 , e i g - c o n c e r t - j a p a n -
informacja-dotyczaca-otwarcia-
naboru-wnioskow-w-v-konkursie.html

西里西亚大学加入国际企业家
孵化器
2018-04-11
西里西亚大学将成为国际企业家孵化器的
参与者；国际企业家孵化器是一个连接全
球五个城市的大学，地方政府单位，商会
和雇主协会的网络。 孵化器为大学里正在
兴起的公司提供了广泛的机会；这些公司
将有机会在国外宣传他们的公司并出现在
国际市场上。 网络创建协议是在瑞士的
谢尔和法国的圣艾蒂安举办的国际企业家
论坛期间签署的；这次会议致力于广泛了
解的企业家精神（包括学术创业和初创企
业），这是一次讨论和交流代表五个城市
代表团参加：Monastyr（突尼斯）; 塔马
塔夫（马达加斯加）; 圣艾蒂安（法国）; 
谢尔（瑞士）和卡托维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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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舒夫Startup Mixer
2018-04-11
Startup Mixer的下一期商业会议将于2018
年4月18日在热舒夫举行；该活动由热舒
夫学术企业孵化器组织、热舒夫信息技术
与管理大学和热舒夫大学以及热舒夫市
政府办公室的投资者服务办公室合作举办
的。 启Startup Mixer是一个周期性的会
议；在这个会议上，创业人员有经营自己
的企业或只是想创业，将有机会通过特邀
嘉宾的讲座来增长他们的知识。 他们也
有机会在网络会议期间结识新的有趣的任
务。 作为此次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将举
办最佳商业理念竞赛，期间将有来自热舒
夫地区的年轻公司和创业公司参加。 活
动注册：https://evenea.pl/imprezy/
szkolenia/rzeszow/startup-mixer-18-
kwietnia-2018-190328/

什切青关于国家原料政策的磋
商会议
2018-04-16
4月18日，在什切青大学专家和企业家将
讨论波兰的原材料政策；会议将在政府的
国家政策发展项目（PSP）的一系列区域
协商会议上进行。 PSP项目由九个支柱组
成；什切青的讨论将提出与国家消防局第
四支柱有关的主题，该主题贯彻了通过进
口和通过国际合作确保关键原材料供应的
战略要素。 小组成员将回答是否有必要从
外部提供赤字资源以及它如何影响该国经
济发展的问题；计划了三个小组：“国家
矿产资源政策” 、“SFS国际方面的专家
和企业家”和“琥珀样本矿产资源管理”
。 会议的主题也将是外国存款和地质地质
勘察计划（PRoGeO）的运作。

Photo by Stefan Gabriel Naghi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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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水晶奖
2018-04-18
自2001年以来，水晶布鲁塞尔是奖给旨在
加强科学卓越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研究和
欧盟创新框架计划的成功。 这是科学家和
企业家对创新和对波兰科学和经济发展作
出贡献的重视。 颁奖的环节由副总理兼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担任
主席。 最新一届水晶奖的获奖者将在以下
区域中选择：科学（高校，科研院所中，
波兰科学院的科研机构）; 商业（企业）; 
地方行政; 非营利实体; 单项奖。 获奖者名
单将于6月6日在华沙举行的布鲁塞尔盛大
水晶奖期间公布。

滨海省医科大学与Zachodni 
WBK银行之间的协议
2018-04-23
我们在大学网站的公告报道：“滨海省医
科大学将与Zachodni WBK-Santander 
Univers idades银行合作；银行将对学
术、科学计划、计划和项目提供一定的
支持。 合作协议由医科大学副院长签署 
Jerzy Samochowiec教授和Santander 
Universidades银行波兰分行Wojciech 
Leśniewski经理签署；合作范围包括提高
教育质量，支持研究活动，改善学术中心
机构管理的项目，增加培训项目的可用
性，促进国际交流和推广合作项目。 副
校长Samochowiec教授补充说：“波
兰大学应该是现代的，创新的，与经济和
商业简历更多的联系。“ 在世界各地与
Santander建立联系对科学家们来说是一
个发展的机会。

Wyszehradzka代表团关于创
新领域方面的合作
2018-04-23
Wyszehradzka代表团是指由波兰、匈牙
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组成的国家联盟，他
们在布达佩斯签署了关于竞争力，创新和
数字化转型领域经济合作的声明。 该声明
假定使用共享数据资源以现代方式进行研
究和开发工作，从而实施“工业4.0”的想
法。 Wyszehradzka代表团的国家还希望

将创业公司纳入技术现代化进程，并深化
网络安全和互联网技术现代化工作。 代表
波兰签署布达佩斯宣言的创业和技术部副
部长Marcin Ociepa说：“我们正在观察
更先进的经济体在做什么，我们正在参与
欧盟倡议：欧洲工业的数字化。 我们正在
建立工业未来平台，这将有利于促进工业
转型。”

2亿兹罗提将用于科学家和企
业家的联合创新
2018-04-24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了第四版“应用
项目”竞赛；目的是支持由科学单位和企
业组成的联盟开展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并且
创建新的或改进的产品和技术。 科学与
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说：“
科学高等教育部和国家中心的研究和发展
的活动与Morawiecki总理提出的发展战
略相吻合，关键是要根据波兰科学家的研
究成果，尽可能发展波兰经济。” 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公告通知道：只有由5
个实体（其中至少包括一个科学单位和
至少一个企业）组成的合作伙伴可以申
请共同资助研究和开发工作。 提案征集
将于5月16日开始，并将持续到7月16日 
更多信息： http://www.ncbr.gov.pl/
fundusze-europejskie/poir/konkursy/
projekty-aplikacyjne2018/

支持波兰东部的初创公司的竞
赛
2018-04-24
4月30日起，来自波兰东部的创新中心、
科技园区和企业孵化器将可以在 “启动创
意平台” 竞赛中提交申请。 为了将创意
在实际生活中真正使用，波兰竞争组织者
波兰企业发展局（PARP）将投资1.3亿波
兰兹罗提用在这个项目上。 竞争将选择
几个平台作为计划运营商运营的专业中心
的合作伙伴关系；他们是来自波兰以下省
份的平台：Lubelskie，Podkarpackie，
Podlasie，Świętokrzyskie或Warmian-
Masurian。 他们将提供给想要将创意
转化为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新创业者；平
台的主要任务是将建立“支持创业创业

的当地生态系统”。 更多信息：http://
popw.parp.gov.pl/dokumentacja/
dokumentacja-do-poddzialania-1-
1-1-platformy-startowe-dla-nowych-
pomyslow-2018-r

奥尔什丁Startup周末
2018-04-27
位于奥尔什丁的Warmińsko-Mazurski
大学将于2018年5月11日至13日组织以
奥尔什丁Startup周末为名的活动；这将
是一个54小时的创建项目的马拉松，在
活动期间大家将能够验证自己的商业理
念。 导师将们监督工作，包括商人从业
人员以及图形和编程专家，他们将为大
家提供帮助。活动组织方将确保每一个有
想法并希望参与创造新事物的参与者都
能够抒发自己的观点和得到相应的专业
解答。 更多信息：http://communities.
techstars.com/poland/olsztyn/startup-
weekend/12252  

AGH科技大学下属SATIM公司
获得工业发展署的资助
2018-04-27
SATIM卫星监测公司是克拉科夫AGH科学
技术大学的一家下属公司，将作为开放式
创新网络项目的一部分获得来自工业发展
署的170,000兹罗提的赞助资金。 SATIM
是克拉科夫大学科学研究商业化成功的例
子之一。 多年来，该公司一直与欧洲空间
局等机构合作开展研究和开发项目。 根据
AGH科技大学的信息，SATIM公司由地质
学，地球物理学和环境保护学院的科学家
创立，主要处理采矿和采矿后地区土地沉
降的卫星调查。 在该公司的创建者授权下
所获得的资金将用于软件开发和完善，以
改善对该地区移动的卫星监控服务。  

Photo by Stefan Gabriel Naghi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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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ksander Nawrat教授的创
新课程
2018-05-07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任Aleksander 
Nawrat教授在杂志“一切最重要的东西”
上写到：“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此次提出的
教育改革旨在释放波兰科学的潜力： 根
据新法规，大学将更容易将研究成果商业
化，建立自己的公司，即所谓的 分拆，
或建立合作与业务 ”。 在文章“创新课
程”中，Aleksander Nawrat教授介绍了
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资助的成功的波兰
项目的例子。 去年共举行了64场竞赛，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共为3702个项目提供
了共计185亿兹罗提的资金。 Aleksander 
Nawrat教授总结道：“公共行政的作用
是激励和支持科学，经济和金融环境的活
动。 我们国家的未来取决于这项活动，
并准备制定雄心勃勃的目标。”   更多信
息： https://wszystkoconajwazniejsze.
pl/prof-aleksan

第35届“21世纪的世界经济：
挑战和前景”国际会议
2018-05-10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国际经济关系邀请大
家参加第35届“21世纪的世界经济：挑战
和前景”国际会议。 会议将与5月14日举
行；此次与全球和波兰经济以及包括下西
里西亚在内的地区发生的结构性和系统性
变化密切相关。 这次会议是波兰历史上规
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处理全球化时代地
区主义问题的会议；届时将讨论波兰的促
进出口政策和外国投资。 西里西亚会议的
传统是所有波兰学术中心的研究人员以及
国家行政，商业和媒体代表的积极参与。 
来自波兰和海外的50多位科学家将参加今
年的会议。  

第十四届克拉科夫国际MBA大
会
2018-05-10
5月18日至20日，由克拉科夫经济大学商
学院举办的第14届国际MBA大会将在克
拉科夫举行。 今年的会议将以“当地商业

资源和公司的全球运营”为口号举行；它
由来自科学和商业领域的杰出专家领导的
五个讨论小组组成，与会者将能够参加商
业研讨会。 在今年的会议期间，将就以下
问题展开讨论：在全球管理的人力资源项
目中使用本地资源的案例研究、行为经济
学 - 非理性消费者决策和全球公司决策、
全球公司对当地市场的挑战 - 实践中的
多元化管理; 敏捷项目管理简介。 更多信
息： http://kongresmba.pl/  

波兰商业支持科学的发展
2018-05-11
位于Ciechanów的Cedrob集团决定资
助第二届“支持科学发展”竞赛；在各
类提交的一千多个项目中，有72个被选
中，将为其补助100万兹罗提的项目实施
资金。 华沙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
心的项目“管理鸟类家禽的方法”以及公
共行动基金会的项目获得科学和发展类别
的奖励；每个项目的奖金是3万兹罗提。 
此外，获奖者还有：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
的“小麦和玉米秸秆作为生物乙醇和生物
甲烷生产的潜在材料”项目、格但斯克医
科大学医学化学系的“银纳米粒子功能化
对其性质的影响”及“抗菌剂”项目和华
沙红衣主教斯蒂芬·威辛斯基大学的”青
年科学家夏季学校“项目。

3亿兹罗提将投入汽车行业创
新
2018-05-15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在INNOMOTO计划
的第二次竞赛中开始征集建议；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长的执行机构为汽车行业的创新
项目分配了3亿兹罗提。 2016年9月副总
理Jarosław Gowin宣布的INNOMOTO
行业计划旨在支持汽车行业的创新解决
方案，并从2026年的角度最终提高波兰
汽车行业的竞争力。 作为该计划的一部
分，根据与企业家磋商确定的研究议程，
正在执行关于创新车辆和驱动装置建造
的项目，以及用于车辆的生产技术，再
生，回收和再循环以及创新部件，组件
和系统。 第二届INNOMOTO竞赛的提
案征集将持续到7月10日；最低项目价值

为100万兹罗提，最高为3000万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www.ncbr.gov.pl/
fundusze-europejskie/poir/konkursy/
innomoto2018/

哥白尼大学加入ATHENA-PL联
盟
2018-05-15
位于托伦的哥白尼大学加入了ATHENA-PL
联盟；其运作的主要目的是开发项目文
件，并建立和整合ATHENA卫星组件（高
能天体物理学高级望远镜） 。 ATHENA
卫星是新一代X射线望远镜，收集有关星
系，星团，星系和黑洞的形成和演变的信
息。ATHENA-PL联盟将处理天体物理学
领域的空间观测和观测技术。 ATHENA-
PL联盟由波兰科学院尼古拉斯·哥白尼
（PAN）、华沙的太空研究中心PAS、理
论物理学院的PAS中心、Otwock的国家
核研究中心以及雅盖隆大学、弗罗茨瓦发
大学、什切青大学、罗兹大学、比亚韦斯
托克大学、凯尔采大学和托伦大学组成。

罗兹理工大学科学创新会议
2018-05-16
500强创新者协会和罗兹理工大学将于
2018年5月17日至18日举办一个致力于科
学创新的会议； 英国和波兰的初创企业
专家将出席这次活动。 来自剑桥全球协
会的Allan Barrell教授将表述他本人对英
国和波兰的创新集群的意见；Nicholas 
Coutts 将出席在欧洲各地共同创立的支
持创业公司的项目，创新论坛组织创始人
Mark Tyl将提出一份让年轻创业公司加速
并支持国际发展的提议。 在会议期间，将
会有一个关于筹资启动和研究成果商业化
的讨论小组；工业发展署发展和创新办公
室主任Bartosz Sokoliński、Allan Barrell教
授和波兰能源集团新能源项目总监Daniel 
Maksym将出席小组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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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rowski教授：新技术与传
统行业的相结合
2018-05-21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主 任 M a c i e j 
Chorowski教授“最重要的一切”的意
见领袖杂志上发表的最新文章说到：“
如果对创业公司和研发项目的投资如此
放大以至于成功的话，他们将有机会实
现 商 业 化 ， 并 且 他 们 并 没 有 面 临 将 他
们 与 市 场 隔 离 的 另 一 堵 墙 ， 那 么 波 兰
将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 Chorowski
教 授 认 为 波 兰 有 机 会 将 新 技 术 与 传 统
工 业 相 结 合 ； 他 说 ： “ 我 们 努 力 在 新
的 领 域 做 到 第 一 ， 而 不 是 模 仿 今 天 的
领导者 - 谷歌，Facebook，Booking.
com或优步。”   更多信息： https://
wszystkoconajwazniejsze.pl/prof-
m a c i e j - c h o r o w s k i - j a k - p o l s k a -
gospodarka-moze-wykorzystac-nowe-
technologie/

克拉科夫Space 4.0会议
2018-05-22
五月25日至26日在克拉科夫将举办Space 
4.0会议：宇宙解决方案，会议由克拉科
夫科技大学和克拉科夫科技园组织。 学生
将了解波兰初创公司的加速，卫星数据的
处理，空间技术的融资和支持。在会议期
间，将介绍卫星数据的工作路径，并且通
过在科学中使用它们，以及商业使用的结
局。 会议的嘉宾将是欧洲航天局技术转让
网络协调员Lluc Diaz。 科学界，政府机
构，实施基于卫星数据库计划的大公司，
代表空间业务和刚刚开始利用卫星数据进
行冒险的年轻公司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注册： https://solution-from-the-
sky-2018.evenea.pl/

未来产业竞争力中心将在科沙
林建立
2018-05-22
科萨林科技大学，科沙林自治政府，斯武
普斯克的波美拉尼亚区域发展机构和科萨
林科技园区的代表签署了关于建立未来产
业竞争力中心的合作协议。 该中心将充当

培训中心，为企业家提供有关现有技术的
实用知识。 它还将与合作伙伴共同创建示
范性技术职位，并为企业家提供认知，测
试和生产目的。 该中心的技术职位将首先
在科沙林，斯武普斯克和Szczecinek创
建。 在由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共同创建的格
利维采中心之后，未来工业科沙林竞争力
中心是波兰第二个这样的计划。

Gowin：TANGO 3比赛旨在
改善在波兰进行研究和开发工
作的条件
2018-05-23
TANGO 3比赛即将启动，国家科学中心
和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合资企业将资助
那些将提高基础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程度
的项目，目标是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与工业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副总理
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
说：“TANGO 3将允许两个机构的潜力
被用来改善在波兰进行研究和开发的条
件。 这场竞赛提供了销售实施项目结果的
产品，服务或技术的机会，等等 由科学单
位，包括大学，波兰科学院的科学中心，
甚至自然人。 我们希望能够更好地向行业
转移知识，从而充分利用波兰科学的机会 
。” 提案征集将于2018年6月14日至12月
20日进行。

克拉科夫 “科学创业”大会
2018-05-24
技术与创新研究所于2018年6月5至6日举
办 “青年科学家创新理念：科学创业”大
会，会议将在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材料
与纳米技术学院举行。 这次科学大会将在
小波兰创新艺术节期间举行，年轻的科学
家，博士生，学生和科学界将参加会议。 
在会议中，他们将展示自己的科学研究，
技术，组织，财务和营销性质的创新解决
方案，其目的是开发和实施新的或改进的
产品，流程或管理和销售系统。 更多信
息： http://iati.pl/iv-edycji-bezplatnej-
konferencji-pt-innowacyjne-pomysly-
mlodych-naukowcow-nauka-startup-
przemysl/  

波兰初创公司参加巴黎Viva 
Technology展会
2018-05-28
由Orange Fab加速计划支持的波兰
初 创 公 司 参 加 了 在 巴 黎 举 办 的 V i v a 
Technology 2018国际技术创业博览会。 
在巴黎展会上，他们提出了关于创业的想
法：Whirla为咖啡馆、办公室和购物中心
提出了无线电话充电系统；太阳能工作台
制造商Seedia，NaviParking，专注于优
化和搜索免费停车位的系统；JT Weston
应用程序创建者 Makigami优化耗费时间
的业务流程，如发票。 作为加速计划的
一部分，法国电信公司Orange为测试解
决方案的波兰初创公司提供支持，开发合
作和商业活动模型，为导师和专家提供接
入，并参加会议，展会和国际推广活动。

下西里西亚资本俱乐部授予“
青年才俊”奖
2018-05-29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学生和博士
生参加了下西里西亚资本俱乐部举办的
第三届“青年才俊”竞赛。 竞赛的目的
是促进和奖励在创新和创业活动中取得
重大科学，艺术，社会和体育成功的学
生和年轻科学雇员。 来自生物技术系的
Kinga Pilarska和来自兽医学的Safoura 
R e z a 在 “ 社 交 活 动 的 成 功 ” 类 别 中 获
胜；Żaneta Król博士在 “创新领域的成
功” 类别中获胜；Katarzyna Kornicka
博士和Sabina Lachowicz博士在 “科学
成功” 类比获胜。 第三届“青年才俊”竞
赛的赞助者有弗罗茨瓦夫大学的校长，下
西里西亚资本俱乐部的代表，企业家，地
方和地区当局。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47912/
mlode_talenty_2018_sukces_upw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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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理工大学与铁路运输
局之间的合作协定
2018-06-01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与铁路运输办公室签署
了关于在研究教育和人力资源领域开展联
合活动的合作协议。 根据合作协议，铁路
运输办公室将就铁路运输专业领域的教育
计划发表意见，为学生提供文凭论文的主
题并协助实施，并组织学生实习。 另一方
面，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宣布启动并开展研
究生学习和课程以及与铁路运输相关的培
训，大学还将参与并支持实施联合项目和
可能的专利成果。 并且将开展研究和获取
办公室的测量设备。

波兰GovTech - 政府采购对创
新的开放
2018-06-04
波兰GovTech项目已经正式启动，项目
将由七个部门实施：金融，国防，卫生，
投资和发展，创业和技术，内部事务和数
字化。 GovTech项目是FinMinTech项目
的衍生项目，涉及利用程序员帮助财政部
密封税务系统； 竞争对手中选出的最佳IT
专家找到了财务部门的工作机会，并准备
了旨在打击税务欺诈的IT解决方案。 波兰
GovTech将成为一个为中小型公司和创新
解决方案的创业公司提供的公共订单，但
运营规模不允许他们开始招标。

城市对现代经济竞争力影响
2018-06-06
华沙中央商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正在组织
一届关于创新和竞争力的国际科学会议，
今年6月15日在会议上将就城市如何在现
代全球经济中为竞争优势做出贡献的问题
展开讨论。 会议将分析国际竞争力和城市
化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包括大都市创新体
系，智慧城市，国际化和文化多样性的概
念。 考虑到他们的城市化模式以及波兰和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的发展趋势，还将介绍
对选定经济体竞争地位的研究成果。

第十四届卡托维兹新经济论坛
2018-06-06
新经济第十四届论坛将于6月8日星期五在
卡托维兹科技园欧洲中心举行，科学，商
业，行政和社会组织的代表届时将谈论西
里西亚省的公平能源转型。 今年会议的主
题是“西里西亚在前往COP 24气候峰会途
中”。 除了研讨会和小组讨论之外，还计
划召开国际企业家会议。 在全体会议期间
还将邀请能源，社会学和环境保护方面的
权威人士，为卡托维兹12月气候峰会做准
备。 此次会议将为就促进企业家精神和支
持能源企业发展的工具的最佳实践交换意
见。 更多信息： https://www.forumng.
pl/

TOP 100创新经济 - 科学高等
教育部新项目
2018-06-08
科学与高等教育部推出了“TOP100创新
经济”计划，旨在促进企业家与科学家之
间的合作以及支持科学研究的管理过程。 
根据科学部的规定，参与计划的企业员工
能够完成在国外科学单位或具有从事研发
活动经验的企业的实习。 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强调，加强科
学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合作是高等教育部最
重要的设想之一，没有科学产出就没有发
展波兰经济的可能。 科学部将分配超过
1500万兹罗提的资金用来实施计划。 更
多信息： https://www.nauka.gov.pl/
komunikaty/uruchomienie-programu-
top100-innowatorzy-gospodarki.html

寻找想要在波兰开发技术的外
国初创企业
2018-06-08
波兰企业发展署选择了六家公司（加速
器）开展试点波兰项目，他们在寻找愿意
在波兰发展技术的年轻企业家。 企业发展
署为该计划分配了3000万兹罗提资金。 所
选中的公司为：Blue Dot Solutions、波兰
创业中心基金会、Huge Thing另类投资公
司格但斯克创业基金会、AD Ventures和
Brinc Limited。 他们的任务是寻找和资助

可在波兰开发技术的外国青年技术团队。
项目由波兰企业发展署负责，被选中的公
司（加速器）将获得由项目提供的资金。 
波兰企业发展署强调到：“波兰初创企业
的发展潜力很大。 到2023年，他们将创造
高达22亿兹罗提，由他们创造的就业岗位
数量将达到5万多人次”。

创新经济发展论坛成立
2018-06-08
工业发展署设立了创新经济发展论坛，宗
旨为在国家的积极参与下为促进科学和商
业合作创造条件。 根据工业发展署提供
的资料，论坛活动将侧重于识别突破性技
术，且具有全球商业化的最大潜力。 论
坛还将在机电一体化，信息通信技术，造
船，航空航天，汽车和3D打印等领域创
建专门的“创新生态系统”。 创新经济发
展论坛的主席为来自剑桥大学的Tomasz 
Szejner博士。

下西里西亚网络安全集团成立
2018-06-08
由弗罗茨瓦夫技术大学倡导设立了下西里
西亚网络安全集团，网络安全集团的主要
任务的是对于关键IT资源的保护和安全以
及安全软件的设计和开发。 网络安全集
团的任务将涉及以下领域：保护和保护机
构，业务系统和工业控制; 管理，法律和
审计 - 管理安全和风险分析团队，并根据
适用法律规定对最重要的IT系统进行技术
审计; 取证科学 - 从数字系统中获取和分
析证据以找到与信息和信息系统安全相关
的痕迹和获取证据以及电磁安全。 创建
者还宣布将识别和评估信息系统中潜在
的攻击和漏洞以及实施的防御系统。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nowy-klaster-zadba-o-
bezpieczenstwo-w-sieci-108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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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专家将
与50个波兰城市的企业家会面
2018-06-13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本着执行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长的提议和申请共同融资的规则策
划了与波兰企业家见面的会议，会议将在
波兰不同的50个城市举行。 在会议期间，
专家们将介绍获得补助资金的可能性以及
公司引入创新解决方案。 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主任Maciej Chorowski强调：“许
多企业家不从事创新活动，可能是因为害
怕风险，也不了解在科学家参与下获得项
目实施支持的可能性；我们的活动满足了
这些公司的需求。 我鼓励大家参加会议并
利用我们的优惠。” 更多信息： https://
www.ncbrdlairm.pl/

关于商业，经济和工作的微观
研讨会
2018-06-14
2018年6月15日，在罗兹大学校长和罗兹
省省长的主持下 “商业，经济和工作的超
级化” 研讨会将在罗兹经济特区举行。 
研讨会将试图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超级
传播如何影响商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新一类的“随需工作者”会给我们带来什
么？ 在研讨会期间，将解决以下问题：确
定创建并破坏传统业务模式的新解决方案
和商业模式; 预测“优化”对公司就业，
支付系统，法律法规和市场活动的影响; 分
析变化中的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和威胁。 
更多信息： http://pam.uni.lodz.pl/w-
pam-center/uberyzacja

第一届弗罗茨瓦夫地方领导人
学校已经结束
2018-06-18
在弗罗茨瓦夫的经济大学，第一版地方领
导人学校在下西里西亚省与经济大学签署
的合作协议下实施完成。 该学院的目标是
加强大学及其学生与下西里西亚地方政府
在知识转让，刺激基层举措，发展全省创
业和合作网络等领域的合作。 来自各种学
院18名学生参加了第一届学校，在此期间
他们参加了培训，讲座，研讨会和考察旅

行。 学生们检查了几个下西里西亚人社区
的需求，作出诊断，进行研究并提出具体
解决方案。 为市政提出了市场复兴，小型
酒店和餐厅业务的推广和整合，或创建合
作区 - 创业孵化器的建议。

针对400个波兰初创企业提供
财政支持
2018-06-22
根据根据创业支持计划的制定，生产力战
略和国家智能专业化工作以及未来基金会
工业平台的发展都是企业和技术部工作的
举措。 在与Newseria机构的对话中，企业
和技术部创新部副主任Robert Nowicki宣
布生产力战略即将公开，在ScaleUp加速
计划下，该部门打算支持多达400家波兰初
创企业。 作为Start In Poland项目的一部
分，ScaleUp加速计划将成为试点项目的延
续。 年轻的创新型公司可以指望多达250万
兹罗提的共同融资，整个加速计划的预算为
1.2亿兹罗提。 该计划将运作到2021年。

波兰麻省理工学院企业论坛计划
2018-06-26
波兰麻省理工学院企业论坛是波兰最大的
技术创业加速器之一，基于麻省理工学院
的技术知识（know-how）信息，新一届
的论坛计划招募已经正式开始。 根据波兰
麻省理工学院企业论坛（MIT Enterprise 
Forum Poland）的资料，在青年创新奖
CVC竞赛中获奖的初创企业通过向来自美
国的投资者展示他们的技术及创业想法，
将有机会获得波兰和国际公司的支持，
并获得10万兹罗提的奖金。 新一届波兰
麻省理工学院企业论坛计划的新颖之处
在于InsurTech，旨在为初创企业开发可
用于保险行业的技术。 报名可以2018年
7月10日之前通过以下网站进行： www.
mitefpoland.org

第十八届innoSHARE大会：让
我们鼓舞波兰
2018-06-26
6月27日至29日在华沙文化科学宫举行的
第十八届innoSHARE大会的主题是 “让我

们鼓舞波兰” 。 来自十几个国家的近千名
人士将分享他们在创新发展与合作，科学
与商业合作，商业国际化，创业与独立发
展，研究与创新技术商业化或开创性研究
领域的知识与经验。 本次活动主办方是波
兰创新基金会，主办方希望通过会议找到
创新者，科学家和企业家和初创公司的国
际网络，以促进国际和科学。 会议将涉及
以下领域：人工智能，空间技术，电子，
生物技术或现代材料。来自波兰的科学家
和企业家也会参加此次会议，并且展示他
们创造新技术，开展开创性研究。 更多信
息： http://www.innoshare.pl/

波兰企业研发活动的报告
2018-06-27
由波兰Ayming委托的最新报告“R＆D
企业创新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显示，55
％ 的波兰公司进行研究和开发活动。 报
告由Kantar Millward Brown公司编制，
该公司对研发活动和公司研发活动所得到
的优惠进行了市场调研。 从2018年起，
开展研究和开发活动的企业家可以获得多
达100％成本的优惠，以前的优惠为50％
；经过两年多的波兰研究和发展优惠高达
35％。 企业家承认他们没有听说它。 但
是，只有9％ 它被扣除2017财年。 报告
显示，多达45％的企业代表不从事研发活
动，也不从优惠中受益。 公司失去了相
同的机会来获得可用于业务发展的节省。 
更多信息： https://www.ayming.pl/
typo3conf/ext/almacg/user_upload/
Ayming_Poland/PDF_download_iles/
Ayming_Raport_2018_Ulga_B_R_Krok_
milowy_w_rozwoju_innowacyjnosci_
przedsiebiorst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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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的教授
在国际会议上取得成功
2018-06-28
Sławomir Smyczek教授、卡托维兹经
济大学Aleksandra Burgiel教授Jolanta 
Zrałek博士在罗马举行的全球商业研究
研讨会（GBRS）国际会议上荣获 “最
佳论文奖” ；Smyczek教授还因为编
写最佳论文评论而获得 “最佳讨论者” 
奖。 今年由圣彼得堡举办的国际GBRS
会议的主题是“商业的未来：技术，创
新和监管”。获奖文章是由 Sławomir 
Smyczka教授撰写的 “消费者的可持续
消费和价值”、Aleksandra Burgiel教授
个Jolanta Zrałek博士的文章“基于访问
的消费：其技术决定因素和对未来业务的
影响 - 波兰例子”将在国际期刊“商业评
论”上发表。   更多信息： https://www.
gbrsconference.org/

根据CORNET计划在国际科研
项目竞赛中征集提案
2018-06-29
第26届CORNET计划下的研究项目国际竞
赛正在征集提案，竞赛的范围包括特定行
业需求的研究。 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代
表的合作伙伴是是来自奥地利，比利时，
捷克共和国，荷兰，日本，加拿大，德
国，秘鲁和瑞士的机构。竞争中的行业研
究由行业公司协会发起，通常由为特定工
业部门工作的科学单位开展，包括开发工
作。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竞赛中选定项目
的资金为75万欧元。 更多信息： https://
www.cornet.online/

Gliwice @ 2018商业与创新网
络会议
2018-06-29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邀请各位于7月2日和3
日参加在格利维采举行的BIN @ Gliwice 
2018会议，会议将与西里西亚理工大学
区域联络点项目食者的周期性活动相结
合。 会议的目的是将来自不同学科和行业
的合作伙伴结合在一起；发言和讨论将集
中讨论科学和技术领域当前的挑战和解决

方案，以及合作伙伴的合作和联合体的创
建。 会议的具体议题是：重点行业循环经
济面临的挑战; 创意技术 - 游戏，扩展现实
和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和工业4.0。 
BIN（商业和创新网络）是一个连接技术大
学和商业世界的网络，致力于支持创建一
个交流良好实践和创新机会的持久论坛。

欧洲之星-2竞赛的提案征集工
作已经开始
2018-07-03
第10届Eurostars-2竞赛申请可以由在波
兰开展业务的微型，中小型企业申请，竞
赛的目的是支持研究与开发方面的国际合
作。 据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报道，欧洲
之星-2竞赛没有专题限制：项目必须以市
场为导向，即预期新产品，流程或服务的
开发，并且必须具有民用目的。 欧盟以
外的合作伙伴是加拿大，韩国，南非和土
耳其。 申请可在2018年9月13日之前提
交。 更多信息： https://www.eurostars-
eureka.eu/apply-funding

埃尔布隆格的国立高等职业学
校将支持初创企业
2018-07-03
埃 尔 布 隆 格 国 立 高 等 职 业 学 校 院 长
Zbigniew Walczyk教授签署了一项合作
协议，以实施波兰东部业务计划2014-
2020项目“El-evator启动平台”项目。 
合同的各方为埃尔布隆格科技园及合作伙
伴：位于埃尔布隆格的国立高等职业学
校，Investin 有限责任公司、OPEGIEKA 
有限责任公司、经济社会科学研究所基金
会、Granter 有限责任公司和先进技术基
金会。 合同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伙伴关系，
包括在波兰东部宏观区域组织一项综合支
持计划，帮助创造和发展创新型初创公
司。

波兰发展基金会为视频游戏作
者提供十万兹罗提的支持
2018-07-04
你想创建一个视频游戏并且需要投资者支
持你的想法吗？想要获得高达十万兹罗提

的资金来实现你的想法吗？ 波兰发展基
金会宣布，第四届ARP游戏加速器已经正
式开始。ARP游戏加速器专门为具有有趣
而独特的想法，同时具有很高的创造力的
团队提供。至少拥有两个有国籍的且有机
会并愿意在波兰建立公司的志愿者均可以
申请参加ARP游戏加速器。 报名申请截
止2018年7月31日。 更多信息： https://
www.startup.pfr.pl/pl/aktualnosci/
ruszyla-4-edycja-akceleratora-arp-
games

支持汽车创新的初创企业
2018-07-05
第二届Impact Connected Car加速器项
目已经正式开始，如果您有关于汽车行业
创建创新解决方案，那么欢迎您来参加项
目计划。最多可获得项目支持资金60,000
欧元。 Impact Connected Car计划是一
项国际加速计划，旨在为初创企业提供智
能汽车领域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安全和
保障，驾驶员辅助，有效导航或车辆管理
等方面。 计划参与者不仅可以获得财务支
持还可以获得业务和技术指导或附加服务
（包括法律和营销）。 申请应在2018年10
月18日之前提交。 IMPACT Connected 
Car 项目的负责人是FundingBox 有限责
任公司，另外一个项目合作伙伴是波兰
企业发展局。 更多信息： https://www.
startup.pfr.pl/pl/program/akcelerator-
impact-connected-car

热舒夫附近将建造欧洲航空模
拟器中心
2018-07-06
波兰企业发展局与四家公司签订合同，共
同资助“欧洲航空模拟器中心”项目，该
项目将在位于热舒夫附近的“Aeropolis”
科技园实施。 波兰企业发展局通知道：“
项目的目标是在教育，培训和娱乐领域推
出与飞机模拟器服务相关的“Royal Fly”
品牌。” 波兰企业发展局共同资助的项目
金额近1050万兹罗提，它们将成为世界上
第一批结合使用技术先进的飞行模拟器，
在真实飞机上进行的专业航空培训和联合
航空爱好者的航空活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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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创新网络计划的资助申
请
2018-07-06
截止2018年7月31日，各位均提交申请以
获得开放式创新网络计划中的技术转让补
助金。 根据工业发展署报道，作为开放式
创新网络计划的一部分，微型，中小型企
业可以申请技术转让补助金。赠款可分配
给与购买有关的活动：专利，技术诀窍和
其他知识产权（专利申请，实用新型，实
用新型申请，工业品外观设计，工业品外
观设计，版权，受保护植物物种权利，地
形 集成电路）。 根据该计划，申请人可
以获得高达20万欧元的财务支持。 更多信
息： https://siecotwartychinnowacji.
pl/transfer-technologii/

为女性初创企业提供的跨欧盟
WBA计划
2018-07-09
截止8月20日，各位初创公司的创始人或
经理或者所属产品针对女性并且需要赞助
资金，欢迎大家提交参加初创公司Cross 
EU WBA计划（女性商业天使），并在
Business Angels上展示您的商业创意。
来自波兰、德国、西班牙、希腊和斯洛伐
克的企业均可以申请参加。 参与Cross EU 
WBA计划的候选人必须在开发的早期阶段
代表一家初创公司（成立不到三年）且必
须拥有自己的想法或创新的完全版权。 参
加跨欧盟WBA计划必须满足其中一个条件
的初创企业：初创企业的创始人是女性; 初
创经理是女性; 女性是公司产品或服务的目
标消费者。 项目参与免费，但参与者必须
自行承担旅行，住宿和膳食的费用。 如果
您的申请得到积极评估，2018年9月19日
您将有机会向Business Angels提出您的想
法。 更多信息： http://www.parp.gov.
pl/crosseuwba

波兰第一份致力于创新的报告
2018-07-10
波兰创新联盟基金会和Crido公司的专家
编写了关于波兰创新箱机制的第一份报
告，他们收集了十几个欧洲国家和以色列

的创新箱实施案例研究。 波兰创新联盟
基金会主席Dagmara Krzesińska的报告
导言中写道：“波兰的企业家已经可以从
研究和开发的救济中受益。还需要补充的
是创新盒子， 这是波兰语中关于这个主
题的第一项研究。 该工作组的灵感来自
工作组的工作，许多组织的代表分享了他
们的知识和经验 。” 创新箱机制（在一
些国家以专利箱，知识产权箱或IP箱名称
运营）是一项税收激励措施，允许您通过
研发产生的知识产权商业化收入的企业支
付低得多的所得税。 更多信息： https://
koalicjadlainnowacji.pl/wp-content/
uploads/2018/06/Raport_Innovation_
Box_KPI_Crido.pdf

波兰发展基金已为初创企业启
动了一项辅导计划
2018-07-13
波兰发展基金（PFR）的新计划面向寻求
最重要业务能力支持的初创企业和年轻
公司。 以PFR网络导师为名的倡议旨在为
来自各个领域的有价值和经验丰富的专
家提供机会，他们将分享他们的知识并
支持他们应对具体挑战。 波兰发展基金
的强调，PFR导师网络将影响我国创新生
态系统的发展。 30名导师团队包括经过
精心挑选，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和经理，
他们已经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PFR导师
网络的招聘将持续到2018年8月5日。 在
此期间，感兴趣的初创企业必须填写申
请表，选择首选导师并激励指导。 更多
信息： https://www.startup.pfr.pl/pl/
siec-mentorow

KITS在克拉科夫开设创新产品
2018-07-17
克拉科夫市创业基金会、小波兰省省政府
和瑞士银行UBS邀请各位于7月20日前往克
拉科夫市政厅参加KITS开放式创新活动。 
该活动旨在帮助克拉科夫大学将开发的技
术引入商业世界。 组织者表示，会议面向
大型企业有能力在实践中吸收创新技术的
企业以及中小型公司或初创企业。 在活动
期间，除了讲座和讨论小组外，还将举行
一系列个人会议，以便建立直接的业务联

系。 更多信息： https://www.facebook.
com/events/1844847399150924/

华沙证券交易所是科学项目中
市场，消费和商业周期研究所
的合作伙伴
2018-07-23
华沙证券交易所与市场消费和商业周期研
究所签署了合作协议；将就国家研究所的
科学项目“资本市场工具发行人的定量和
数量特征评估算法系统”展开合作。 合作
项目将由市场消费和商业周期研究所实施 
-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已根据“DIALOG”计
划拨款近100万兹罗提的项目补助紫金。 
根据合作协议规定，华沙证券交易所将传
播其教育活动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目的为
向劳动力市场开放科学，提高与经济环境
合作的有效性，支持创新过程并使研究成
果商业化。

波罗的海和太空集群成立
2018-07-23
在波兰海事集群大会期间，决定扩大活
动并建立波罗的海和太空集群（BaltSea 
Space Cluster）；宇宙集群委员会主席是
来自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机械系波兰科学院
空间科学委员会主席 Edmund Wittbrodt
教授。 波兰海事集群由几十个实体组成，
其中包括企业实体和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海
洋工程和造船系。 波兰海事集群用于交换
信息，开展联合活动和实施项目。 它将
通过将科学，商业和行政管理纳入海洋经
济和空间技术领域来履行其任务。 更多信
息：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ontent/powstal-baltycki-klaster-
morski- i -kosmiczny-prof-edmund-
w i t t b r o d t - p o k i e r u j e - k o m i s j a - d s -
kosmiczny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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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
与波兰ARRK Shapers合作
2018-07-31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与波兰ARRK 
Shapers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将联
合开展研究，分析，促进创新和实施工
作，特别是在咨询，研究和科学，设计和
建筑工作领域，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和产
品，以及设计协调和实施联合研究和项
目。 波兰ARRK Shapers是波兰最大、拥
有最现代化车间的公司；公司拥有270多名
员工，员工大部分毕业于比得哥什技术与
生命科学大学（UTP）。他们擅长用于汽
车工业的高批量注塑模具的生产，并且为
丰田，捷豹，梅赛德斯，宝马或保时捷等
制造保险杠，仪表板，门板。

锡隆纳葛拉大学可再生能源中
心在生态战略项目中被提名
2018-07-31
锡隆纳葛拉大学可再生能源中心在2018生
态战略项目中被提名，生态战略项目的特
点是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寻求经济的创新解
决方案。 生态战略项目旨在奖励注重自然
环境的公司和机构。 生态战略项目是一个
全国性的形象计划，面向能源部门和公共
机构中处理环境保护的公司；计划的发起
人是波兰创业机构。提名可再生能源中心
的基础是能源部门研究和开发领域的众多
活动，以及与科学界的积极合作。 颁奖仪
式将于9月24日至25日举行的第六届波兰
企业家大会期间在波兹南国际博览会上举
行。

弗罗茨瓦夫科技园将与伊朗
Pardis科技园合作
2018-08-02
弗罗茨瓦夫科技园将与伊朗的Pardis科
技园合作，合同在Inotex 2018创新和技
术展览会期间签署。德黑兰的智慧城市
展览与伊朗合作伙伴6年来一直在组织博
览会。 Pardis科技园是伊朗最大，最古
老的科技园。 主要在纳米技术，生物技
术，机器人，实验室和IT / ICT领域实施工
作。 波兰投资贸易局办公室负责人Tehran 

Jarosław Kaczyński表示：“签署协议是
与波兰发展Pardis关系的一个积极信号，
合作关系于2017年上半年建立 。当时科技
园开始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通信。” 他
指出，在会谈和会议期间，双方都强调了
公园之间合作的潜力和机会。 波兰与伊朗
之间在制药行业的贸易增幅最大。

格但斯克大学学生将探索西伯
利亚的波兰乡村
2018-08-02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的 学 生 想 要 开 始 对
Wierszyna进行一次研究考察 ，这是位
于西伯利亚独特的波兰村庄。 人类学家
想拯救这座自1911年成立的小镇，这些
小镇的居民由来自小波兰省的自愿定居者
移居，他们为寻求繁荣的生活而移居国
外。 Wierszyna是西伯利亚一个独特的
波兰村庄，位于贝加尔湖以北约200公里
处。 今天，大约有五百名波兰人居住在
这里。一百多年来，他们设法保留了他们
的母语和习俗。 Wierszyna的居民具有
强烈的文化和宗教认同感，他们使用波兰
语交流和写作，并传承他们的父母和祖父
母从遥远的波兰带来的歌曲，故事，童
话。 格但斯克大学的学生打算与当地居
民进行实地研究，采访他们的日常生活，
忧虑和喜悦，恐惧和反思，以及未来的
计划。 更多信息： https://ug.edu.pl/
media/aktualnosci/77622/studencka_
wyprawa_wierszyna_2018

提交初创公司计划参加在柏林
举行的波兰技术之夜
2018-08-07
在8月25日之前，您可以提交创业公司计划
参加柏林的波兰技术之夜，活动将于2018
年9月26日至27日在Silicon Allee校园举
行。 波兰发展基金会通知：“波兰技术
之夜一直吸引波兰的主要创业公司前往柏
林，与德国投资者，商业支持机构以及创
新生态系统和创业社区的代表见面并向他
们展示自己的商业想法。 本次活动是展示
波兰公司潜力并在创新支持领域建立波兰
与德国合作的机会。” 如要参加活动，请
填写下面的表格： https://docs.google.

com/forms/d/e/1FAIpQLSdyr4fgs3A3F
RRSrd9cxdc8LV8EbzAb9rAn5uoRmtE6x
xvlUg/viewform

在切霍维采 - 杰济采将建造卫
星和航天器的子组件
2018-08-07
卫星和太空船的组件将在切霍维采 - 杰济
采建造，Thales Alenia Space空间技术
的全球领导者将与西里西亚航空工业科技
中心合作；Thales Alenia Space属于上西
里西亚企业家和发展机构。 Thales Alenia 
Space宇航公司已经申请了第一个订单结
构板，为卫星平台Spacebus NEO执行。 
同时，将与Thales Alenia Space向中心转
移复合技术；两家公司还将共同实施欧洲
航天局委托的研发项目。 SpaceBus NEO
平台是一颗大型对地静止通信卫星，质量
为4至6吨；根据Thales Alenia Space的
信息，第一个在波兰制造部件的设施将于
2019年下半年进入轨道。

Dardziński：没有研究人员的
成就，波兰的经济就没有发展
2018-08-08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
在接受“Puls Biznesu”日报的采访时强
调道：“加强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合作
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没有研究人员的成就波兰的经济就没有发
展。” 为了加强研究人员和企业家之间的
合作，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已经为TOP100
创新者经济竞赛拨出1500万兹罗提资金；
通过发展计划，波兰公司将获得管理研
究的经验。申请将持续至2020年10月31
日，或者直到计划的资金用完为止。 更
多信息： https://www.nauka.gov.pl/
komunikaty/uruchomienie-programu-
top100-innowatorzy-gospodark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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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将与格但斯克港
口合作
2018-08-13
格但斯克大学发言人Beata Czechowska-
Derkacz博士宣布道：“我们双方将在学
生实习，研究和开发项目以及培训和会
议，以及知识转移和研究成果的商业化等
方面进行合作。” 合作协议将对优秀学生
以及在大学的学术和教学人员的专业知识
和经验领域进行培训。 合作领域还包括研
究和开发项目以及与海洋经济相关的科学
研究支持并且组织联合科学会议和专题讨
论会。 该合作协议是大学与公立机构，企
业和组织合作的另一项举措，其中大学将
提供其科学研究和组织潜力。

卡托维兹InterNanoPoland会
议
2018-08-21
2018年9月12日至13日将在卡托维兹举行
波兰最大的研究纳米技术的科学和商业会
议：InterNanoPoland 2018。 与会者是
来自商业环境的科学家，企业家和机构的
国际论坛，塑造了国家和全球纳米技术的
未来。 会议组织方是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
NANONET基金会和西里西亚纳米集群，
由企业家，科学机构，公共管理和商业支
持组织构成，以提高纳米技术在塑造西里
西亚和波兰创新经济中的重要性。 会议
提供了展示研发项目的可能性，以及在媒
体和受邀嘉宾面前展示自己的成就和分
享工作成果。 Nano Startup Challenge
是波兰唯一一家专门致力于纳米技术的
创业竞赛。   更多信息： https://www.
us.edu.pl/konferencja-pt-inter-nano-
poland-2018

Pekao S.A银行是考明斯基大
学大数据分析项目的合作伙伴
2018-08-28
Pekao S.A.银行是中欧和东欧最大的金融
机构之一，成为华沙考明斯基大学大数据
分析项目的合作伙伴。 大数据分析是金融
与会计硕士课程的专业，其目的是为毕业
生提供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因此，考明

斯基大学的学生将有机会参与银行的商业
项目，并获得独特的专业指导。 Pekao 
S.A. 银行还将提供讲师，让学生熟悉在金
融机构中运作的现代技术。 根据Pekao 
S.A.银行 考明斯基大学签署的合作协议，
考明斯基大学大数据分析的学生将有机会
在该银行实习。

IUSER计划支持波兰电力行业
2018-08-31
作为IUSER部门计划的一部分，国家研究
与发展中心将共同资助波兰电力部门的创
新。 IUSER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智能设
备和系统生产者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以产
生能源以及管理系统和分布式能源元素。 
项目包括：减少能源消耗的学习系统，智
能风电场管理系统，小型水电站和太阳能
农场的水轮机。 来自波兰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的Bartosz Konopacki在接受波兰电
台的访问时表示：“根据欧盟法规，波兰
将实施不依赖煤炭的新能源生产技术。 今
年，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在电力工程领域
的研发项目方面头入了 2700万兹罗提”。

波兹南科学园支持促进和实施
循环经济
2018-08-31
波兹南科学园与科学合作伙伴AM Trans 
Progres公司将共同实施国际CIRCE2020
项目，项目试图促进和试行解决方案，以
便在欧洲地区创造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
过程是关于二手产品的再利用或加工 - 用
于其他产品或用于能源。 由于这个原因，
科学园将获得一个可再生和自我修复的系
统。 循环经济意味着什么都不浪费。 在
设计和生产过程中，它考虑了原材料的最
有效利用，能耗最低，并且回收或回收过
程中产生的任何废物。 CIRCE2020是由5
个欧洲国家：奥地利、克罗地亚、波兰、
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作为INTERREG计划的
一部分实施的项目。 项目从2017年7月至
2020年6月，总预算为230万欧元。

西里西亚大学“商业宪法 - 新
经验”会议
2018-11-21
西里西亚大学竞争法律和法规科学圈IUS 
PUBLICUM与波兰经济学会，经济法研究
所和波兰竞争法基金会IUS PUBLICUM共同
邀请大家参加全国科学会议“商业宪法- 新
体验”。 会议将分析开展经济活动领域的
新规定的机会，即商业宪法；其创作者认
为应该给企业家带来积极的回应。商业宪
法应在实质上使创业更容易并改变公共行
政机构对企业家的态度。 会议将于11月27
日在卡托维兹的西里西亚大学法律和行政
学院举行。地址：Bankowa街道11B。 更
多信息： http://konferencja.iptg.pl/

第十五届 “波兰和德国跨境电
力行业 - 明天的能源世界”会议
2018-11-21
锡隆纳葛拉大学、卢布林能源开发协会、
电 力 工 业 和 环 境 保 护 协 会 、 勃 兰 登 堡
州、E.DIS AG和东勃兰登堡商会共同邀请
各位参加于11月29日和30日举行的第15
届“波兰和德国的跨境电力行业- 明天的能
源世界”会议。 会议第一天的主题是：勃
兰登堡州目前的能源回收挑战以及欧盟的
能源和气候政策，以及地区面临的挑战。 
第二天降举行关于“电力工程的突破性创
新，包括冷生产”“波兰高效热电联产的
新支持机制”和“分布式热电配电- Bad 
Belzig，作为电力和热岛”的讲座。 更多
信息： http://www.pnke.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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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经济峰会
2018-11-22
来自20多个国家的行政，科学，商业和
艺术代表参加了在克拉科夫举行的第三届
经济峰会上。 与会者讨论了与经济和价
值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问题。副总
理Jarosław Gowin在大会开幕致辞中说
道：“市场经济只能在价值生态系统内发
展，才能引导我们的所有行动。开放市场
和价值观之间的这种协同作用也受到开放
眼睛经济峰会的指导。“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指出：“环境保护是应该受到特别
保护的价值观的一个例子，关键在于共同
利益的陈述。至于非自由市场的责任，它
必须承认优越价值的至高无上。“

技术转让程序创新：科学 - 产
业” 项目
2018-11-23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波兰科学院、琴
斯托霍瓦理工大学和华沙理工大学作为由
科学部资助的对话计划的一部分将开展“
技术转让程序创新：科学- 工业”项目。 
来自AGH科技大学的Zbigniew Kąkol教授
在接受“波兰日报”的采访时表示：“有
必要改造现代大学的观点，在除了教育和
研究之外，我们应当追求第三个目标：实
践中使用技术诀窍，科学与商业之间的合
作成为创新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Zbigniew Kąkol教授补充道：“科学行业
期望知识转移。我们并不指望科学家想出
办法来开一家工厂。这些活动的发起者必
须是行业内的专业人士。”

格但斯克大学与STARTER企业
孵化器签署合作协议
2018-11-29
格但斯克大学与STARTER企业孵化器签署
了合作协议，两个机构将在许多层面开展
长期合作。 STARTER企业孵化器组织来自
商界的专家、教育行业的代表、初创企业
以及港口和物流行业的代表进行会议。其
负责人Jerzy Piotr Gwizdała表示：“签订
合同是我们大学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学生们将能够参与许多有趣的项目，获得

经验和实践技能，而教授们将获得新的发
展机会”。 合作协议规定联合组织科学会
议，专题讨论会，以及各种形式的知识转
让和相互启发，以实施研究相关的研究，
技术转让和研究成果的商业化。

波兰年度企业家奖
2018-12-05
波 兰 科 学 基 金 会 通 知 道 ： “ H O M I N G 
PLUS计划的获奖者、XTPL纳米技术公司
的创始人兼总裁Filip Granek博士在安永
会计师事务所组织的第16届比赛中获得
了年度企业家奖。” Filip Granek博士
是世界上现代太阳能电池制造技术和纳
米材料技术领域的最佳专家之一。比赛
评委授予他“2018年度企业家”称号，
以“致力于突破性技术，让世界变得更
好”。 Filip Granek博士将代表波兰参
加 2 0 1 9 年 E Y 世 界 企 业 家 竞 赛 的 国 际 决
赛，竞赛于明年6月在摩纳哥举行。 更
多信息： https://przedsiebiorcaroku.
pl/news/filip-granek-prezes-xtpl-s-a-
zostal-przedsiebiorca-roku-2018/

金融时报” 欧洲商学院排名
2018-12-05
每日“金融时报”刊登了欧洲商学院的排
名，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在商学院排名第
71位。 排名包括伦敦商学院，巴黎HEC
商学院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最好的学生
主要是在专业的硕士学位和全日制MBA
学习。 根据最新的“金融时报”报道，
中欧和东欧的大学正在赶超西欧的大学，
尽管他们在最好的商学院中的代表性仍然
很小。俄罗斯，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斯
洛文尼亚只有一所这样的大学，波兰有两
所。 更多信息： http://rankings.ft.com/
businessschoolrankings/european-
business-school-rankings-2018  

红衣主教大学的商业合作
2018-12-07
华沙红衣主教StefanWyszyński大学在“创
新的方向”项目落成典礼期间开启了与企
业家合作的生态系统。 华沙红衣主教大学
校长Stanisław Dziekoński说道：“我们提

出了我们大学的一个新项目，该项目专注
于创新和新技术。在开发项目中，我们计
划建设第三个校区：多学科研究中心。围
绕数字科学中心的项目是大学蓬勃发展的
结果。“ 根据大学提供的信息，“创新的
方向”是一个科学世界和商业世界的实践
会议。科学家和企业家都将在多学科研究
中心会见并实施共同的想法。第一批科学
家和企业家将于2020年7月开始与红衣主
教大学第三校区开展合作。

波兹南经济大学研究人员在资
本市场大会上获奖
2018-12-14
波兹南经济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第七届资
本市场大会期间在科学论文竞赛中获得
了第一名。比赛评委会还为波兹南大学
的研究人员颁发了两项荣誉。 获奖论
文“利用市场宽度来预测国内和行业股
票指数的回报率”的作者是来自迪拜大
学的Andreas Karathanasopoulos教
授和来自波兹南经济大学Przemysław 
Grobelny博士，Mateusz Mikutowski
博士和Adam Zaremba博士。 Paweł 
Śliwiński教授与Maciej Łobza教授的
文 章 “ 社 会 责 任 投 资 可 以 在 经 济 上 合
理”获得了荣誉奖；Paweł Śliwiński教
授与Piotr Zygmanowski博士的“衡量
NewConnect焦点部门合格公司的发展水
平的指标”文章也获得了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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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Janusz 
Janeczek教授获得波兰经济
荣誉明珠奖
2018-12-14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的Janusz Janeczek教
授在华沙皇家城堡举行的庆祝活动中获得
了波兰经济明珠奖。 Janusz Janeczek教
授是西里西亚大学地球化学，矿物学和岩
相学系主任。他是一名地质学家，是放射
性废物处理，大气尘埃矿化和伟晶岩地质
方面的专家，也是核安全和放射防护委员
会主席和国家科学中心理事会主席。 波兰
经济荣誉明珠奖授予在经济，科学，文化
和传播爱国和社会价值观领域公认的权威
人士和机构。该活动由英语经济月刊“波
兰市场”组织。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实施国际项目RUBIZMO
2018-12-19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与来自10
个欧洲国家的15个合作伙伴共同实施了
RUBIZMO农村发展项目。 项目参与者承
诺识别和选择50个成功的业务案例和20个
新的业务模型，以分析复制条件和开发工
具：虚拟业务案例库; 关于为实施创新商
业模式创造有利条件的指导; 一套用于在
农村地区建立集群和发展网络的工具以及
支持转型的工具。 项目旨在通过激励和实
施基于价值链生物学，环境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理念的创新商业模式，为在多样化的
农村地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做出贡
献。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
edu.pl/aktualnosci/48758/rubizmo_
nowoczesna_gospodarka_wiejska.
html  

中国就法律和经济方面合作会议
2018-12-19
中国文化和法律学院科学圈邀请各位于2
月15日参加在西里西亚大学法律和行政
学院举办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的法
律和经济方面”会议。 这是西里西亚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关于法律和商业问
题的会议。活动的目标是引起中国学术

界的兴趣。会议面向学生和学者，也面
向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商业代表。 参与
会议不需要注册，发送摘要的截止日期
是2019年1月7日。 更多信息： https://
konferencjachiny.wixsite.com/info

克拉科夫大学联盟将开发福利
农场模型
2018-12-19
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布尔维努夫农业咨询
中心、雅盖隆大学、克拉科夫农业大学联
盟与国家研究发展中心签署了一项合同，
将GROWID“农村发展中的福利农场应
对人口挑战”项目。 项目将作为科学研
究 和 发 展 工 作 战 略 计 划 的 一 部 分 实 施 “
波兰在全球化市场条件下的社会和经济发
展”GOSPOSTRATEG。 项目主要目标是开
发福利农场模型，并以护理农场发展战略的
形式制定实施系统。将有助于消除对波兰至
关重要的发展障碍：城市和农村地区在获得
社会服务方面的不平等，地方一级公共服务
协调不足以及社会资本质量低下。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启动证券交
易学院
2018-12-20
在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组织管理学院将与华
沙证券交易所基金会将于1月合作启动课
程。合作课程目的旨在证券交易和其他金
融工具领域进行普及教育。 在课程期间，
学生们将能够了解华沙证券交易所基金会
如何运作，如何评估有效性和投资风险，
选择何种工具以及如何创建投资组合，如
何进行技术和基础分析以及经济环境如何
影响金融市场。 课程分为两部分：“投资
股票交易所的基础”和“中间交易所”。
课程以周末模式进行。参与者将收到华沙
证券交易所基金会编写的专业信息材料以
及课程结业证书。

波兰大部分公司总裁通常毕业
于华沙中央商学院
2018-12-24
共和国报分析了波兰最大公司的570位总统
的简介。根据信息显示，他们大多数都毕

业与华沙中央商学院。 排名第二的是华沙
理工大学，第三名是克拉科夫AGH科技大
学。 共和国报强调道：“波兰五分之一的
大公司总裁毕业于这三所学校。” 以下是
排名前十的排名： 1.华沙中央商学院 2.华
沙理工大学 3.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 4.华
沙大学 5.格利维采西里西亚理工大学 6.弗
罗茨瓦夫理工大学 7.波兹南经济大学 8.克
拉科夫经济大学 9.卡托维兹经济大学 10.罗
兹科技大学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AIR 2019冬
季会议
2019-01-04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经济学系和劳动力市场
分析与预测系邀请各位参加第11届国际科
学大会“国际关系分析2019.区域发展模
式与方法冬季会议”。 在会议中将谈及以
下： 对欧亚地区国际经济关系的分析; 资
本市场产品的价格风险和区域发展中投资
资本的分配; 保险市场的风险建模和分析; 
区域发展中的新能源技术; 预测区域发展的
模型和方法以及区域发展的理论考虑。 会
议将在波兰科学院卡托维兹分会法律和经
济科学委员会的赞助下举行。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2019现代管
理会议
2019-01-07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系人力资
源开发学生科学圈邀请各位于1月15日参
加2019现代管理会议。活动旨在通过参加
由专家和商业从业者举办的讲座和研讨会
来培养学生的能力和技能。 会议提供了一
个发展现代能力和技能以及学术环境与商
业环境相结合的绝佳机会- 学生将有机会
参与，咨询他们的想法或参与由商业伙伴
特别是学术界准备的招聘流程。 活动将使
学生和企业家受益，他们希望受过良好教
育，年轻且有抱负的人在他们的团队中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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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法已送
达至众议院
2019-01-08
关于Łukasiewicz研究网络的新法律草案
已送交至众议院审核，提案在去年已提交
至众议院但并没有通过立法程序。 项目假
定将在波兰科学领域建立一个研究机构网
络，网络将由一个中央单位负责。据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所强调，Łukasiewicz中心将
成为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协调者。中心还将
制定“向外部实体提供专业工具的程序”
，包括企业，这将允许在科学和商业之间
架起一座桥梁。关键是要让发现和科学工
作转化为经济上的成功。 Łukasiewicz研
究网络在运营的第一年将耗资2500万兹罗
提，未来10年每年将达到1750万兹罗提。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研究
人员参加莫扎特项目
2019-01-09
来 自 弗 罗 茨 瓦 夫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的
Agnieszka Noszczyk-Nowak教授和
Michał Dzięcioł教授将与弗罗茨瓦夫公
司一起在莫扎特城市项目中开展项目。 
Agnieszka Noszczyk-Nowak教授与兽医
诊所Neovet将合作开发和实施接受化疗的
犬和猫的心脏检查计划。 Michał Dzięcioł
教授与Inter Technologie公司将就使用
化学和化学信息挥发性物质调节人类行为
的可能性进行联合研究。 支持高等教育
和科学合作的市政计划和商业活动部门“
莫扎特”连接弗罗茨瓦夫的科学家和公
司。公司有机会从研究人员的智力潜力中
受益，并利用他的专业知识来发展公司，
科学家有机会在商业环境中工作并在实践
中运用知识。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48837/
mozart_wspolpraca_naukowcow_z_
wroclawskimi_irmami.html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学生参加全
球管理挑战赛第二阶段
2019-01-09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团队进入了世
界上最大的商业模拟管理挑战2018/2019

（GMC）竞赛的第二阶段。 在商业模拟
管理挑战竞赛中，团队由三至五人组成
并经营在虚拟市场上竞争的公司。在模拟
的第一阶段，共有155个团队参加，为期
五周，他们为公司的最高投资成果而奋
斗。60个团队将有资格进入下一阶段 在高
级培训计划中，竞赛使用游戏化，使用商
业中的计算机游戏机制。模拟使人们有机
会担任董事会的角色，并为虚拟市场的下
一季度开展公司业务。 商业模拟管理挑战
竞赛是波兰唯一一个与管理领域公司员工
竞争的竞赛。自1980年以全国在线竞赛的
形式组织起来，比赛已经吸引了全世界50
多万参与者。

信息技术锦标赛中心
2019-01-10
由波兰数字中心资助的项目IT锦标赛中心
正在启动，将为超过12000名学生创建IT课
程, 特别是有天赋的小学和中学学生。 作
为信息科学中心的一部分，将有1500名教
师在IT界的活动中创建课程并实施。信息技
术锦标赛中心将帮助经济发展并促进创新
的经济解决方案。 项目旨在建立一个识别
IT人才的永久系统。这将通过广泛而先进的
计划来提供，以提高人们进行课程的知识
和能力。项目得到了罗兹技术大学（项目
的主要合作伙伴），弗罗茨瓦夫，格但斯
克和华沙以及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支
持。

罗兹大学Henryka Bochniarz
博士讨论2019经济挑战
2019-01-15
2019年1月17日罗兹大学经济与社会学系
Henryka Bochniarz博士将进行题为“新
的全球秩序还是新的全球秩序？”的公开
讲座。 Henryka Bochniarz博士将在讲座
期间讨论以下问题： 2019年有哪些挑战
等待我们？ 经过多年的经济增长，2019
年世界正在等待放缓。这将如何影响欧盟
和波兰的经济状况？ 在欧洲经济面前出现
了一个战略问题：如何在新的全球经济秩
序中找到一席之地？ 欧洲的相对经济稳定
和和平不足以使欧盟在全球混乱中获得稳
固的地位。 Henryka Bochniarz是经济学

博士。她是Confederation Lewiatan的
创始人和总裁，以及欧盟最大的雇主组织
BUSINESSEUROPE的副总裁。

下西里西亚网络安全集群
2019-01-18
下西里西亚网络安全小组在第一次会议期
间，成立了集群理事会并且确定了2019年
最重要的行动方向。 集群成员的主要合作
领域是：网络防御：机构，业务系统和工
业控制中最重要的IT资源的保护和安全; 管
理，法律和审计：管理风险分析的安全团
队和技术，并对最重要的IT系统进行技术
审计。 主题活动是取证，从数字系统中获
取和分析证据，以便找到痕迹并获得与信
息和信息系统安全相关的证据; 电磁安全; 
应用程序安全性和渗透测试，识别和评估
潜在攻击。 更多信息： http://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dolnoslaski-
k l a s t e r - c y b e r b e z p i e c z e n s t w a -
zainaugurowal-dzialalnosc-11079.html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与下西里
西亚省成为战略伙伴
2019-01-21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与下西里西亚省政府
签署了战略协议。 文件由弗罗茨瓦夫科
技大学校长Cezary Madryas教授与和下
西里西亚省省长Cezary Przybylski共同签
署。合作将在以下领域展开：自治- 科学- 
创新- 商业。 合作将为下西里西亚省和大
学的可持续发展开展联合活动，通过转让
知识和提高地方政府雇员以及地方和区域
领导人的技能，支持地方政府的发展，并
启动下西里西亚发展的联合会议。 下西里
西亚省省长Cezary Przybylski说道：“我
们在财富方面是仅次于马佐夫舍省的第二
大省。如果不与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大学
合作，我们将无法取得这样的成功。“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wspieramy-nauke- i -
biznes-na-dolnym-slasku-110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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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将实施“
未来经济网络安全”项目
2019-01-21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获得了由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拨发的近2200万兹罗提用于试
试“未来经济网络安全”项目。下西里西
亚安全小组将参与其实施。 项目旨在提高
网络安全领域的教育质量，不仅包括学生
还包括研究和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计划
是推出新的和现代化的现有教育计划，以
及购买工具和软件。 电子部门电信和电信
信息部主任Tadeusz Więckowski教授说
道：“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半年实习也是
至关重要的。作为一所大学，我们有财务
资源来实施它们，我们现在必须找到可以
获得知识的公司。在这方面，我们依靠与
集群成员的合作。”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与
Sonalake公司签署合同
2019-01-22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将与爱尔兰公司
Sonalake合作。合作协议由副校长Marek 
Nawrock i，和Sonalake董事会成员
Sławomir Dębczyński共同签署，合作
将在信息化和与社会经济环境方面展开。 
Sławomir Dębczyński说道：“密茨凯维
奇大学是本地区最大的学术单位，由于就
业的动态增长和寻找IT专家的问题。由于
我们不能聘请具有丰富经验的训练有素的
员工，我们决定投资刚刚进入市场的年轻
人。我们的计划是向他们展示我们能够做
什么以及该如何做并以实用的方式转让技
术知识。” Sonalake是一家波兰- 爱尔兰
公司，为电信和软件开发服务提供先进的IT
系统。

罗兹科技学院与Apator集团合作
2019-01-22
罗兹科技大学和Apato集团签署了合作协
议，合作主要在以下领域展开：学生联合
教育、有效毕业生准备以适应不断变化的
市场的要求、相互交流知识，实施实施理
念和联合研发项目。 罗兹科技大学校长
Sławomir Wiak强调到：“合作协议的签

署是罗兹科技大学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主
要是大学与经济环境的合作。这是根据新
的“高等教育法案”评估大学活动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该法案转化为具体的财
政补贴。“ Apator集团由16个国内和国
外实体组成。Apator集团在市场上实施技
术先进的智能级产品和服务，以及用于能
源媒体分发网络的主动管理的系统。

比亚韦斯托克学院实施创新+
项目
2019-01-22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比亚韦斯托克医
科大学与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总结了共同在
支持研究转移和科学工作成果到工业方面
的共同成就。 在过去的两年，三所大学一
直在实施创新+项目。项目资助了26项实
施工作、创建了4家公司并提交了14项专利
申请。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创新与技术
研究所（IIiT PB）是创新孵化器+项目的领
导者。董事会主席Tomasz Stypułkowski
表明：“科学项目商业化是将其推向市场
状态的过程，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最重要
的是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也证明了
它对整个商业和科学方面都有意义。”。

SENER集团将与华沙理工大学
合作
2019-01-23
华沙理工大学与SENER集团签署了合作协
议，协议是波兰太空战略实施的一部分。
合作假设提高了空间部门专家和联合科学
研究工作的能力。 SENER Polska首席执行
官Sergio Reguero说道：“SENER集团在
航天工业拥有超过50年的经验。我们的太
空工程师设计了超过275台设备。我们很高
兴能够与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分享我们的
知识，并促进年轻人在这个独特行业的职
业生涯。“ 华沙理工大学与SENER之间达
成的合同假设包括对课程和研究的咨询，
以便开始在航天领域工作做好最佳准备。
双方还将共同开展科学研究活动。

比得哥什科学家将设计滑雪跳台
2019-01-23
比 得 哥 什 技 术 与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与
Archigeum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根
据合作协议，比得哥什科学家们将加入
在扎科帕内建造一个滑雪跳台的项目。 
Archigeum建筑设计研讨会上诞生了建造
滑雪跳台的想法，项目已经获得了瑞士国
际滑雪联合会FIS的赞赏。 比得哥什大学的
科学家团队在Dariusz Skibicki教授的指导
下工作，他们那在计算机方法系中执行使
用有限元方法的结构强度计算并将模拟风
雪载荷。

科兹明斯基大学科学会议：寻
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2019-01-23
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波兰科学院经济
科学委员会与波兰经济学会将于2019年1
月28日至29日组织科学会议“寻求经济
和政治更美好的世界”。 活动的第一天
将重点讨论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战略，全球
化的未来命运，财政和货币政策，现代经
济学的方法论和中国的发展模式。主讲
座将由2008年至2012年世界银行副行长
Justin Yifu Lin教授进行。 活动第二天为
波兰主要经济学家之间的讨论，Elżbieta 
Mączyńska教授将出席会议。她是由
PWN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和政治
学，围绕Grzegorz W. Kolodko的经济理
论”一书的共同作者。 辩论的目的是解决
当代经济和政治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欧盟
的状况和演变以及波兰经济面临的机遇和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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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银行与瓦尔米亚 - 马祖里
大学进行合作
2019-01-24
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经济科学
学院与花旗银行合作开展了双学位研究。
申请将持续至2019年2月1日。 奥尔什丁
大学与花旗银行的合作不仅仅在双学位研
究方面。多年来花旗银行与经济科学学院
一直在进行“银行学院”研究生学习和许
多联合研讨会。 目前，奥尔什丁大学在三
个学院进行双学位研究：食品科学学院与
Obram公司，以及经济科学和技术科学学
院与米其林集团。

Gowin：年轻有才华的科学家
是波兰的宝藏
2019-01-24
在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组织的第9届领导
者竞赛中，51名年轻科学家获得了近6000
万兹罗提的资助金。副总理Jaros ław 
Gowin为来自波兰各地的获奖者颁发了奖
项。 在领导者计划中，资金被授予年轻科
学家创建和运营自己的研究团队。 副总理
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
在仪式上表示：“我们正在目睹技术和
世代的突破性变革。”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补充道：“这是因为这些雄心勃勃
的研究人员我们的科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发展，克服技术障碍和文明进步。年轻有
才华的科学家是波兰的宝藏。渴望进行研
究的科学领导者是波兰科学的未来。我们
支持波兰的发展，为了经济和我们所有人
的利益。”

波兰创业公司希望与企业合作
2019-01-28
根据创业波兰基金会的研究，超过80％
波兰创业公司希望与企业合作。 来自
Campus of New的技术波兰全球塑造者
副秘书Katarzyna Wszoła在接受门户网
站mamstartup.pl的采访时说道：“企
业与创业公司的合作使公司能够获得实现
业务目标所必需的创新或找到技术问题的
解决方案。在波兰已经启动了政府加速计
划例如ScaleUp ；企业加速器例如raum 

T-Mobile或Orange Fab中心。这极大地
影响了这种合作的发展。” 根据创业波兰
基金会的报告提供的信息，基金会描述了
2018年的波兰市场，高达24％的创业公司
从波兰创业加速器获得融资。这个数字是
2017年的两倍。 更多信息： https://drive.
google.com/fi le/d/1GmTusH8f07-
XsRanb_zdMxRiTqIAvPGJ/view

华沙理工大学在节能经济方面
的新解决方案
2019-01-28
华 沙 理 工 大 学 与 皮 亚 斯 特 市 及 T e r a z 
Energia公司签订了一项旨在开发和商业化
技术解决方案，以支持建设节能环保型经
济的三方合作协议。 合作方将共同实施能
效，分散式RES（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
等领域的项目。将使用该协议签署方的知
识，技术和资本潜力。大学将邀请科学家
和学生共同创造准备商业化的创新技术。 
Teraz Energia公司是华沙理工大学创新孵
化器的一部分，致力于智能能源网络，物
联网和虚拟发电厂领域的技术开发。

科学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讨
论Łukasiewicz研究网络
2019-01-29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
在接受法律日报的采访时表示：“我们希
望Łukasiewicz网络研究所专注于未分配给
大学的任务。为了向企业家提供知识和技
术，而不是只做教学和授予学位。” 副部
长强调道，这并不意味着Łukasiewicz不会
有博士生，也不会说那里没有学术生涯。
网络可以与波兰科学院的大学或研究所合
作。 网络的主要任务是独立实施对国家经
济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项目，支持研
究和开发工作成果的商业化，并协调以网
络为中心的研究所实施此类项目。

Piotr Dominiak教授获得格但
斯克市科学奖
2019-01-31
格但斯克技术大学副校长Piotr Dominiak
教授获得了格但斯克Jan Heweliusz人

文和社会科学奖。 奖项委员会对Piotr 
Dominiak教授的杰出科学成就表示赞赏。 
Piotr Dominiak教授在中小企业部门的经
济领域和活动中创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经
济研究中心。 Jerzy Błażejowski教授在
颁奖典礼上说道：“Piotr Dominiak教授
通过实现在国际范围内的科学研究，人才
培养和科学研究和知识经济的传播有价值
的，受人尊敬的，显著贡献在格但斯克的
重要性和威信建立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
中心的增加。”

什切青工业4.0会议
2019-01-31
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理工大学区域创新与
技术转移中心邀请各位于2月12日参加在
什切青举办的第一届工业4.0中小型企业会
议。 会议面向制造业，物流业及相关行业
中小企业的所有者，经理和管理人员。其
目的是让企业家熟悉在公司数字化，IT，
机器人和自动化领域引入解决方案的可能
性，进入工业4.0时代 活动计划包括来自
波兰和德国的管理人员的演讲以及专家讨
论小组。会议是可以与已经在公司中实施
技术4.0的潜在合作伙伴交流经验的非常好
的机会。

联盟进展3竞赛
2019-02-05
联盟进展3包括来自波兰，捷克共和国和
斯洛伐克的大学。联盟组织了第七届大学
最佳博士论文竞赛。 竞赛的主题类别是：
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原料，能源和
环境保护、卫生保健中的健康和应用、信
息技术与电气工程与机械工业的竞争力。 
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答辩的博士论文
可以参加第七届比赛。在特殊情况下可以
提交2017年12月的答辩博士论文。 联盟进
展3的成立是为了促进捷克摩拉维亚 - 西里
西亚和日利纳、斯洛伐克特伦钦地区和班
斯卡 - 比斯特里察地区以及波兰西里西亚
和奥波莱地区各大大学之间的联系。

Photo by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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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大学将研究太阳能转化燃料
2019-02-06
SUNRISE联盟包括华沙大学、莱顿大学、
乌普萨拉大学、法国替代能源和原子能委
员会、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欧洲能源
研究协会和西门子公司组成。联盟已获得
欧盟委员会关于太阳能利用项目的资助。 
研究旨在将太阳能转化为燃料和其他高价
值化学产品。 研究人员打算成为基于化
石原料的能源替代品。 项目由“地平线
2020”计划资助。 科学联盟在未来和新兴
技术协调和支持行动竞赛中获得了100万欧
元的赞助资金。

波兰加入了欧盟委员会太空机
器人集群
2019-02-07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a访问凯尔采凯尔采科技大学期间
宣布了波兰加入PERASPER欧洲航天产业
集群。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a说：“
波兰在机器人领域越来越强大。 我们对航
天工业人员的需求也在增加，这与波兰公
司和机构多年来不断增长的潜力以及他们
参与越来越多的任务和太空项目有关。” 
PERASPERA集群的任务是为欧洲机器人技
术的发展制定路线图并支持欧洲委员会在
Horizon 2020计划下组织Horizon Europe
机器人领域解决方案的招标。

为卢布林科技大学三星孵化器
实验室
2019-02-11
2019年2月6日卢布林科技大学电气工程
与计算机科学学院三星孵化器实验室正
式开放。 企业家和技术部长Jadwiga 
Emilewicz参加了成立仪式。 总部位于卢
布林的三星孵化器将专注于网络安全和物
联网项目。已经拥有商业概念或产品原型
的个人或团队可以申请孵化器。 他们将获
得工作空间，电子设备，实质性和技术援
助，财政支持，培训和讲习班。 已申请参
加计划并顺利通过的企业家可以使用三星
配备的实验室。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与
Komputronik Biznes合作
2019-02-15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下属的专门从事研究
成果商业化和支持初创企业建立业务关
系Excento有限责任公司开始与IT解决方
案集成商Komputronik Biznes合作。 作
为e-Pionier项目的一部分，合作伙伴将
选择并帮助解决一些社会经济问题，这
将导致从IT行业相关领域创建初创企业。 
Komputronik Biznes的任务是提供意见，
并选择最有趣的团队解决安全和医学，信
息和通信技术，数字通信，图像处理和使
用神经网络，云解决方案和物联网处理等
领域的问题。 公司提供选定的支持团队，
从项目创建到实施，商业化和基于MVP的
产品实施。

波兰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PGNiG）邀请各位与来自世
界各地的创业公司合作
2019-02-22
波兰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PGNiG）
与波兰创业中心基金会共同启动了一个项
目，基金会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公
司。 波兰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为创新者
提供财务帮助，他们期望创新的解决方案
能够帮助其改善运营。 企业家技术部长
Jadwiga Emilewicz将出席活动。 波兰
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PGNiG董事长Piotr 
Woźniak表示：“我们为初创公司提供合
格人员的访问权限，这将是一个创新的合
作平台，PGNiG是一家全球性公司，需要
创新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们转向国外创
业公司的原因。 我们为最佳创业公司提供
50000欧元的奖励。 我们期望解决方案能
为我们带来利润。 同时我们也希望主要在
采矿业方面实施创新。”

EDUAL会议：针对工业4.0需
求的双重研究
2019-02-26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和卡托维兹经济特区邀
请各位于3月4日参加第三届EDUAL会议：

针对工业4.0需求的双重研。副总理兼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确认将
参加在格利维采西里西亚理工大学教育和
会议中心举办的活动。 第一届会议专门讨
论了双重教育的概念，并对当时存在的几
种模式进行了比较。第二届会议由所有波
兰技术大学的校长参加，在会议期间宣布
了波兰建立第一个西里西亚工业能力中心
4.0。 今年会议是在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首
次宣布的一项致力于双重教育的大型计划
实施之初举行的。活动与工程工作和创业
博览会相结合，将是交流双重教育经验和
想法的大好机会。

弗罗茨瓦夫科技园启动促进波兰
公司和科学家合作的门户网站
2019-02-27
弗 罗 茨 瓦 夫 科 技 园 已 经 启 动 了 b i g -
science.pl门户网站,门户网站将促进波兰
公司和科学家的合作。 大科学机构是与大
科学项目相关的国际组织或研究中心的定
义。他们负责进行大规模的实验和研究，
并将基础设施扩展到必要的基础设施。他
们的活动成果是创新，改变了科学和工业
的面貌，从而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人
类的未来 大科学结合了许多机构，行业和
科学领域的潜力。由于商业和科学环境的
合作伙伴合作，该行业的发展是由数百万
预算分配用于发展创新的高科技经济的项
目推动的。  

Photo by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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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与
Rawlplug SA公司合作
2019-03-01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与Rawlplug S.A.公
司签署了合作协议。Rawlplug SA公司是
在紧固技术，设计，生产和分销领域开发
创新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 合作将针对
教育计划，创新和实际执行的论文，研究
和开发，创新和技术转移，巩固和加强学
术界和企业界之间的关系的发展，特别
是下西里西亚省。 Rawlplug S.A.公司是
Rawlplug Capital Group的主公司，拥有
近一个世纪的传统，在紧固行业享有无可
争议的声誉。字符由口号信托创新表示，
这意味着最好的技术解决方案，通过多年
的员工的经验和知识支持的搜索。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
学工程师
2019-03-05
华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环境与生
物经济生物技术系研究小组Jastrzębska 
Spółka Węglowa创建了一个与工业合作
战略的项目。 项目名称为“JSW S.A.水和
废水分析研究“ ，在欧盟有效指令方面，
新“水法法”的规定是根据华沙红衣主教
大学校长和JSW管理委员会达成的协议签
署的。 研究服务的实施包括在适应新“
水法”的要求和欧盟指令的规定方面，发
展“Knurów-Szczygłowice”矿的水和污
水管理的正式和法律地位。

工业发展局将实施欧洲航天局
的企业孵化中心
2019-03-06
工业发展局签订了欧洲航天局欧空局企业
孵化中心ESA BIC的创业孵化中心的实施协
议。 工业发展局成为项目负责人并且加入
了三个地区联盟。 ESA BIC协调和欧洲航
天局的企业孵化中心网络并且共同出资。
其目的是支持正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的创
业孵化器的创作，其中的操作与使用空间
技术相关的。 由工业发展局领导的联盟
还包括三个机构：格但斯克区域联盟领导
者：Blue Dot Solutions 有限责任公司、华

沙地区联盟领导者：克拉科夫基金会企业
技术、热舒夫地区联盟领导者：罗兹、弗
罗茨瓦夫和喀尔巴阡山。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Łukasiewicz研究网
络将推动创新
2019-03-08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 o w i n 在 接 受 P u l s H R . P L 采 访 时 表
示：“Łukasiewicz研究网络的建立将使研
究机构相互竞争变得毫无意义并促进大家
进行合作”。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强
调建立这样一个研究机构网络将为波兰经
济的发展提供真正的科学基础，并赋予其
更具创新性。在他看来，波兰在传统行业
方面表现强劲，但是当涉及到创新的突破
性产品时，我们会做得更糟。 波兰有111
个研究所，Łukasiewicz的网络包含有37
个研究网络。 Jarosław Gowin表示：“
我们没有承诺合并所有机构。事实上，他
们受十六个不同部委的约束，大多数部委
认为他们希望继续受那些将履行行业职能
的机构的控制。我们尊重这些决定。”

华沙初创游戏大会
2019-03-12
华沙谷歌校区总部由波兰企业发展局、企
业家和技术部以及英国驻华沙大使馆组织
的初创游戏大会将截止至3月12日。 活动
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演示技术领域的初创企
业创造者的技能。 会议的一个要素是模拟
真实市场条件的游戏。作为投资者（70家
初创企业和25位投资者）的初创创建者和
受邀小组成员参与其中。使用手机上的应
用程序的虚拟游戏说服投资者尽可能多地
投资于所提出的想法。在游戏结束时具有
最高价值的初创公司赢得了主要奖项，奖
项为参加伦敦科技周。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
支持工具行业
2019-03-20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加入了这个
工具谷项目。项目旨在支持企业家，促进

行业教育，并促进该地区作为工具行业的
强大中心。 在比得哥什的Innoform展会期
间签署了关于项目的协议。项目签署方是
比得哥什市市长、比得哥什县长、卡西米
尔大学校长兼首席执行官比得哥什产业集
群和波美拉尼亚学校校长。 项目将促进工
具行业和塑料加工行业的发展，在教育和
品牌推广谷工具和公平INNOFORM的各个
阶段，以支持教育。 在比得哥什有190多
家企业从事塑料加工约有30个实验室。他
们共雇用了4000多名员工。

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第二届
创新大会
2019-03-20
科学家，企业家和公共行政代表参加了弗
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第二届创新大会。会
议的讨论主题是工业4.0。 工业4.0是集
成智能机器，系统和引入生产过程变化以
提高效率和灵活性的概念。它不仅适用于
技术，也适用于人们在工业系统中的新角
色。 大会期间讨论了波兰有效实施工业
4.0的四个关键条件：环境，人员，技术
和市场。了解它们与实施之间的关系是为
了建立国内企业的竞争优势。 大会由弗罗
茨瓦夫科技大学、莱格尼察经济特区、瓦
乌布日经济特区“INVEST-PARK”与Key 
Novelty s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组织。创业和
技术部对活动进行了荣誉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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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Fin PKO租赁协议增加了
波兰经济的创新潜力
2019-03-22
InnovFin PKO租赁将在2年内以租赁和贷
款的形式为创新型企业家提供近2.57亿兹
罗提的优惠融资。InnovFin是由欧洲投资
基金和PKO Leasing 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地平线2020计划提出的新担保合同。 副
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说道：“波兰金融机构成功实施了
欧盟金融工具。例如2018年关于COSME
计划的PKO租赁协议，该协议构成了欧洲
投资基金在波兰签订的最大担保交易。在
欧洲战略投资基金下实施的关于InnovFin
担保的新PKO租赁协议特别重要。增强了
波兰经济的创新潜力，是经济增长的最重
要的挑战之一的响应。”

普沃茨克高等职业院校与工业
发展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2019-03-26
普沃茨克高等职业院校于第一届公立职业
学校校长会议时签署了一份合同，合同彻
底改变了职业学校与工业界的关系。职业
学校将通合作协议与工业发展局（ARP）
建立密切合作。 根据合同规定工业发展局
将介绍企业对特定专业毕业生的需求，在
此基础上职业学校将能够更好地塑造他们
的科学教育。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长说Jarosław Gowin说道：“从现在开
始职业学校将与公司，工业界密切合作，
迄今为止一直专注于工业发展局，但我相
信这项协议将扩展到波兰经济的其他领
域”。

启动艺术计划
2019-03-27
第六届启动艺术计划的招募工作已经正式
开始，计划为学生和艺术院校的毕业生提
供了自己的活动测试方法。申请截止日期
为4月2日。 创业艺术项目的组织者是华沙
市和创业学院。活动包括实质性讲座以及
两场关于艺术家世界各种商业计算主题、
是否值得建立个人品牌或公司的品牌的
辩论会。 计划的下一阶段是周末Startup 

Shaker，将于4月5日至7日举行。活动以
黑客马拉松的形式创建，在此期间，参与
者将他们的想法用于创意初创公司。接下
来评审团将选出前十名团队以参加下次比
赛。 更多信息： https://startupart.pl/
startup-shaker/

第八届克拉科夫金融数学会议
2019-04-01
2019年4月5日至7日第八届克拉科夫金融
数学会议将在克拉科夫的AGH科技大学
举行。活动由应用数学学院的金融科学组
织科学建模组织。 会议的主要目标是扩大
金融市场上使用的最新方法和数学模型领
域的知识。与投资，金融工具估值和数学
模型实施相关的主题将近似。 组织者强调
理论科学问题在金融界的实际应用，会议
期间将能够看到如何在实践中实施数学模
型。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与LOTOS集
团合作
2019-04-02
LOTOS集团与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签署了
合作协议。合作双方将共同致力于低排放
运输和储能领域的研究和开发项目。 计
划旨在构建能够在以下领域实施的设备原
型：锂离子电池和氢气。理工学院的科学
家将为此做准备传感器，电池和能量存储
的原型。该大学将提供实验室和合格的工
作人员，LOTOS将保证购买设备并处理
与技术和许可相关的问题。 格但斯克科
技大学与LOTOS集团合作多年，公司员工
在大学进行讲座和练习，学生们参加炼油
厂的课程。LOTOS实验室公司将协调与新
能源平衡方法，新电池和电池以及现代能
量储存和运输方法相关的项目。 更多信
息：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ontent/politechnika-gdanska-i-lotos-
czyli-naukowo-biznesowa-wspolpraca

Jarosław Gowin：是时候关
注投资了
2019-04-02
副总理兼科技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在接受RMF电台的采访时说道：“
我们需要在基础设施，能源，教育，科
学和高等教育方面进行大量投资。这些
投资是可能的，你需要真正简化商业法
律，消除壁垒，投资现代技术。” 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指出，波兰作为一个国
家和社会应该专注于投资的发展。在他看
来，波兰目前需要特备关注投资方面并且
创造投资条件。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
还提到了Łukasiewicz研究网络。他补充
道：“我很高兴这个研究网络正在启动，
因为它将成为欧洲第最大的科学家聚集的
研究网络群。这些机构之间不会相互竞
争，相反的是会团结在一起合作，尤其是
在石墨烯的商业化方面开展合作。”

Morawiecki总理：波兰科学
是波兰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2019-04-04
Mateusz Morawiecki总理在Łukasiewicz
研究网络就职典礼期间表示：“我相信波
兰科学可以成为波兰经济发展的最强大的
推动力。我相信通过科学和辛勤的工作
能够使我们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通
过最新的技术解决方案我们将能够实现
在发展计划中的所有设想。” Mateusz 
Morawiecki总理补充道：“波兰科学越来
越多地处于全球层面，它也表明生产力越
来越多地成为经济学家看不见的极其重要
的参数。”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于2019
年4月1日启动，研究网路包括38个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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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Beta奖
2019-04-05
来自卡托维兹经济大学投资与房地产系的
Monika Foltyn-Zarychta博士的“代际投
资的评估- 投资项目有效性的经济评估中
的道德标准”著作获得了2019 Beta奖。 
Monika Foltyn-Zarychta博士的出版物
讨论了评估代际投资有效性的问题。投资
项目越来越多地进入遥远的未来，通常如
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资一样，它们的影响
期达到数百年。那么今天活动的影响将主
要涉及未出生的人。这本书提出了一套答
案，用以评估用于评估此类投资有效性的
工具的众多缺点。 Beta是由什切青大学
的Dariusz Zarzecki教授在组织财务管理会
议颁发的荣誉奖项。 更多信息： https://
www.ue.katowice.pl/no_cache/
pracownicy/nauka-i-biznes/article/
nagroda-beta-2019-za-monografie-
naukowa.html

波兹南经济大学研究员成为工
业未来基金会平台理事会成员
2019-04-05
来 自 波 兹 南 经 济 大 学 的 W i t o l d 
Abramowicz教授成为工业未来基金会平
台理事会成员。 理事会将帮助波兰企业家
适应工业时代4.0的要求。理事会旨在利用
自动化，人工智能，ICT和人机交流领域的
最新发展，在流程，产品和商业模式方面
支持其数字化转型。 Witold Abramowicz
是经济学教授，数学科学博士和自动化工
程师。他在瑞士和德国的大学工作了十几
年。他不仅在大学工作，还在咨询公司和
行业工作。他也是波兹南经济大学经济信
息学系的负责人。

波兹南大学与Enea运营商的项
目：能源领域的虚拟现实
2019-04-08
Enea运营商与波兹南经济大学和波兹南科
技大学一起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启动了一个
研发项目。项目将建立一个系统，以提高
使用虚拟护目镜的Enea Operator技术服
务员工的能力。 项目的实施假定为15个选

定的主要供应点和10个中压站实施交互式
培训方案。 实施“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提高
技术服务员工能力的灵活系统”的项目由
欧盟基金共同资助，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实施的“大型企业和联盟快速通道”研
究计划。

Piotr Dardziński：我们将为企
业家提供技术
2019-04-08
Piotr Dardziński在接受波兰电台的采访
时说：“如果没有能够在全球经济中创造
竞争优势的技术，企业家就会失败。我们
希望Łukasiewicz研究网络能够为企业家
提供这种技术。” Piotr Dardziński认为
Łukasiewicz网络的创建是为了让企业家
更容易接触到波兰科学家。研究机构的科
学家不进行教学、不在大学工作只进行研
究。就网络机构而言，他们应该为企业家
服务。 该网络包括各种机构，例如皮革，
木材和宇宙工业。虽然有些中心有传统的
名称，比如铸造研究所，但它们都涉及现
代技术。

格但斯克大学获得超过100万
兹罗提实施创新孵化器2.0项目
2019-04-12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格但斯克大学、格但
斯克医科大学和PG Excento有限责任公
司组成了科学联盟，联盟在Innovation 
Incubator 2.0计划中获得了110万兹罗
提研究资金。 科学联盟将开展实施前项
目，促进波美拉尼亚科学家的科学成果，
加强科学环境与商业环境的合作。波美拉
尼亚大学与商业代表会面，以提供技术报
价，科研或研究服务的结果，并参加科学
和商业展览和展览。 在今年比赛中，科
学联盟成为了获得评分最高的科学联盟之
一，这巩固了格但斯克大学在创新领导者
中的地位。 更多信息： https://ug.edu.
pl/media/aktualnosci/87382/ponad_
milion_na_wdrozenia_w_programie_
inkubator_innowacyjnosci_20

卢布林三星孵化器创业公司
2019-04-15
卢 布 林 三 星 孵 化 器 招 聘 工 作 已 经 结
束。2019年2月成立的波兰东部年轻企业
家开放空间旨在支持在数字安全领域运营
的创新型初创公司。卢布林投资的合作伙
伴是NASK、卢布林科技大学和卢布林市政
府。 在卢布林孵化器中四家创业公司将发
展企划。每个概念都涉及网络安全主题，
并提供对改善数字现实社会功能有实际影
响的解决方案。 初创公司RAW将在基于三
星KNOX平台构建的安全智能手机以及专
用通信器上运行。Billy Plus是一家在安全
教育领域开展业务的创业公司，创始人创
建了一个为儿童和父母学习外语的应用程
序。另一家创业公司是Cyber  Studio，该
公司为没有IT安全管理专家的公司提供服
务。考虑到最年轻用户的网络安全，Real 
Buddy将准备一个新一代应用程序来监控
搜索敏感内容的通信。

工业领袖学院4.0
2019-04-17
副总理JarosławGowin在拉多姆技术与人
文科学大学和未来工业平台基金会签署意
向书的仪式上说道：“在拉多姆建立了另
一个连接商业和科学的桥梁.” 拉多姆技术
与人文科学大学将创建两个现代化设施：
工业领袖学院4.0和科学与研究中心。 工
业领袖学院4.0将于今年开始工作。这是商
业和技术部的一个项目，其作用将是支持
波兰公司为适应工业时代4.0的要求。 拉
多姆医学院的科学和研究中心将体育馆的
基础上创建。投资成本超过3200万兹罗
提。该设施将容纳磁共振，计算机断层扫
描，EOS，超声波检查和教学室。

Photo by David McBee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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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洛瓦沃拉协议
2019-04-18
热舒夫科技大学、喀尔巴阡山地区政府、
胡塔斯塔洛瓦沃拉（HSW）股份有限公
司和当地市政府在热舒夫科技大学力学与
技术学院的礼堂里签署了斯塔洛瓦沃拉协
议。 协议支持确保斯塔洛瓦沃拉经济区稳
定发展的长期条件的进程，包括HSW股份
有限公司以及所有位于斯塔洛瓦沃拉、塔
尔诺布热格、米莱奇、新登巴、尼斯卡、
高热奇和莱热奇科地区的所有公司和企
业。 协议旨在从中央工业区的历史区的城
市和地区稳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创造最好
的条件。根据协议教学设施，科研设施，
数据通信和斯塔洛瓦沃拉技术的实验室研
究基地将在热舒夫科技大学进行。

塔尔努夫国家高等职业学校二
十一世纪创业会议
2019-04-23
塔尔努夫国家高等职业学校行政经济研
究所和学生科学圈（SKN）管理者共同邀
请各位参加第八届科学会议SKN。今年会
议将于2019年4月24日举行，会议主题
是“21世纪的企业家精神”。 这次会议
旨在交流观点，经验和传播有关的中小型
企业发展的知识介绍。 学术创业协调员
Barbara Partyńska-Brzegowy说道：“
会议面向学术教师，地方政府代表和政府
行政部门与职业学院，从业人员合作，最
重要的是与科学界相关的学生和所有对中
小企业发展主题感兴趣的人士。”

第8届“莫扎特” 计划
2019-04-24
弗罗茨瓦夫学术中心邀请各位参加第8届
由高等教育和科学合作的市政计划以及商
业活动部门支持的“莫扎特”计划。申请
该计划截止日期为7月1日。 申请参加计划
的科学家必须至少拥有在大学或研究所就
读的博士学位，作为研究和教学或研究工
作者。 弗罗茨瓦夫市向活跃的科学家和企
业家提供其服务，他们作为科学和商业伙
伴关系的一部分共同合作联合项目。由于
这种合作企业家利用研究人员的广泛和专

业知识来发展公司，科学家将获得在教学
和研究与开发中使用的商业知识。 更多信
息： https://wca.wroc.pl/mozart  

Jarosław Gowin：我们必须
在学习上投入更多的预算
2019-04-25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在接受“虚拟波兰”门户网站采
访时表示：“要将科学研究转化为现代技
术必须满足几个条件。首先学习的开支
很高，其次，经济方面必须具备创新能
力。” 政府推出了所有有利于创新经济
的解决方案。它是由科学部与企业家和
财政部密切合作制定的两项创新法，以
及实施理论法，开辟了一条新的职业道
路，重点是与企业的密切合作。 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还说道：“在当时副总
理Morawiecki任期一开始就筹集了巨额
资金用于共同融资创业公司。除此之外还
建立了Łukasiewicz研究网络，该网络专
注于数十个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的商业
化。” 更多信息： https://opinie.wp.pl/
jaroslaw-gowin-panstwo-ktore-nie-
inwestuje-w-swoje-elity-intelektualne-
bedzie-panstwem-teoretycznym-
wywiad-6373161635583617a

弗罗茨瓦夫塑造数字经济能力
会议
2019-04-26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于5月8日邀请各位参
加2019年巡回赛开放眼睛经济实施的“塑
造您在数字经济中的能力”会议。大学是
该活动的共同组织者。 会议将致力于塑造
数字经济中的能力以及当前劳动力市场形
势所带来的挑战。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给企
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转变他们的商业模
式，塑造新职业以及建立未来员工的新能
力档案。 会议面向研究和教学人员，学
生，劳动力市场机构代表和处理教育的实
体，以及对如何适应持续变化感兴趣的所
有人士。

罗兹最佳宏观经济分析师竞赛
2019-04-26
毕业于罗兹大学的Tomasz Kośka、Karol 
Rybaczuk和Michał Zygmunt创建了
prognozy-gospodarki.pl团队并赢得了
由由共和国报和PARKIET编辑部组织的
第十一届最佳宏观经济分析竞赛。 Karol 
Rybaczuk解释说：“我们从2012年还在
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参加比赛，当时我
们作为罗兹大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系经济分
析和预测学生科学学会“4Future”的成员
参加了比赛。“ 最佳宏观经济分析竞赛自
2007年起开始举办。本次大赛面向所有想
要测试自己的分析能力：金融机构和研究
中心，独立专家以及学者和学生的经济学
家。

华沙科技大学是波罗的海大型
计算联盟领导者
2019-04-26
来自波罗的海八个国家的研究人员，企业
代表和技术园区正在实施BalticLSC（波
罗的海大规模计算）项目，项目旨在提
高使用大型计算能力的效率。华沙科技
大学是波罗的海大型计算联盟领导者。 
BalticLSC联盟的协调员Michał Śmiałek
教授说道：“我们的目标是支持创新活
动，主要是中小型企业，还要利用大公司
的计算盈余。” 根据PRACE欧洲先进计算
伙伴关系协会报告，由于现代计算方法的
应用延迟，欧盟每年损失2-3％的GDP。在
波罗的海国家这些指标更严重。通过实施
BalticLSC项目，情况正在改善。

Photo by David McBee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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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推出了
研究潜力图
2019-05-02
研究潜力地图是波兰第一个大学门户网站
之一，科学家，专家，商业化的有趣想
法，现代化设备和研究设备可以在一个地
方找到。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研究潜
力图包含等等：科学合作研究报价、科学
合作或与企业家合作专家数据库、可用于
与企业家合作的商业报价服务、研究中心
及其潜力、设备清、，专利和许可证信
息、论坛信息交流。 门户网站是创新+项
目孵化器的一部分。 更多信息： https://
www.umb.edu.pl/mpb

工程师改变领导者
2019-05-13
西门子和企业技术部于今年4月委托波兰智
能工业2019进行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波
兰工程师认为，技术人员应对制造企业变
革领导者的角色负责。 从事工程师职业的
中小型工业企业的员工的专业将变得重要
并为支持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的变化提
供基调。 在中小型企业的受调查制造公司
工作的大多数工程师都拥有硕士学位，约
30％完成了本科研究。 超过50％的工程师
认为目前的教育系统不适应创新产业的要
求。 工程师们意识到他们职业中发生的变
化并且正在发挥组织变革领导者的作用。

科兹明斯基大学开设中国商务
研究生课程
2019-05-16
2019年5月18日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邀请
各位参加中国商务开放日研究生课程。 在
会议期间，将就波兰在新丝绸之路上的作
用以及三个方面的可能情景进行三次辩
论：商业，铁路和专家。 活动参与者将更
多地了解研究本身，与当前中国商业研究
生课程和毕业生的讲师和参与者会面的机
会。 活动将于12点30分在科兹明斯基大学
举行，地址为 Jagiellońska 街道57号。

年轻科学家创新理念：科学 - 
启动 - 产业
2019-05-20
2019年5月22日至23日公路技术与创新研
究所组织的第5届年轻科学家创新理念：科
学 - 创业 - 工业会议将在AGH科技大学举
行。活动将作为Impact’19大会的一部分
举行。 会议面向年轻科学员工，博士生，
创业公司和学生代表。会议参与者将能够
发表有关创新产品，流程，社会，组织，
营销和机构解决方案。 会议旨在促进创新
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主要由年轻的
研究人员和学生创建。组织者希望在技术
与创新高速公路和行业代表的合作伙伴之
间展示创新解决方案及其推广将有助于更
快地实施。

华沙大学新分拆公司
2019-05-22
华 沙 大 学 成 立 了 一 家 新 的 分 拆 公 司
Project42，负责创建先进的分析工具。 
分 拆 公 司 创 始 人 是 华 沙 大 学 物 理 系 的
Maciej Ciemny博士和华沙大学管理学院
的Kamil Mieszkowski博士。 他们与团队
一起致力于提高企业和机构运作的解决方
案。 新分拆公司的运作基于使用分析大量
数据的潜力。 Project42创建了算法，软
件和分析服务，使企业能够更好地使用他
们的信息集。 Project42创建的解决方案
使用数据科学技术和机器学习。

“西里西亚学院2020+，地区
学习挑战” 会议
2019-05-23
5月24日将在卡托维兹举行“西里西亚学
院2020+，地区学习挑战” 会议。在接下
来的几年中，该地区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是西里西亚省自治政府组织的主要议题。
科学界代表和企业代表将参加会议。 会议
目标之一是确定科学单位在建设创新和竞
争经济以及改善该地区居民生活质量方面
的作用和活动。预计会议议程将进行两次
小组讨论。第一个将处理与医学相关的问
题，第二个将致力于与所谓的相关的解决
方案绿色经济。 除专题小组外，还提供了

良好做法的介绍。大会的结果将用于更新
西里西亚省发展战略“西里西亚2020 +”
的工作。

欧洲波兰科学和创新基金
2019-05-24
科技部高等教育与行政机构、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国家机构开展学术交流、信息
处理中心 、国家研究所在当期的国家联络
点为欧盟的研究项目将分配来自欧洲波兰
科学和创新基金的210亿兹罗提。 副总理
兼科技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
说道：“在制定波兰科学战略时，我们接
受了创新适用于人的基本假设。创造发明
不仅可以改善国内生产总值也可以改善波
兰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在健康，安全或
教育等领域。为了实现我们必须投资于人
民及其勇敢有远见的项目，制定这样的目
标。”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是波兰
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2019-05-27
波 兰 电 台 企 业 家 和 技 术 部 长 J a d w i g a 
Emilewicz在接受时说道：“Łukasiewicz
研究网络旨在确保研究机构之间更有效的
合作，科学将成为波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 在潜力方面波兰Łukasiewicz研究
网络在欧洲排名第三。 德国和法国领先
于我们。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主席Piotr 
Dardziński说道：“就欧洲网络而言最好
的模式与竞争不同。 法国人，德国人，芬
兰人非常擅长使用欧洲资金。 如果有人想
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
研究网络，这是欧洲第三大，那么值得记
住的是，在下一个视角中，欧盟委员会花
费了1000亿欧元进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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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大学农村化项目
2019-05-28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科学家Sylwia Dołzłasz
博士、Krzysztof Janc博士和Andrzej 
Raczyk博士获得了由“地平线2020”计
划拨款获得资金，用于“农村化开放农
村地区，以更新农村，工作和农场”项
目。 项目完全由欧洲联盟资助，其目的
是扩大知识面，并支持政策制定，以应对
农村地区今天在经济，社会和地域凝聚力
方面面临的挑战。项目的预算为600万欧
元。 研究旨在支持农村更新进程，特别是
在确定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世代更新
以及获得土地的创新工具和战略方面。实
施该项目的联合体包括来自12个欧洲国家
的大学，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中小型
企业。 更多信息： https://uni.wroc.pl/
doinansowanie-projektu-ruralization/  

最佳专有视频游戏项目
2019-05-29
由 波 兰 工 业 发 展 局 成 立 的 公 司 A R P 
Games、西里西亚大学分拆公司SPIN 
US 以及切申地区公司为视频游戏行业中
最好的原创项目提供财务和实质性支持。 
招聘工作一直持续到6月16日。 ARP游戏
不仅招募年轻人才，最重要的是帮助他们
创造性地发展创意。 到目前为止，已经实
施了四个版本的加速计划其中一半的合格
项目进入投资阶段。 创建了六家从事计算
机游戏工作的新公，并为支持这些团队分
配了超过130万兹罗提。 加速器在切申运
营，总部的位置由西里西亚大学艺术系的
位置决定，西里西亚大学拥有合格的工作
人员和必要的技术基础设施 。

法国巴黎银行最佳农业发展硕
士论文竞赛
2019-05-30
在法国巴黎银行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准备了
关于农业和农业食品加工发展的最佳本科
及硕士论文竞赛。 所有在2018年或2019
年进行辩护的大学毕业生的参赛比赛。其
中提出的问题必须与广泛了解的农业综
合企业发展有关，即农业、农村地区的进

步，创新和发展以及为农村社会，自然环
境，农场，农业食品工业带来附加值的其
他活动。 参赛作品提交截止日期为2019
年9月20日。比赛将于2019年10月15日
结束。比赛将选出三名获奖者，获奖总金
额为10000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s://
bnpparibas.pl/100lattradycji/utils/pdf/
REGULAMIN_KONKURS_PRACA_MGR.
pdf

托伦哥白尼大学研究人员成
为“为了明天”科学联盟成员
2019-05-31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化学系的一组科学家
参与实施了“为未来的BIOG-NET经济提
供先进的生物复合材料”项目。 寻址微
生物的应用寻求设计创新的解决方案和新
的制造，混合纳米复合多孔无机材料（金
属 - 蛋白质）。该结果将有助于更好地理
解所选微生物对无机物质的生物合成机制
以及纳米复合材料的生物合成方法的发
展。 科学联盟包括：哥白尼大学、奥尔什
丁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华沙科技大学、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波兹南密茨凯维
奇大学、什切青大学。工业合作伙伴为：
托伦投注装潢材料股份有限公司、Sygnis
有限责任公司和AdvaChemLab有限责任
公司。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6154

波兹南经济大学研究员获得银
行担保基金总裁奖
2019-06-03
来自波兹南经济大学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
部的Marcin Flotyński博士获得了银行担
保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席的最佳博士论文
奖。 评委强调了获奖者论文的高实质性水
平：“长期流动性的宏观审慎监管对波兰
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影响”。 竞赛旨在选
择存款担保计划，重组，金融机构有序清
算，金融体系监管基础设施，银行金融安
全相关问题和金融稳定等领域最优秀的博
士论文。

波兹南科学家成为AIELF科学
主任
2019-06-10
来自波兹南经济大学的Krzysztof  Malaga
教授当选为法国国际经济协会（AIELF）
新任科学主任。 该协会在94年的历史上
第一次被委托给一个极点。 选举在智利
圣地亚哥举行的AIELF大会期间举行。新
科学主任的职责包括履行自2016年以来发
行的法国语言经济学家国际评论总编辑职
能。 AIELF是一个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成
立的协会。扩展和加强学术和文化联系，
以促进人类机构和形式方面的经济学。 它
有助于促进研究和提高教育水平并鼓励年
轻人投资。

格但斯克大学项目获得
Interreg South Baltic 
Program资助
2019-06-10
由格但斯克大学和罗斯托克大学科技园
的“AquaVIP 平台事业发展在南波罗的
海地区水产养殖”项目获得了超过100万
欧元的资助资金。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通
过开展跨境培训，建立联系网络和加强
业务技能，加强水产养殖部门的劳动力市
场。其结果将是为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提
供职业发展服务，为专业人士提供职业培
训网络，以及提供电子学习模块的虚拟平
台。 联盟的活动包括现代养殖业的形象传
播是目前作为蛋白质生产的来源，这两种
产品的文化，以及现代技术和职业教育在
南波罗的海国家造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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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亿欧元用于支持科学研究
2019-06-11
波兰投资和发展部长Jerzy Kwieciński与挪
威驻波兰大使Olav Myklebust签署了关于
在挪威和欧洲经济区基金第3版下实施“研
究”计划的协议。 Jerzy Kuchciński部长
说：““研究”计划是一个加强研究成果
向经济转移的机会，从而使其更具竞争性
和动态性。“ 计划旨在改善波兰科学研究
的成果。 它将在两个领域内实施：支持基
础研究（40％的计划分配），由国家科学
中心管理，并支持应用研究（60％的计划
分配），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管理。第
三届挪威和欧洲经济区基金将拨出1.29亿
欧元用于支持科学研究。

塔尔努夫国立应用科技大学第
一届科学经济 - 商业论坛
2019-06-12
大约250人参加了由塔尔努夫国家高等职业
学校组织的第一届科学经济 - 商业论坛。 
其中包括学生，科学家以及商业和经济的
代表。 大学校长Jadwiga Laska教授在论
坛开幕式期间说道：“只有通过合作，我
们才能为经济上需要的地区和地区创造协
同效应。 我相信，我们向现在和未来的合
作伙伴发出的邀请将导致有利于学生及其
未来雇主的具体解决方案。” 活动于6月6
日至7日举行，分为三个小组：学生的能力
和雇主的期望，科学和商业的协同 - 发展
前景和实践教育。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关于保护消
费者权益会议
2019-06-13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将举办一次以推动项目
的教育效果“增强创新质量有关消费意识
的高等教育消费意识”的会议。卡托维兹
经济大学是在执行8所欧洲大学的项目联
合体的领导者。 会议计划于6月16日至6月
18日举行，会议观点和最新研究成果，对
消费者的利益在欧洲市场的保护，以及集
成与波兰科学界和整个世界的兴趣消费，
可持续消费和经济社会的主题中的交流。 
项目通过欧洲委员会在战略伙伴关系活动

中根据伊拉斯谟+高等教育计划宣布的竞
赛获得资金。 更多信息： https://www.
ue.katowice.pl/no_cache/uczelnia/
aktualnosci/article/international-
didactic-conference-on-enhancing-
consumer-awareness.html

工业发展局参与太空机器人技
术
2019-06-17
波兰工业发展局参与了PIAP Space的资本
运作。根据签署的协议，超过300万兹罗
提将投入PIAP Space资本的新发行股票。 
属于Łukasiewicz研究网络的自动化与测
量工业研究所PIAP仍然是大股东。 PIAP
研究所是欧洲国防部门机器人技术领域的
市场领导者之一。 波兰工业发展局参与是
国家机构之间合作开发波兰技术思想的典
范。 PIAP Space的创建允许对实施的项
目采取更积极和商业化的方法。 工业发展
局副局长Dariusz Śliwowski说道：“太空
机器人是航天市场上的技术利基和波兰专
业之一，应该得到最好的管理。这就是为
什么PIAP Space的功能得到充分利用的重
要性。”

斯坦福大学Piotr Moncarz教
授在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开设讲
座
2019-06-17
2019年6月14日星期五来自斯坦福大学的
Piotr Moncarz教授将在克拉科夫科技大学
开设讲座，讲座主题是“工程师与数字革
命。 创新=科技+商业”。Piotr Moncarz
教授是材料工程，新技术和国际工业领域
的专家。 Piotr Moncarz教授是500强创
新者计划的主管，也是美国 - 波兰贸易委
员会的联合创始人和主席，该委员会是一
个支持美国和波兰合作的组织。 他是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的理事会成员，他属于波
兰科学院，俄罗斯技术科学院，2017年他
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NAE）的成员。 
Piotr Moncarz教授将在讲座中提出教育未
来工程师和商业化研究成果的主题。

格丁尼亚海军学院第二届论坛
发展愿景
2019-06-27
格丁尼亚海军学院将于6月24日和25日
举办第二届发展愿景论坛。会议期间将
有一百场辩论纪念重获独立的世纪。五
千人将参加会议。 论坛由总理Mateusz 
Morawiecki荣誉赞助，专注于当前国内
经济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从创新，生态
移动，企业能源和自动化到企业社会责
任。 辩论将涉及等等投资，国防，研发，
健康，文化和艺术以及未来的技术。第一
届论坛期间将开始海洋经济和主题。其中
之一就是所谓的银色经济，或老年人的知
识，经验和专业潜力的使用。

西里西亚大学Iwona Jelonek
博士成为波兰颗粒委员会新任
主席
2019-06-27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的Iwona 
Jelonek博士成为波兰颗粒委员会主席。
该组织的任务包括代表和支持在颗粒市场
上运营的实体，并开展研究，开发，推广
和教育活动。 波兰颗粒委员会是一个自
2017年以来运营的协会，其成员包括参
与木材颗粒，加热设备制造商，安装商
和商业实体，机构和组织的生产，贸易和
分销的公司，从事该行业并参与其开发。 
Iwona Jelonek博士是地球化学，矿物学
和地球科学和波兰颗粒的长期成员的岩石
学系的系的研究员。作为一名经过认证的
专家，她还获得了国际煤炭和有机岩石学
委员会在应用岩相学方法领域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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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将共同资
助为华沙证券交易所建立一个
新的交易平台
2019-07-05
波兰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NCBR）和华
沙证券交易所（GPW）签署了一项合作，
合作将为与新WSE交易平台建设相关的欧
盟研发提供资金。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在签署波兰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NCBR）和华沙证券交
易所（GPW协议新闻发布会上说道：“
波兰是金融和资本市场创新发展变化的领
导者之一。我们必须要有资金支持创新项
目”。 项目价值为9000万兹罗提，波兰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NCBR）“快速通
道”竞赛的价值达到了3027万兹罗提。 
WSE管理委员会主席Marek Dietl表示：“
自营交易系统的创建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
和实施的资本市场发展战略。 新平台意味
着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并为交易所成员，发
行人和投资者引入新的功能。”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新比赛
2019-07-12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将开始智能普瓦
雷的业务规划发展下6个新的竞赛。公司和
科学与工业联盟将在2019年有望申请共同
资助研究和开发。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
布将为比赛拨出39.3亿兹罗提资金。 在“
快速通道”计划部分，企业家将能够在两
个主题竞赛中申请资金：预算为3亿兹罗
提的用于空间技术领域的项目和预算为1.8
亿兹罗提的塑料技术项目。 国家研究与发
展中心还将宣布第四届GameINN计划比
赛，将为该比赛拨款一亿兹罗提资金。 作
与当地政府的合资企业将参加预算4300万
兹罗提的西里西亚省竞赛和预算1700万兹
罗提的卢布林省竞赛。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参与加强亚
洲绿色经济国际项目
2019-07-16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与经济科学学院和土木
与环境工程学院一起参加了由伊拉斯谟+项
目资助的国际项目“加强三个亚洲国家的

绿色经济”（EGEA，加强3个亚洲国家的
绿色经济）。 该项目于2019  -  2021年实
施，包括对吉尔吉斯共和国，尼泊尔和印
度的支持。 现在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
因此，他们所面对的，危及他们的未来的
可持续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挑战：天然
资源的枯竭，自然生态系统的损失和基本
停滞人力资本。 项目旨在识别和定义学
生、教师、专业人士和年轻一代，并针对
不同的学科领域的机会，以支持实现绿色
经济的不同目标群体所需要的技能。

罗兹集群能量波群
2019-07-22
罗兹威立雅能源、罗兹水上乐园、罗兹技
术大学、矿产研究所和能源部发起的波兰
科学院集群罗兹波能群已经正式成立。 罗
兹能源波群启动是为了确保当地的能源安
全，改善自然环境，提高当地经济的竞争
力和经济效率。 项目旨在集群成员在可再
生能源发展领域的密切合作。 集群将开发
地热资源，光伏和热电联产资源以及通过
现有系统有效分配产生的能源。 与科学研
究和开发机构的合作是为了促进发电，配
电，平衡和储能领域的创新。

Alior 银行、PZU与11家创业公
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2019-07-23
由Alior 银行运营的第二届RBL_START项目
已经启动。 银行正在寻找在高级数据分析
领域运营的潜在合作伙伴，为客户提供新
渠道以及建立他们的承诺以及安全性。 来
自Alior 银行和PZU保险公司的一组导师从
世界各地发出的200份申请中最终邀请了
11家公司参加加速器：Bags Off，BillTec
h，Bonusway，Domove，Enable：Ba
nking，LogicAI，Luna，Mobiltek，Tru
stisto，Upswot，ZappyAI。 所有参与者
将参加为期15周的计划，根据该计划，他
们将参加由Alior 银行和RBL_START合作伙
伴：PZU，IBM，Linklaters，Mastercard
和Microsoft的导师举办的研讨会和咨询。 
选定的项目参与者将有机会实施他们的解
决方案。

卡托维兹举办关于美国政府公
共采购市场研讨会
2019-07-24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和波兰美国东北商
会邀请各位参加促进波兰和美国公共采购
市场知识的研讨会。 研讨会旨在传播有关
波兰和美国公共采购市场的知识，并为两
国企业家提供参与这些市场的机会。作为
首次会议的一部分将介绍有关美国政府公
共采购市场的基本信息。活动由波兰 - 美
国富布赖特委员会赞助。 研讨会面向对美
国和波兰的法律法规以及公共采购和公私
合作实践感兴趣的人士，包括企业家、商
会代表、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律师以及
法律和经济研究领域的学生。

波兹南科技园正在实施
Urbiofuture项目
2019-07-29
波 兹 南 科 技 园 （ P P N T ） 正 在 实 施
Urbiofuture项目，项目旨在提高生物技
术产业的竞争力。项目涉及创建新的教育
计划和增加研究计划和项目。 在农业，林
业，渔业，化学和能源工业中，需要具备
知识和技能的专家。因此，需要改变教育
计划以满足市场需求并提供受过教育的人
员。为此，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和工业界
之间的合作是必要的。 项目协调员是西班
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其他项目实施成员
为：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芬兰山地
自行车技术研究中心、丹麦农业商业园、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科技公司基金会和欧
洲可持续创新、比利时VITO和荷兰IHE代
尔夫特学院。 更多信息： https://ppnt.
poznan.pl/realizujemy-urbio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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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西里西亚绿色食品与健康
谷”项目
2019-08-01
弗罗茨瓦夫（UP）生命科学大学“下西
里西亚绿色食品与健康谷“项目被列入政
府战略项目清单。该决定由投资和发展部
战略项目组合监测委员会通知。 项目假
设绿色山谷的建立，广泛了解的生物经济
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利用创新知识和社
会责任，积极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 弗
罗茨瓦夫（UP）生命科学大学校长、绿
色食品与健康谷创始人Tadeusz Trziszka
教授说道：“基于区域资源生产和加工食
品，但为了利用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和巨
大的本土科学潜力，不仅有机会满足自己
的需求，而且还有机会在全球市场中建立
竞争优势。”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49743/
zielona_dolina_na_liscie_rzadowych_
projektow.html

工业4.0领域实体
2019-08-02
企业和技术部将拨款3 000万兹罗提用于支
持企业，科学单位，创新集群和在工业4.0
领域开展业务的非政府组织。 商业与企业
部国务秘书Marcin Ociepa说道：“负责
任发展战略表明，智能再工业化是波兰新
经济模式的支柱之一。这包括实施新的数
字技术- 技术- 组织解决方案。我们始终如
一地开展活动，向波兰企业家展示工业4.0
的方式。我们支持波兰公司并缩短他们的
这条道路，但最终企业家自己必须采取行
动，将其纳入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数字
创新中心，即企业，科学单位，创新集群
和非政府组织等实体之间缔结的工会/联盟
将有资格获得资助资金。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园人才中心
2项目
2019-08-08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园将从人才中心2项目
中选出34家可以开展活动并将其转变为盈
利性业务。 波兰东部新想法启动平台人
才中心2 是一个支持那些创新企业的想法

有机会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人的计划。在
卢布林省、喀尔巴阡山省、波德拉谢省、
圣十字省和瓦尔米亚- 马祖里省的每一个
发展业务的人士都有机会获得资助。 作
为人才中心2的一部分将连续招募多达8
个孵化周期，其中第一阶段已经完成。第
一轮提交了64份申请，其中经过专家评
估，超过一半成功进入孵化过程。 更多信
息： https://bpnt.bialystok.pl/PL/bpn-t/
Projekty/hub-of-talents

Wojciech Kamieniecki博
士：波兰需要更广泛的创新开
放
2019-08-23
波兰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NCBR）主席
Wojciech Kamieniecki博士在接受法律
日报的的采访时说道：“为了实现在波兰
实现未来经济的真正机会，需要更加开放
的创新和更大的企业家共同创造整个发展
支持生态系统的勇气。” 波兰国家研究
与发展中心（NCBR）主席确信研究与开
发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
来，数字的背后是长期繁荣的秘诀，奠定
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对此的信念来自于许
多研究和分析足以说明2018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Paul Romer）
因证明研发已经成为个体经济成功的关键
组成部分而获得了这种区别。 Wojciech 
Kamieniecki博士认为：“今天波兰企业
通过利用繁荣和可用工具，提高了研发投
资的门槛，最终面临西方企业的挑战，这
是值得的。否则，从雄心壮志成为欧洲
虎，我们将记住错失的机会。”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第一批
商业项目
2019-08-26
Łukasiewicz研究网在络四个月内完成350
个项目，汇集了波兰的研究机构。研究网
络旨在通过科学的无线电广播（RDC）有
效地为企业带来利益。 Łukasiewicz研究
网络负责人Piotr Dardziński说道：“到目
前为止，我们已经彻底查看了67个项目，
每个项目都由500人评估，我们选择了10

个最佳项目。” 这些项目将于10月初在波
兹南呈现给企业家。 Piotr Dardziński解释
道：“用商业语言说，我们想检查一下我
们是否可以出售这些项目，是否能找到合
作伙伴，他们将与我们一起向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提交申请，以便在技术开发方面
迈出第一步。”

苏瓦乌基大学推出机电一体化
应用中心
2019-08-28
苏瓦乌基国立高等职业学校（PWSZ）获
得了新的现代工作室。在医疗模拟中心之
后，启动了机电一体化应用中心。这些是
专门针对管理和生产工程学生的专业实验
室。 四个相邻的工作室拥有波兰气动，
电工和数控领域最先进的设备之一。所有
这些将使学生了解机电一体化的实用版本
以及目前市场上最现代化公司所依据的设
备。 机电一体化应用中心是“职业培训”
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欧洲区域发展基
金和波德拉谢省区域业务计划下的国家预
算共同资助。项目还将包括运输实验室或
农业食品加工实验室。项目价值近400万兹
罗提。

凯尔采科技大学将帮助企业实
施数字技术
2019-08-30
凯 尔 采 科 技 大 学 成 为 了 凯 尔 采 科 技 园
（KPT）的合作伙伴，园区将帮助企业家
通过在公司中使用现代数字技术来提高竞
争力。 学将利用其实验室组织专门培训。
合作协议由凯尔采科技大校长Wiesław 
Trąmpczyńsk i教授和了凯尔采科技园
（KPT）主任Justyna Lichosik共同签署。 
凯尔采科技园“KPT StartUp数字创新中
心”实施项目旨在是增加圣十字省地区数
字化转型的动态。 数字创新中心（DIH）
的合作伙伴关系将通过在广泛了解的数字
技术领域使用创新解决方案来帮助企业提
高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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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切青大学博士生参加哈佛大
学俱乐部会议
2019-09-02
来自什切青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博士生
在波士顿哈佛大学俱乐部举办的“WEI商
业，经济，管理和金融国际学术会议”国
际科学大会上向大学介绍了他们的科学成
就。 Martyna Kostrzewska博士的演讲
主题是“电子服务市场中的客户满意度”
，通过在线服务公司确定客户期望与实现
程度之间的差距来评估电子服务客户满意
度； Daria Wrukowska博士的演讲主题
是“老年人在电子卫生领域使用信息和通
信技术的教育问题“。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
的博士生和学术人员的国际奖学金交流计
划为波兰科研人员提供了参加会议的可能
性。  

波兹南科技园地平线2020项目
2019-09-03
波兹南科技园将成为地平线2020计划下三
个项目的协调者。所有项目的实施将在假
期后立即开始。 第一个最大的项目专注于
支持“深度技术数字创业公司”进入国际
市场，建立与企业的合作和扩大其活动。
项目实施需要24个月，其预算为150万欧
元。 第二个项目是与塔林，考纳斯和马拉
加的外国创新中心交流沟通和营销活动领
域的经验和知识。将创建新工具以支持科
技园租户并吸引潜在客户。 第三个项目
Create4value将允许测试与大波兰企业
合作的创新方法。它假设通过共同创造与
公司合作，以释放其创新潜力并阐明实施
新产品领域的需求。 更多信息： https://
ppnt.poznan.pl/3-nowe-projekty-dla-
ppnt-z-horyzontu-2020/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成为Impact 
mobility rEVolution’19的合
作伙伴
2019-09-04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是Impact mobility 
rEVolution’19的合作伙伴，这是波兰最
大的活动，致力于移动，运输业和先进
技术。10月9日和10日在卡托维兹举行的

会议将汇集来自汽车，交通，智能城市和
州政府的主要参与者。 与会者将讨论关
于运输的新思路、如何使用技术和数据连
接人员和地点以及如何在保持安全的同
时提高运输效率而不损害环境。改变当
前商业和社交模式的商业，科学，行政
和创业领导者将出现在舞台上。 讨论将
在5个主题路径下进行：电子移动，融资
和投资（包括公私合作），城市移动，
移动即服务以及清洁和可持续的交通。 
更多信息： https://impactcee.com/
mobilityrevolution/2019/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利益 - 
中小企业透明度的综合报告”
项目
2019-09-04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与来自匈牙利，英
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和罗马尼亚的
合作伙伴将实施一个项目，旨在为中小企
业制定良好的综合报告实践。 作为“利
益- 中小企业透明度的融合报告”项目的一
部分，将开发一个模型综合报告框架，一
个实用指南，支持在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
值的背景下对业务和报告成果进行综合思
考，以及在综合报告中确定六个资本的混
合学习形式的培训材料。 项目合作伙伴包
括匈牙利布达佩斯商学院、英国利兹贝克
特大学、德国莱茵瓦尔应用科学大学、意
大利乌迪内大学、罗马尼亚Babeş-Bolyai
大学、比利时MAC-Team、比利时针对
中小企业和匈牙利BUSINESSHUNGARY 
EFFA。

波兰欧洲预算和人力资源专员
2019-09-05
2021  -  2027年期间支持研究和科学领
域的方向，多年度金融框架，提高欧洲
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加强经济创
新是欧洲专员Günther Oettinger访问
期间讨论的主要议题。 波兰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企业家
和技术部部长Jadwiga Emilewicz、
科 学 和 高 等 教 育 部 副 部 长 W o j c i e c h 
Maksymowicz、Łukasiewicz研究网络
主席Piotr Dardziński和Andrzej Sadoś大

使参加了与欧盟预算和人力资源专员的会
议。

Andrzej Duda总统：我们希
望科学与工业之间的联系在波
兰变得更加强大
2019-09-12
波兰总统Andrzej Duda在参加第四届波
兰力学大会与在克拉科夫举行的第二十三
届国际力学计算机方法大会时表示：“
我们感到自豪的是，这次大会证明了国际
社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联系- 机械
学专家，以共同的研究激情为指导，共同
关注文明的未来。” Andrzej Duda总统
表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我们
国家的科学与工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深，
它们提高了波兰的创新和竞争力，它们有
助于我们本土公司的成功和扩展到全球
市场。“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Jarosław Gowin在讲话中指出，没有强
大的工业，任何国家都无法确保其公民的
繁荣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他强调，挑战在
于尊重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与经济的快速和
有活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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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坦德大学奖学金
2019-09-13
截止至2019年9月30日可以申请桑坦德大
学奖学金项目。 作为数字技能计划的一部
分，来自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西
班牙，哥伦比亚，墨西哥，德国，秘鲁，
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美国，乌拉圭
和英国的100人将获得桑坦德IE  - 数字DNA
奖学金。 西班牙IE大学的IE学院之一的IE人
文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授将以英语和西班
牙语进行在线培训。计划面向过去2年的学
士和硕士研究生以及不早于2014年获得文
凭的毕业生。 奖学金获得者将参加两门课
程。“创新新技术”课程旨在从公司的角
度展示技术发展的道路以及公司如何利用
技术创造竞争优势。“商业中的数据科学
和可视化”主要是开发数据及其可视化工
作能力的实践课程以及数据科学在公司发
展中的应用。 更多信息： https://www.
becas-santander.com/es/program/
santander-ie-digital-dna?fbclid=IwA
R1Zt2YRTPoVgN07YOtN5Brxt8PPPzNL8
9N_Ghlt6JfZJmh-v1vFWsHIvT4

“企业发展与创新”获得一亿
欧元资金
2019-09-17
在第三届挪威和欧洲经济区基金会议开
幕 式 期 间 ， 波 兰 投 资 和 发 展 部 长 J e r z y 
Kwieciński宣布波兰将获得35亿波兰兹罗
提将用于与其他项目有关的项目。 前三
个项目是在挪威和欧洲经济区基金下启动
的：“教育”，“研究”和“地方发展”
。不久将实施第四个项目如：“文化、民
政、健康、创业发展和创新”。 第三届计
划下的一亿欧元将分配给“企业发展与创
新”计划，该计划将由波兰企业发展局管
理。微型，中小型企业将能够申请支持，
并将在相继宣布的电话中提交申请。

绿山城大学科技园工业技术论坛
2019-09-20
绿山城大学科技园、西部工商会、雀巢和
科斯琴 - 斯武比采经济特区邀请各位参加
第二届工业技术论坛。 论坛将于10月29

日至30日在新科谢林科技园区举行，论
坛期间将回答以下问题：如何降低生产成
本，哪些投资将有助于产生更大的利润，
在哪里为公司的发展筹集资金，如何提高
效率员工的工作安全，如何提高他们在市
场上的竞争力以及带来新技术投资的好
处。 该论坛面向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以下公司的代表宣布参加此次活动：库
卡，西门子，Schunk，MPLAB，Oberon 
3 D ， K y o c e r a ， 3 M ， M e r c u r y 
Tools，DMG MORI和TTPSC 。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访问
普瓦维新化学合成研究所
2019-09-20
副总理兼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在普瓦维新化学合成研究所会议上
说道：“建立Łukasiewicz网络的两项创
新法律，知识产权和改革研究机构是我们
在办公方面取得的成功，这有助于在科学
和经济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科学部新闻
发言人Katarzyna Zawada在Twitter上公
布：“副总理Gowin访问了Łukasiewicz
网络最大的研究所之一。普瓦维新化学合
成研究所正致力于化学工业的创新解决方
案，尤其是化肥。” 在访问期间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强调大学和研究所之间
的合作应该更加集中。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补充道：“在这方面，我欢迎在卢
布林经济与创新大学和普瓦维新化学合成
研究所之间建立合作的倡议。”

华沙InnoSHARE UNIversity活动
2019-09-23
2019年10月10日哥白尼科学中心将主办
InnoSHARE UNIversity。这是一个为创
新者，富有进取心的科学家，博士生和学
生，深度科技创业公司，研发公司员工，
投资者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生态系统代
表组织的国际活动。 450名与会者将参加
此次活动，来自国内外的40多位发言人将
出席讨论，他们将在未来大学，新燃料和
能源，无人机，未来城市，新食品，医疗
保健，生物技术，化学等领域展示问题。
和新材料，光子学和人类科技。 活动特邀
嘉宾是Arno Meerman，全球大学产业创

新网络（www.uiin.org）的联合创始人兼
总干事，他将讲述未来大学的样子以及科
学与商业之间的合作。

Łukasiewicz科学与商业合作
研究网络主席
2019-09-25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主席Piotr Dardziński
在接受经济门户网站wnp.pl的采访时说
道：“有些机构在业务合作方面拥有丰富
的经验，我们也利用这些关系。我们的任
务是保留原样，同时找到新的合作伙伴，
并与组织内的业务建立更多联系。 ” Piotr 
Dardziński解释，网络化机构已经在与
Elemental Holding和Eneris合作。他们很
快将开始与波兰国家铁路公司（PKP），
铜矿冶炼厂（KGHM）和Azoty合作。 项
目应该由准备好响应业务需求的机构联盟
来实施。它可能是一个项目，不一定由企
业自筹资金，可以通过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的竞赛或欧洲的资助来资助。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
联盟实施Dialog 2.0项目
2019-09-27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比得哥什
工业集群集“波美拉尼亚与库贾维雇主”
组成的联合体-雇主联盟将实施“Dialog 
2.0”项目。 项目旨在设计，实施和传播大
学与其外部环境之间对话与合作的关系模
型。设计模型的新公式是将自主对话（与
企业家单独进行）与机构对话（通过代表
性对话伙伴作为社会对话机构的一部分进
行）相结合的方法。 项目计划的活动-潜在
审核，与大学研究团队建立区域公司和商
业环境机构的合作网络以及举办一系列智
能实验室是2.0环境的一部分，有助于使用
现代技术并将其与人类对创新发展的承诺
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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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展局奖励职业学校学生
毕业论文
2019-09-30
工业发展局管理委员会对适用于与企业管
理，重组和创新相关的最佳硕士，学士和
工程学论文的作者颁发了奖项。 颁奖典
礼出席者包括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长Jarosław Gowin和公共职业大学校长
会议主席Witold Stankowski教授。 科学
和高等教育改革的优先事项之一是《科学
宪法》，目的是使职业学校的教育条件适
应雇主的期望，从而增加毕业生在劳动力
市场上的机会。副总理Jarosław Gowin
说，这项改革加强了那些法律手段，使大
学能够对现代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变
化的需求作出充分的反应。 获奖者名单
为： 硕士论文： 来自沃姆扎国立信息技术
与创业大学的Ewa Wnuk的 “设计和研究
具有注册工厂中选定的重要参数功能的智
能服装”论文。 学士学位论文：

来自国立高级职业学校Kamila 
Oklejewicz的“以XYZ公司为
例，能力模型在人力资源管理
中的应用”论文；
来自奥斯威辛国立职业大学的Witold 
Pilecki的 “生活用水处理过程中的质量管
理”论文；
来自沃姆扎国立信息技术与创业大学的
Julian Skowroński “自动机器人的原型，
用于处理仓库和装卸区之间的托盘移动”
论文。

奥尔什丁跨学科创业学院
2019-10-03
奥尔什丁瓦米亚-马祖里大学商学院实施的
第三届“跨系创业学校”计划的招募第一
阶段将持续至2019年10月16日。 商学院是
波兰唯一面向所有大学系的学生和博士生
的学院，免费为学生准备业务。学院将展
示如何成立一家初创公司，如何专业地准
备一份商业计划。所有这些都是在自己经
营业务的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完成的，他们
将是聆听者在准备最终将要引入市场的所

有文档和业务模型时的指导者。 学院院长
Bogdan Włodarczyk教授说道：“商学
院是为那些对商业感兴趣或已经对某项业
务有想法的本校学生和博士生而设，还将
照顾那些希望将其商业化的研究项目。”

华沙大学研究人员调查了中小
企业存在的法律问题
2019-10-03
华沙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的研究人员创
建了一份报告，显示了波兰的中小企业
如何使用该法律。 2019年10月7日将在
Iuridicum II大学举行一次会议，推广其工
作成果。 中小型企业的法律准入项目经理
Jan Winczorek博士和博士国家和法律科
学研究所的Karol Muszyński在华沙大学
已经执行了两年。科学家从国家科学中心
获得了一笔资助。波兰最大的关于波兰中
小企业使用法律服务和法律机构的实证研
究。 报告将确定以下问题： 中小企业面临
哪些法律问题； 中小企业在什么情况下会
使用法律，法律机构和法律服务来解决其
业务问题； 哪些障碍使企业家难以使用法
律工具和机构来解决业务问题。

格丁尼亚海军学院与Energa 
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2019-10-04
格丁尼亚海军学院与Energa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协议。大学的目标是在
教学与教养，研究与开发以及安全科学，
组织和管理学科的研究与开发领域中的教
育，科学，文化和环境合作。 合作将通过
科学院根据对Energa集团的需求和劳动
力市场的期望的分析准备教育实施。签署
方希望一起组织培训，会议，研讨会和讲
习班。 双方都期望高效有效地执行任务以
刺激Energa集团的发展，增强人的潜力
并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合作协议旨在提高
Energa集团员工的教育质量，并增强对国
家安全，公司环境和员工自身安全的认识
和责任。

波美拉尼亚科技园 “数字汉
莎”项目
2019-10-08
格丁尼亚波美拉尼亚科技园和格丁尼亚市
加入了国际数字汉莎计划，计划将与瑞典
卡尔斯克鲁纳和立陶宛克莱佩达共同合作
实施。合资企业由瑞典研究所资助。 项目
旨在在市政当局与在其运营的科学技术园
区，大学和ICT集群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以加强整个波罗的海地区本地ICT公司
的创新和竞争力。 作为三个研讨会的一部
分，项目合作伙伴将尝试确定ICT公司遇到
的发展问题，并确定可以增加波罗的海地
区这一行业发展动力的工具。伙伴关系的
最终目标是制定一个实施项目并为欧盟共
同出资准备申请。

格沃夫国立高级职业学校毕业
生获得工业发展局竞赛
2019-10-09
来自格沃夫国立高级职业学校的毕业生
Grzegorz Kocór赢得了工业发展局以及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名誉赞助下获得最
佳硕士学位，学士学位和工程论文。 论
文“分析由变频器驱动的绕线机的运行情
况”获得了工程类别的二等奖。 比赛旨在
提高学术界对波兰经济发展关键问题的兴
趣，并选择以下领域的最佳作品：工业创
新，企业重组和有效管理。颁奖典礼和颁
奖仪式在华沙举行，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Jarosław Gowin参加了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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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库亚维-波美拉尼亚省项目
2019-10-10
比得哥什和托伦的大学将参与“库亚维-波
美拉尼亚省大学所产生的科学解决方案和
专利加速计划”项目。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通过“ DIALOG”计划为项目拨发了资
金。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卡兹
米尔兹·维尔基大学、哥白尼大学、银行
大学和托伦国立职业大学将参与该项目。 
项目旨在支持旨在实施解决方案的活动，
这些解决方案可提高科学研究的质量和竞
争力-与国际化有关，对开展的活动进行
有效评估，并加强科学和教学人员，还将
刺激创新并建立科学与经济之间合作的机
制。

奥波莱公司将为波兰滑雪运动
员提供鞋子
2019-10-15
来自奥波莱地区的Nagaba公司将为波兰
的跳高滑雪运动员配备专业的鞋类。为了
改进产品，公司已在奥波莱省经济发展中
心获得了欧盟资助。 资金被分配给专利
律师和技术咨询服务，用于选择生产我们
的跳线鞋的材料。出于技术原因，套头鞋
主要由具有皮肤所有特性的纯素食材料制
成，但在实验室中制成。 品牌所有者Ewa 
Nagaba说道：“跳鞋确实有点手工艺。
当然有些部分需要机器来完工，但是许多
要素必须手动完成。因此，我们也以小规
模生产为己任，能够制造出真正满足个人
需求的产品。”

Azoty ZAK集团建立研发中心
2019-10-21
Azoty ZAK集团将建立研发中心以支持
OXO领域和塑料加工领域方面的创新，集
团下的Kędzierzyn公司已获得实施战略投
资所需批准。 研发中心是公司扩展研究基
础设施，增强员工创造创新解决方案和保
护知识产权潜力的又一步。 项目是2018年
启动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实验室的延续，实
验室使Azoty ZAK 集团有可能在实验室规
模上复制生产过程并对获得的样品进行全
面测试。 投资是Azoty集团更新战略的一

部分，将有助于通过添加其他特殊酯来扩
大公司的产品范围，并扩展产品链和将醛
加工成特殊产品。

国家农业银行提供创新支持资
金
2019-10-22
波兰国家农业银行已启动第六次欧盟智能
发展计划技术奖金竞赛。微型，中小型企
业可以申请创新资金，单笔赠款可能高达
600万兹罗提。 要申请支持，企业家必须
提供自己开发的技术或与外部实体合作开
发的技术。想要购买特定技术许可证的企
业家也可以申请资金。最重要的是，由于
其应用而产生了新的或明显改进的产品或
服务。 各行各业的公司都可以利用技术创
新贷款。通常，食品，家具，印刷，汽车
和建筑行业的企业家提交了资金申请，航
空航天甚至航天行业也有代表。

第七届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波
兰企业家大会
2019-10-23
10月24日至25日第七届波兰企业家大会将
在奥尔什丁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举行。活
动是由波兰企业局组织的，由瓦尔米亚-马
祖里大学和欧洲企业发展基金会共同组织
的。 波兰企业家大会计划包括关于波兰和
欧洲经济最重要问题的近30个讨论小组。
问题包括创新，区域和地方政府的发展，
现代商业服务，国外扩张，高等教育，能
源，医药和工业4.0等主题。 在大会期间
举行了B2B会议，与会者将有机会与宣布
参加此次活动的法国，立陶宛，乌克兰，
美国，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代表建立
关系。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未来产业
技术学习工厂
2019-10-28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所在的科学联盟将实
施由企业家和技术部资助的“未来工业技
术学习工厂”项目，项目作为“数字创新
中心服务标准化以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
竞赛的一部分进行。 项目将建立一个创

新，技术解决方案和能力领域的专家，咨
询和实施服务中心，以发展和参与第四次
工业革命。 项目首要目标是在本地企业，
商业环境部门，研究小组，政府和教育机
构之间传播知识并传播“工业4.0”的思
想。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成为数字
创新中心领导者之一
2019-11-05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已成为企业家和技术
部数字创新中心的领导者之一。新研究
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支持企业家进行数字化
转型。 技术解决方案将成为枢纽活动的
主要领域，包括5G技术的连接性，学习
算法（人工智能），包括自治系统，物联
网，建筑信息模型，云计算，增强和虚拟
现实，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计算机集成
生产，3D打印的网络安全和附加技术 在
接下来的两年中这些枢纽将开展信息以及
示范，培训和咨询活动，从而使中心能够
提高服务标准。在此过程中枢纽还将与
Future Industry Platform以及彼此之间
建立深入的合作。 更多信息： https://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powstana-huby-innowacji-cyfrowych-
pwr-jednym-z-liderow-113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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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经济大学关于创意部门
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2019-11-08
波兹南经济大学科学家的《衡量可持续
发展-创意经济的观点》著作在国际可持续
发展与世界生态杂志上进行了发表。 波兹
南经济大学的Jan Fazlagic教授和Robert 
Skikiewicz博士关注可持续发展，即在维持
社会，生态和经济平衡的同时确保经济增
长。作者承诺分析解释创意部门对可持续
发展的影响的问题。他们研究了80％以上
的人口。询问受访者有关态度和当地政策
对投资环境的影响的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
波兰地方政府官员仍然相信对坚固基础设
施的投资并吸引生产性投资。该出版物表
明地方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有新的干
预领域。 更多信息： https://ue.poznan.
pl/pl/aktualnosci,c16/aktualnosci,c15/
wplyw-sektorow-kreatywnych-na-
zrownowazony-rozwoj,a90754.html

Piotr Dardziński：分散机构的
潜力应有效地提供给企业家
2019-11-08
Ł u k a s i e w i c z 研 究 网 络 负 责 人 P i o t r 
Dardziński在接受《我的公司波兰》杂志
采访时说道：“我们希望与对业务和生活
拥有创新方法的人们合作。 Łukasiewic
研究网络的创建是为了有效地将分散的研
究所的潜力提供给企业家。我们必须为
承担这些项目的财务承诺做好准备。” 
Piotr Dardziński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创
新领域中波兰的解决方案和技术可以是独
一无二的。 Piotr Dardziński指出：“在
我看来，借助氮化镓，我们可以建立巨大
的国际优势。基于它的波兰技术可用于微
电子学。它取代了硅并创造了使晶体管设
计和雷达功能发生革命性变化的观点。在
国防方面，这是非常有前途的。” Piotr 
Dardziński认为，在数字化，大型数据库
处理和人工智能使用方面波兰也具有潜
力。

西里西亚大学将创建创意和协
作中心
2019-11-14
加强西里西亚大学与商业环境之间的合作
是西里西亚大学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之
一。为此大学将创建区域性和大学间的创
意和合作中心SPINplace。 SPINplace
专为希望开始或发展其业务活动，对新产
品或服务有想法并正在寻找一个有利于在
代表各个技术领域的学术界与商业世界之
间建立联系的空间的人而设计。 项目涉
及为有兴趣发展创新企业家精神的人们创
造一个多功能空间。中心将扩大他们的能
力，交流经验，并与学术界和商业界的代
表建立合作关系。 西里西亚大学将在西
里西亚省区域运营计划下获得2500万兹
罗提项目实施资金。 更多信息： https://
www.us.edu.pl/ponad-25-mln-zl-na-
utworzenie-centrum-kreatywnosci-i-
coworkingu-spinplace

波兰经济发展论坛
2019-11-19
2019年11月21日至22日第二届波兰经济发
展论坛将在克拉科夫经济大学学生经济分
析研究所举行。 论坛将就波兰的经济状况
交换意见并扩大经济科学知识。 作为论坛
的一部分，将进行讨论和整合。 会议主题
范围包括：社会不平等； 企业家精神和创
新； 气候和绿色经济； 国际关系；人口; 
财务，税制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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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总统支持与大学的业务合作
2019-11-20
波兰总统新闻发言人Błażej Spychalski
在庆祝无线电通信发展和多媒体技术支
持基金会成立20周年庆典上表示，总统
Andrzej Duda的优先事项之一是支持影响
商业与波兰科学与波兰大学之间合作发展
的格式。 基金会执行的任务是整合科学界
与经济界。周年纪念之际，安德烈·杜达
总统为基金会献上了波兰国旗。基金会符
合总统的经济优先事项。他说，在总统看
来，企业，大学和基金会之间的合作非常
重要。 Błażej Spychalsk补充道：“从波
兰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事情。 总统真的很关心企业与大学之间的
合作会尽可能地发展，基金会表明这是可
能的。”

琴斯托霍瓦人文科学大学与中
小企业合作
2019-11-22
琴斯托霍瓦的Jan Długosz人文自然科学
大学法律与经济学院正式开始与中小企
业监察员合作。中小企业副发言人Jacek 
Cieplak与大学校长Anna Wypych-
Gawrońska教授签署了合作协议书。 合
作旨在找出对活动产生怀疑的法律问题，
申诉专员办公室，大学在该领域的科学研
究，并使申诉专员了解其结果。 中小型企
业监察员负责保护中小型企业的利益。他
的目标是就有关企业家利益和开展业务活
动的原则的法律法案草案提供意见，并协
助组织企业家与行政部门之间的调解。

波兰最大的游戏产业支持计划
2019-11-22
波兰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NCBR）已宣
布第四届GameINN计划正式开始。 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将拨出1亿兹罗提以支持
最佳项目。 2016年波兰视频游戏市场价值
为18.5亿兹罗提。 2019年的预测约为22.3
亿。 GameINN部门计划的目标是到2023
年提高波兰视频游戏生产商部门在全球市
场上的竞争力。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
Jarosław Gowin说道：“视频游戏生产

商部门是我们在全球的展示柜。 但是波兰
创意产业的技术和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成
功不仅仅是骄傲。 这些都是对我们经济的
真正好处，而且会如实施的项目的主题会
所表明的那样。”

数字化部正在为波兰人工智能
专家培训建立模型
2019-11-25
数字化部已与十所大学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以创建一种由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网络
安全领域最高级专家组成的系统教育模
式。 项目将在2020-2023年实施，项目价
值为8100万兹罗提。 数字化部长Marek 
Zagórski于11月20日签署了与创建数字技
术创新应用学院（AI Tech）的联盟中的10
所大学代表的意向书。 项目将涉及在制定
第二轮研究计划指南之前，先要诊断人工
智能，机器学习和网络安全领域劳动力市
场的需求和趋势。根据这些指南，将在该
联盟的大学中开展第二轮研究。 科学联盟
包括： 华沙大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力学
学院、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物理，天文学
和应用计算机科学学院，数学和计算机科
学学院、弗罗茨瓦夫大学数学和计算机科
学学院、AGH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电子
与电信学院，电气工程，自动化，计算机
科学与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物理与应用计
算机科学学院、密茨凯维奇大学数学与计
算机科学学院、华沙科技大学电子与信息
技术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弗罗茨
瓦夫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管理学院，电
子学院、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波兹南科技
大学、军事技术大学（控制论系）计算机
科学学院。

经济科学领域最佳硕士学位论文
2019-11-26
波兰国家银行第十二届经济科学硕士最佳
论文奖竞赛已经结束，竞赛由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长和波兰科学院院长名誉赞助。 竞
赛旨在发展波兰的经济思想并提高学术界
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尤其是货币政策和金融
市场的兴趣。 来自华沙大学的Wojciech 
Jędruszczak的主题为“波兰2004-2016年
失业的随机趋同模式”论文获得了第一名

及15000兹罗提奖金。 来自华沙中央商学
院的Jakub Klimaszewski的“澳大利亚房
地产市场对2007-2010年全球危机的抵抗
力，条件，过程，原因”论文获得了第二
名及10000兹罗提奖金。 来自罗兹大学的
Justyna Janiec的主题为“资本和流动性
法规对波兰银行业的影响”论文获得了第
三名及7000兹罗提奖金。

Łukasiewicz航空学院成为无
人机市场创新的领导者
2019-11-28
无 人 机 将 运 送 包 裹 ， 控 制 能 源 网 络 ，
工业设施并保护边界。 波兰工业和
Łukasiewicz的工程师希望在其中占有相
当大的份额。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及其
华沙航空学院希望成为支持企业实施无人
机市场创新的领导者。 Łukasiewicz-航空
研究所副主任Sylwester Wyka强调说：“
我们的合作伙伴甚至是内华达自治系统研
究所（NIAS）。我们将与美国研究所一起
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领域创建联合能力中
心。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周期性的BSL
测试在美国领先的科学和工业组织的参与
下组织起来，其中包括美国航空航天局。 
Łukasiewicz-航空研究所是唯一在市区参
与这项独特的BSL测试计划的波兰机构，该
项目是该地区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项目
之一波兰和美国之间的研发。”

Photo by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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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精确技术学院
2019-11-29
西里西亚大学精确技术科学学院在科学
与商业协同类别中获得了Symbol 2019奖
章。在由“ 法律日报”编辑发行的“市场
监控器”和由“ 共和党报”发行的“业务
监控器”的计划中得到了认可。 Dziennik 
Gazeta Prawna以具有最高管理质量和
所采取措施为特征的公司和机构将获得标
志。计划增强了获奖实体的正面形象，并
提供了建立新业务联系的机会。 评审团赞
赏大学科学家致力于实施不仅对科学知识
重要的项目，而且对那些承担重要社会问
题并为商业部门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的项目
的承诺。该大学认真聆听该地区的需求，
提供知识，设备，信息，图书馆和住房资
源以及其成就和发现。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
学举行数字技术会议
2019-12-05
华沙红衣主教StefanWyszyński大学数字
科学与技术中心邀请各位参加与12月5举
行的“方向创新，面向未来数字经济的科
学”科学会议。 会议将致力于数字技术的
开发和实施。数字科学与技术中心的员工
将介绍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多
学科研究中心项目的进展，以及红衣主教
Stefan Wyszyński大学数字技术中心战略
和成就。 与会人员将能够学习有关人工
智能，大数据问题或人类学数字解决方案
的知识。演讲者将展示什么是医学中的视
觉分析，解释建模，可视化和高级数据分
析，用于3D打印的设计材料以及在极端条
件下的工作，还将介绍用于城市基础设施
的智能诊断系统如何工作。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农业与生
物工程学院获得2019象征称号
2019-12-09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
获得了2019象征称号。 与“ 法律日报”一
起分发的“市场监控器”以及与“共和党
报”一起发布的“金融监控”的两个独立
的增补程序已经运行了9年。 授予的符号

表示对公司和机构以前的活动和成就的赞
赏，这些活动和成就以最高质量的管理和
计划为特征。 奖项还用于区分具有创新能
力，在市场上处于强势地位并通过基于知
识和能力的智能机制改变环境的实体。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商业服
务领袖协会赞赏
2019-12-10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已获得波兰商业服
务领导者协会的认可，商业服务领导者协
会（ABSL）在过去两年中对现代商业服务
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ABSL是一家领先
的组织，代表波兰的现代商业服务。与政
府，地方政府机构和大学合作，以提高进
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员的资格并提高波兰的  
投资吸引力。作对那些有助于发展现代商
业服务业潜力的实体给予表彰。 在会员公
司管理会议上颁发了十个奖项。卡托维兹
大学在与现代商业服务部门合作方面一直
被认为是教育领导者类别，致力于开发最
佳的教育计划。

EkSoc启动
2019-12-11
罗兹大学经济与社会学系与在其内运作的
商业委员会共同组织了第二届EkSoc Start 
UP竞赛，竞赛获奖者 您、最多可获得20,
、000波兰兹罗提（PLN）的资金来实施其
经营理念。 比赛面向罗兹省的学生，申请
截止日期至2020年1月31日。 比赛分为两
个阶段。 首先，学生（个人或最多5人）
通过填写在线表格发送他们的商业想法。 
竞赛评审团从所有参赛作品中选出10个最
佳创意。 以这种方式入围的决赛选手进入
第二阶段。 他们会得到导师的照料-商业领
袖和一系列专业的商业培训，这将使他们
能够完善项目，然后在最后的盛典中向评
审委员会和听众展示。 更多信息： http://
www.eksocstartup.uni.lodz.pl/

Hydromech 股权有限公司获
得使用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科学
家发明权利
2019-12-12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和Hydromech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公司
获得了由机械工程学院的力学和机电一
体化系开发的有关卫星发动机精确机构
的发明使用权。 Hydromech 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主席Karina Gronkowska说
道：“我们很高兴在我们的发展计划中，
我们可以支持该国领先的研究型大学，即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研发潜力。我们已获
得许可权的解决方案就是这种创新的完美
典范。 ” 更多信息： https://pg.edu.
pl/aktualnosci/-/asset_publisher/
hWGncmoQv7K0/content/umowa-
licencyjna-na-wynalazek

科萨林科技大学是中波美拉尼
亚开发项目负责人
2019-12-12
科萨林科技大学将实施“中波美拉尼亚的
智能发展-创造该地区竞争优势的创新方
法”项目。活动合作伙伴是科萨林工商业
联合会，北部商会和环境科学基金会。 项
目实施将有助于在建立竞争优势的背景下
对该区域的创新潜力进行诊断和分析。它
尤其关注为了在创新和竞争力网络的背景
下识别和评估经济潜力，识别和评估物流
基础设施要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
评估社会和人力资本的水平和质量。 项
目最重要的结果是为中波美拉尼亚地区选
择智能专业，并确定潜在的创新来源，这
是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长接受“对话”计划
资助的项目。 更多信息： http://www.
tu.koszalin.pl/art/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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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尔斯克 - 比亚瓦“科学，创
新，商业”会议
2019-12-16
别尔斯克 -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大学第四次
组织“科学，创新，商业”会议，会议于
12月16日星期一举行。 这是一次全国性的
独特会议，因为“一方面，这里是聆听专
家演讲的地方，也是在科学界人士与商业
界之间交换意见和想法的地方。” 会议旨
在激发当地企业家和科学家社区思考创新
的发展并提高实施新技术的效率。 会议主
要议题之一将是关于研究网络活动和国际
规模研究资金的演讲。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将与
Mokate集团合作
2019-12-17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已与Mokate集团签署
了合作协议。这是与社会经济环境不断发
展的联系网络的一个例子。公司将利用科
学家的专业知识-包括在设置生产活动的
路径时，还将参与针对大学生的教育和实
习计划。 与经济环境的有效合作包括：组
织学生的学徒和实习，找工作的协助，以
及进行调解，以确定可以对公司的外部研
究和咨询工作做出回应的大学专家。 合作
协议也是激发获得独特机会参加合资企业
的学生的基础。然后，雇主拥有广阔的视
野，使他们能够从事教育潜在的未来雇员
的实践方面。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983

波兹南经济大学研究员获得波
兰智能发展奖
2019-12-17
来自波兹南经济大学的Ewa Sikorska教授
因实施由国家科学中心资助的“光谱指纹
作为检测果汁质量的工具’”项目而获得
了2019 波兰智能发展奖的未来科学家类别
奖项。 来自波兹南经济大学质量科学研究
所技术和仪器分析系的一组科学家在Ewa 

Sikorska教授的指导下研究了果汁，苹果
汁和浆果汁以及混合汁。在研究中科学家
使用了光谱学方法。 波兰智能发展奖的获
奖者是在工作中表现出面向未来方法的实
体和个人，其活动构成了该国可持续经济
发展的基础。奖项的内容合作伙伴是西里
西亚科技大学的西里西亚商业道德与可持
续发展中心，以及智能发展中心组织者。

商业服务领导者协会奖
2019-12-20
华沙科兹敏斯基大学因其通过提供一流的
高等教育课程以促进学生的进一步发展，
对教育领导者类别中的商业服务部门的动
态发展做出的贡献而获得商业服务领导者
协会（ABSL）的殊荣。 美国驻波兰大使
Georgette Mosbacher颁发了ABSL特别
奖，以表彰其为支持投资者建设现代商业
服务业提供的重要服务，副总理兼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为在政
府与雇主之间建立对话方面的重要服务，
支持创新经济的发展。 现代商业服务业拥
有超过30万名员工员工创造了波兰GDP的
3％，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提高了波兰经济的
竞争优势和吸引力。

凯尔采地区智能专业科学与实
施中心
2019-12-24
凯尔采科技大学为科学家和企业家建立了
现代化的基地。地区智能专业中心大楼内
的工程即将结束。 新设施将推动企业家精
神和创新经济的发展。 项目将创建六个新
实验室，另外六个将配备现代化设备。 科
学家将在人工智能创新的3D建模，工业过
程自动化和纳米技术等方面进行研究。 凯
尔采科技大学校长Wiesław Trąmpczyński
教授道：“这应该是连接科学与商业的桥
梁。在安静的实验室中发生的事情将由业
界使用。”

西里西亚物联网集群
SINOTAIC
2019-12-24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是西里西亚物联网集群
SINOTAIC创始人之一。群集的发起者是西
里西亚省政府和Smart Secure Networks
有限责任公司，这是波兰第一个这样的
实体-告。 集群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西里
西亚省公司与科研机构以及公共管理和
业务支持组织之间发展持久的合作。集群
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物联网开发产品和解
决方案，特别强调网络安全。 在集群内
将实施联合研究和实施项目，并将其结果
有效转移和商业化，作为业务运作的一
部分。该集群还将负责通过集成本机解
决方案在西里西亚在物联网领域创建一
个实施中心。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991

什切青大学科学家获得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奖项
2019-12-30
来自什切青大学的科学家因开展国际研究
而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奖项，研究成
果发表于“欧洲中小型企业的可持续营销
理念：食品和饮料行业的见解”。 研究
成果被认为是杰出的创新科学成就。研究
获得了由波兰国家科学中心组织和资助
的“Harmonia”竞赛。 研究涉及可持
续营销的概念及其在某些欧洲市场上的应
用，这些市场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是多样
化的。研究与英国利兹贝克特大学、克罗
地亚萨格勒布大学、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
学、德国埃伯斯瓦尔德可持续发展大学和
西班牙莱昂大学联合实施。



405

高等教育
IN POLISH SCIENCE

2018-2019



HIGHER EDUCATION 2018-2019

406

为博士生提供奖学金
2018-02-01
如果您在进行与医学科学相关的技术研
究并且您的博士论文已经通过了审查，
那么您将有机会获得由Czesław M. 
Rodkiewicz奖学金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
申请奖学金的条件为：波兰公民且永久居
住在波兰， 已获得波兰大学的工程师文
凭，博士论文已通过审查。
在资格审查过程中，评审团将考虑该博士
论文对科学的影响及贡献，学员的学术成
就以及两位推荐人的意见。
申请表格和所需文件请邮寄到以下地址：
Janusz Wójcik, President 622 Wahstao 
Rd Edmonton, Alberta, T5T 2Y4 
Canada,
截止日期为2018年4月30日。
您可以在基金会官网上查看更多信息。
http://cmrsf.ca/Fundacja.htm

第一个“国际之星”
2018-02-01
来自终身教育研究部门和波兹南国际理工
学院的艾米丽亚.吴怡查克Emilia Wojtczak
在第一届环境学术颁奖典礼上赢得了“国
际之星”的新星称号。
奖项为亚罗思夫.高温Jarosław Gowin-
波兰副总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荣誉赞
助，目的是为支持波兰高等教育和科学国
际化。
艾米丽亚.吴怡查克Emilia Wojtczak 
是“PP世界-跨文化咖啡馆”项目的作者
及创作者。目前她正积极地为在中国和印
度的新校际倡议而工作，她还发起了"PUT 
Buddy"计划来支持在波兰的外国留学生。
更多
h t t p s : / / w w w . p u t . p o z n a n .
p l / p l / a k t u a l n o s c / g w i a z d a -
internacjonalizacji-na-pp

波兰学生申请帮助盲人
2018-02-02
由波兰学生自主创建的帮助盲人应用程序
正在各个大学间进行。

这个为视觉障碍人士设计的应用程序是历
经24个小时，由14个团队编写的2万多行
代码，它只有简单的收视和直观页面，并
且可以通过语音进行控制来达到正常听课
的功能。这个创新点子由来自华沙和克拉
夫曾经在校园应用挑战赛中获得黑马嘉奖
的学生提出，目前，他们在专业人士的指
导下开发了软件并且计划在波兰40多个大
学中实施此软件。
查看活动报告：
h t t p s : / / w w w . f a c e b o o k . c o m /
indoorway/videos/819111474960307/

NCBR与NCN的合作协议
2018-02-02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与国家科学中心签署
了一份关于激发波兰科学潜力的合同。
NCBR与NCN之间的合作为波兰科学家提
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是由NCRD
资助的TANGO计划的一部分，总金额为
4000万兹罗提。
TANGO项目的目标是为应用研究和工业研
究人员在实践中能够发挥作用创造更多的
机遇，该项目没有专题限制，可以为各个
领域的研究项目。
我们将尽我们最大的可能来确保为研究人
员提供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时的最佳
条件。波兰副总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Jarosław Gowin说：“我们今天所签署
的协议是向改善波兰科学和经济扶持机制
的完善又迈进了一步。”
更多：
http://www.ncbr.gov.pl/aktualnosci/
art,5912,ncbr-oraz-ncn-zaciesniaja-
wspolprace.html

波兰科技创新代表--软件工程
师
2018-02-05
在波兰工作的25万名软件工程师是中欧
和东欧所有雇佣的软件工程师的四分之
一，“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工程师之
一”---Stack Overlow的作者在2017年度
中东欧发展商情观中说。
波兰的大学培养了将近一百万名的大学

生。华沙有69所高等教育机构，弗罗茨瓦
发有27所，波兹南和克拉科夫均有21所高
等教育学府。同样拥有最优秀大学的城市
为卡托维茨，罗兹和三连城（格但斯克，
索波特，戈丁尼亚），这也是在那里有数
量众多的科技创新公司的原因。

稀土金属是钻石补助金项目的
主题
2018-02-05
来自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技术物理与应用数
学系博士候选人KarolinaGórnicka获得
了第六届“钻石补助金”比赛。她的命题
为“R-Rh和R-Rare（R-稀土）”的项目获
得了21930波兰兹罗提。
每年本科毕业生或者学生都可以申请钻
石，赠款进行自己的研究。 该计划由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组织。

经济实用房
2018-02-06
学生将在Mieszkanie Plus（Flat Plus）项
目中为中小型城市设计独栋住宅（2 + 3）
。此次竞赛在华沙举行，波兰副总理，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Gowin届时将
会参加。 此前，学生提出了城市多户住宅
的建议。
Mieszkanie plus计划将增加可供租用的廉
价公寓，并可选择逐步购买物业。 这是一
个针对经济相对不宽裕群体的计划。 Biał
aPodlaska，Wałbrzych，Gdynia，Wa
rsaw，Kępno和Katowice已经开始建造
1,700套“第一套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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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和华沙正在建立癌症
和量子技术研究中心
2018-02-07
波兰科学基金会为在格但斯克和华沙设立
的三个国际科学中心提供了1.09亿兹罗提
的捐款。
量子技术国际理论中心将在格但斯克大学
成立。 研究会在电脑里使用量子米铝的技
术。外国合作伙伴将是奥地利科学院的研
究所量子光学与光量子信息（IQOQI）。
量子光学技术将被华沙市中心的科学家负
责-- Konrad Banaszka教授。 他们将与牛
津大学合作。
格但斯克将成立一个癌症研究中心。 这项
工作将由来自瑞典的Jan Dumański博士和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Arkadiusz Piotrowski
博士一起负责。

智能手机帮助残疾人学习东方
语言
2018-02-09
华沙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开发了一款专为帮
助盲人和手功能障碍的学生学习中文、日
语以及阿拉伯语的智能手机应用。语言学
习过程采用了听说的方式，而代替了“符
号”学习。通过一年的学习，学生目标实
现带到A2的语言水平。
“我发给学生一个文件，由智能手机朗读
文件内容。”以为在课程中采用无“符
号”教学语言学校讲师Olgierd Uziembło
解释道。作为波兰唯一一家可以提供这种
教学方式的教学机构，东方语言学院将陆
续开设前苏联国家，前社会主义国家、中
东、远东及非洲国家的语言课程。课程为
期两年。课程符合大学外国语教育系统的
规定，并且考试可以提供符合欧洲委员会
的教育标准的A2, B1和B2级别考试。
www.sjw.uw.edu.pl
www.certyikacja.uw.edu.pl

大学的竞争力综合方案解决
2018-02-12
2.48亿将发放到28所高校在竞争的结果，
以鼓励小型和中型学校的发展。 “综合学

校计划”竞赛的组织者是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
本次比赛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和提高学生和
大学人员的能力，以实现社会经济需求高
等教育的教育计划。
副 总 理 兼 科 学 和 高 等 教 育 部 长
JarosławGowin在宣布华沙红衣主教大学
斯特凡·怀斯温斯基大学的比赛结果时提
请注意在大学开设英语课程的必要性。 他
强调，这对于大学国际合作的机遇来说非
常重要。
“大学综合计划”竞赛使大学获得的共同
筹资资金将用于改善学生的科研人员，实
习和实习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和信
息化。

宣传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电影
2018-02-12
来自波兹南剧院的专业演员，数十名演员 
- 大学的学生，其中一名来自土耳其的学生
作为欧洲Erasmus交换计划的一部分留在
了波兹南，她也出现在波兹南的亚当·密
茨凯维奇大学的宣传片中。
这部电影展示了波兹南大学作为追求科学
激情的地方。它使用了世界电影知名的场
景。借用电影的标题来找到观众的兴趣
点。
照片历时两个月，从2017年6月至8月。 拍
摄他们大学的建筑物，拍摄地点由波兹南
转至威尼斯。
h t t p : / / u a m . p l a t o n t v . p l /
a d v ? p a g e = 1 & t i t l e = f i l m & l a n g = -
1&order=1&main=False&...  

Opole大学的创新应用---三维
心脏
2018-02-13
Opole大学的医学院学生将成为波兰的
第一所医学院的学生，将在三维虚拟现
实中学习人类心脏的秘密。 他们收到了
最新的教学应用程序“虚拟心脏”。 心
脏的逼真的画面可以用护目镜观看。 它
可以旋转，放大; 模拟不同的身体状况，
由于损伤，疾病进展或刺激或化学物质的
作用，其健康，不间断的工作或不同情况

下的变化。 这对于精确的操作规划很有
用。 Opole虚拟心脏将使未来的医生在
临床科目，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得到更好
的教育。 它是与心脏外科发展基金会合
作的成果。 更多 http://www.uni.opole.
pl/page/2100/wirtualne-serce-na-uo-
mowi-o-nim-cala-...

第13届学术论坛大赛获奖者
2018-02-13
KarlzynaPańczyk是来自Słupsk博美学院
的博士生，在第13届学术论坛比赛中赢得
了一篇题为“复杂而简单的年轻学者关于
他们的研究的科普文章”。 比赛的荣誉赞
助人是JarosławGowin，波兰副总理兼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二 等 奖 由 波 兰 科 学 院 核 物 理 研 究 所 的
Magdalena Kłodowska和波兰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的第三名Dominik Szulc共同
获得。 另外还有Edyta Charzyńska（
西里西亚大学），Olga Kielak和
AkselaKobiałka（均来自卢布林玛丽
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和Tomasz 
Skawiński（弗罗茨瓦夫大学）。
祝贺获奖者，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塞
巴斯蒂安•斯库扎表示希望他们也能成为
杰出的年轻研究人员获得奖学金。 参加
仪式的有科学和高等教育主要理事会主席
Zbigniew Marciniak教授。
奖项创始人和竞赛合作伙伴是波兰科学基
金会和Wydawnictwo Naukowe（科学
出版社）。
更多
https://www.apsl.edu.pl/Aktualnosci-
Serwi su/ I -Nagroda-w-konkurs ie -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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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一名学生赢
得了2018年跨国学生大赛
2018-02-13
Aigerim Balkhashbayeva，在华沙SWPS
大学以英文授课的心理学专业的二年级学
生，赢得了全国范围的跨学科2018年学
士学位竞赛。来自中东和远东，亚洲，非
洲，欧洲和美洲的100名来自波兰30所大
学的学生参加了这次比赛。
Aigerim来自哈萨克斯坦。 他是国际一体
化组织的负责人，负责大学社区的志愿服
务，慈善，人才介绍和整合会议。 她组织
了第九届欧洲大会IACCP 9（国际跨文化
心理学协会）。
国际学生竞赛由Perspektywy教育基金会
组织。 它针对在波兰大学就读本科生，研
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外国学生，他们的活
动丰富了当地的学术环境，搭建了不同文
化之间的桥梁。
(Kp)

比得哥什大学将获得额外资金
用来发展大学
2018-02-13
一个为期四年的“现代大学”项目将在比
得哥什大学实施。 对于高校管理以及培训
和实习超过520万兹罗提的变化，也为大学
的工作人员正在规划中。
“现代大学”项目将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提供资金。超过400名学生将在他们的学
习中使用先进的IT工具。 他们还将参加潜
在雇主的课程。 改善大学运作的方案旨在
提高教职员工200人的专业能力。
大学数量的学术人员数600名学术教师，包
括160级的教授和近10000名学生。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获得可持续
发展500万兹罗提
2018-02-14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授予卡托维兹经济大
学几乎500万兹罗提的资助，用于实施 “
更接近国际化的生活”。
学生们将接受一系列的培训，研讨会和项
目任务以及三种付费实习版本。

教学人员将参加国内和国际实习，管理人
员将通过培训和研究生学习提高其能力。
该项目还将促进使用将翻译成英文的网站
和平台，并且提供大学管理领域的重组活
动。
该项目将支持1000多名学生和近300名大
学雇员。

Siedlce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大学竞赛
2018-02-14
Siedlce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大学之友协会
宣布了为最佳学生和杰出的年轻大学科学
家举办的比赛。 该奖项的赞助人是Lesław 
Szczerba教授，Siedlce大学的长期校
长，于8年前去世。
该竞赛的申请将持续到2018年4月10日。
颁奖仪式将于5月16日在大学假期举行。 
详 细 的 比 赛 规 则 以 及 相 关 表 格 可 以 在
www.nagroda.uph.edu.pl中找到。
3月16日，Siedlce自然科学与人文学院摄
影大赛提交作品截止日期将公布。 “大自
然从远处的亲密接触。” 最好的几十个作
品将在纪念展览呈现。（KP）
更多信息

克拉科夫大学将获得额外资金
用于发展教学
2018-02-14
克拉科夫教育大学 国家教育委员会获得了
1,300万兹罗提的资金用于实施“最高教学
质量的大学”项目。 它是在倡议提高高等
教育机构的管理竞争的奖金。
这笔钱将用于购买信息系统和改善信息交
流。学生将受益于专业技能发展计划，学
习创业原则，提高与环境的沟通技巧并使
用外语。
培训还将涵盖科学教学人员以及行政人
员。
该项目将于2018年10月1日至2022年9月
30日期间实施。（kp）
最高教学质量的大学

医疗模拟中心正在科沙林创建
2018-02-14
将在科沙林建立一个Monoprofil医疗模拟
中心。 该项目将由科萨林国家高等职业学
校与科沙林的肺结核和肺病专家组合作实
施。这是在波兰北部唯一的此类中心和30
年来在波兰出现的唯一一个医疗中心。
国家高等职业学校科沙林将在欧洲最高水
平教育的护士，在配备了技术先进的模拟
病人的设施。模拟室将配备必要的设备和
音频视频系统来记录模拟会议，这使得护
理专业的学生们能够很好的学以致用。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的生物
统计学
2018-02-14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启动生物统计学领
域的学士学位研究。 这是波兰第一个这样
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将结合数学，计算
机科学和医学。
生物统计学包括医学和生物学以及其他自
然科学（如兽医学）中使用的统计学方
法。
本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数理知识领域中对
生物统计模型的理解和运用，生物统计学
知识在工作领域的各类统计软件包和医学
知识范围内的实质性分析现象及其医学特
征的理解。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往年的研究生课程
中进行生物统计，并且启动本科课程将希
望使用这些富有经验的人员。
更多
https://www.umb.edu.pl/aktualn
osci/16978,B iostatystyka-_nowy_
unikatowy_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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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y Targ大学与Strzelce 
Podhalańskie签署了一项协议
2018-02-15
国家高等职业学校在新塔尔格签署的第
一个在其历史上，与军方步兵第21旅在
Rzeszów的Tadeusz Boruta-Spiechowicz
名义签订了合作协议。
Nowy Targ的州立高等职业学校参与了
Legia Akademicka的试点项目，为了实
现其功能，与军队的联盟将非常有价值。 
Legia Akademicka由志愿者学生的军事
教育组成，是国防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联
合项目。
协议规定双方等 广泛开展国家防务，爱国
主义教育，普通高中学生的防务教育和士
兵与学术青年的志愿活动。 根据协议，第
21旅将接受申请学术联盟的学生。 2018年
7月和8月，联盟的500名成员将接受两次
教育。

美国宇航局埃姆斯研究中心前
任主任访问托伦
2018-02-15
硅谷美国宇航局艾姆斯研究中心前任主任
西蒙·彼得·沃尔登将军访问了托伦的尼
古拉斯·哥白尼大学。
Worden将军最近与Jacek Kubic教授，
民政事务局，天文学中心主任，民政事
务局。 MichałHanasz和物理学院副院
长，天文学和应用计算机科学博士，民
政事务局。 Winicjusz Drozdowski，教
授。NCU。 来自托伦ABM空间公司的
Mateusz Józefowicz也出席了会议。
关于托伦空间产业发展的机会，将计划设
立一个由西蒙沃登基金会授予的科学奖候
选人遴选委员会，以及有关在尼古拉斯哥
白尼大学天文学中心进行的寻找行星的研
究项目。

富布赖特奖学金的招募工作已
经开始
2018-02-15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通知，波兰裔美国人福
布赖特委员会为波兰公民举办的奖学金计

划已经开始招募。
招募是关于2019/2020学年到美国旅行。
富布赖特研究生奖励计划是为希望继续在
美国学习的波兰大学毕业生提供的奖学
金。
富布赖特青年奖是为博士生提供的奖学
金，它可以在美国大学，研究机构或非政
府组织实施研究项目。
第三个富布赖特高级奖项目是为在美国大
学，非营利研究机构和一些政府机构实施
自己的研究项目的科研和教学人员提供奖
学
更多
http://www.fulbright.edu.pl/

卢布林大学科学生命系博士生
将获得市政府奖学金
2018-02-15
Agnieszka Wawryniuk博士作为“学
生和博士生的市级奖学金计划”的一部
分，获得了卢布林市政府的奖学金。 奖
学金持有人是生物学、动物科学和生物
Gospodarka学院商品科学和动物加工系
的博士生， Jolanty Król正在准备她的博
士论文 “选择的因素对以此原料为基础生
产的牛奶和凝乳质量的影响，特别强调亲
脂性维生素的含量”。 卢布林生命科学大
学（原农业大学）是一所公立科学大学。 
自1955年以来，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教学和
科研设施而存在。 它具有多重特征，整合
了农业，生物，兽医，技术和社会经济科
学。（KP）

格丁尼亚海事大学向海事大学
转变已成事实
2018-02-15
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高尚的享受 - 海事大学
JanuszZarębski教授说。 - 在波兰和全世
界，有一种信号表明我们将成为一所大
学，一所稍高一级的大学。 这也是海上经
济发展和政府感兴趣的信号 - 他补充道。
大学当局认为，名称的改变会提高大学的
能力，使其能够与军事院校的军事院校区
分开来。 在国际交往中，海事大学使用“
格丁尼亚海事大学”这一名称，这对于学

院合作伙伴而言意味着声望和高于“海事
学院”的地位。
2017年11月15日，格丁尼亚海事大学参
议院在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将大学
名称改为海事大学的决议。 2018年2月10
日，代表部长Marek Gróbarczyk作出的
决定在海洋大球赛期间由海事经济和内河
运输副部长Anna Moskwa宣布。

Giulianotti教授和Armstrong
博士访问华沙政治学院
2018-02-16
两位著名的欧洲体育社会学家将于3月份访
问华沙大学政治学院。Giulianotti教授和
Armstrong博士于2018年3月9日至10日举
行讲座并进行方法学研讨会。
2018年3月9日15-18之间，Giulianotti
教授和Armstrong博士将给进行一个“
足球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关键现代问题”
主题演讲。 讲座将在礼堂举行教授。 作
为由Seweryn Dmowski博士领导的专
题研究课程“欧洲足球：案例研究”的
一部分，Jan Baszkiewicz在Collegium 
Politicum（礼堂大楼）。 讲座将开放，并
将以英语进行。
2018年3月10日上午10:30，科学家将为
感兴趣的研究和教学人员，博士生和学生
举办方法学研讨会。 研讨会将在坎多礼堂
（Auditorium大楼）的303室举行。 政治
学研究所的嘉宾将着重讨论以下主题：当
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强调体育/
足球的研究），在着名期刊和出版物上撰
写和发表科学论文的经验，以及国际科学
网络。
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Seweryn Dmowski
博士（seweryn.dmowski@uw.edu.p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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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对学术教师的奖励
2018-02-16
学院将获得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授予学术
教师奖的申请。 他们可以通过波兰公民身
份的科学家获得，包括那些在国外工作的
外国人和在波兰逗留期间在科学或教学工
作中取得独特成就的外国人。
提交申请的截止日期为2018年3月31日。
授予奖品的详细规则和程序受2016年9
月6日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条例的管理。
（KP）
查看规则
h t t p : / / d z i e n n i k u s t a w . g o v . p l /
du/2016/1462 
http://prawo.sejm.gov.pl/isap.nsf/
download.xsp/WDU20160001462/O/
D2016146...

 世界顶级经济学家将在华沙碰面
2018-02-19
2018年9月13日至9月15日，波兰主要商
业大学华沙经济学院将举办欧洲贸易研究
组，这是欧洲最具声望的经济和国际贸易
科学会议。
每年大约有350名来自大学和研究中心的经
济学家参与其中。 来自哈佛，普林斯顿，
伦敦经济学院，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
的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将前往华沙。
欧洲贸易研究小组是一个非营利学术协
会。 他参与了国际经济合作研究。 科学委
员会成员是hi来着华沙经济学院的Elżbieta 
C z a r n y 教 授 ， 华 沙 会 议 组 委 会 主 席 是 
Andżelika Kuźnar。（Kp）
更多关于欧洲贸易研究小组的信息
 http://www.etsg.org/

活动管理 - 西里西亚的一个新
领域
2018-02-19
格利维采的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启动了一个
新的两学期研究生课程。 活动管理是为了
让毕业生获得管理大众活动所需的知识，
技能和能力。
根据这些研究的假设，他们的毕业生将有

正式的基础来开展与事件管理和组织有关
的活动，即将获得成为活动经理的权利。 
从体育设施经理，组织单位的雇员，负责
公共安全的人员，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分子
或教育组织的雇员的角度来看，这类知识
和资格是有价值的。根据这些研究的假
设，他们的毕业生将有正式的基础来开展
与事件管理和组织有关的活动，即将获得
成为活动经理的权利。 从体育设施经理，
组织单位的雇员，负责公共安全的人员，
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分子或教育组织的雇员
的角度来看，这类知识和资格是有价值
的。
学生将学习如何管理，除其他事项外，计
划，组织和开展群体性事件，如何管理负
责编制和事件的行为团队，立法必须考虑
到质量事件，以及如何规划他们的安全组
织。
采用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组织与管理学院。

凯尔采理工大学推出四项新专
业
2018-02-19
凯尔采理工大学将成为一所现代化大学，
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培养高素质的员工。 
该大学已获得700多万兹罗提经费，以提高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教育质量和提供的
服务。
这笔经费将创建四个新的专业：建筑信息
建模，生理工程，远程信息学和计算机控
制和测量系统。 学生还将受益于额外的培
训和研讨会，以帮助他们创建和经营自己
的企业。 该大学还将扩大该地区领先企业
的实习机会。
来自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资金，除此之
外， Świętokrzyska科技大学由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执行，作为支持小型地区大学发
展计划的一部分。 总共约有2.5亿兹罗提经
费。 支持小型研究中心在区域经济发展的
背景下至关重要

研究生课程- 教会的数据保护
2018-02-20
华沙红衣主教斯特凡威辛斯基大学法律与
行政学院开始招聘研究生学习“教会中的
个人数据保护”。 这些研究得到了波兰

主教会议秘书长和个人信息保护总监的赞
助。
该研究计划与监察长签署个人资料保护协
议，并包含有关资料 根据RODO（个人资
料保护条例）以及教会个人资料保护的特
殊性，个人资料保护的一般问题，教会法
人在个人资料处理范围内的权利和义务。
究将持续两个学期，将在2018年4月年初
开始。
通过电子邮件地址通知感兴趣的人可以获
得详细的学习计划：odok@uksw.edu.pl
候选人登记将通过网站进行
https://podyplomowe.uksw.edu.pl

波罗的海大学第五届大学校长
会议
2018-02-20
2018年2月将在芬兰图尔库举行了第五届
属于波罗的海大学计划的高等教育机构校
长会议。 图尔库大学从波罗的海地区的74
所大学和学院接待150多名代表。
波兰代表团是由来自24所大学的35位代表
组成。 波兰计划中心位于罗兹技术大学，
已经运营了18年。
波罗的海大学计划重点关注波罗的海地区
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民主问题。
波罗的海大学计划的参与者是位于波罗的
海地区国家的大学。 除了波罗的海国家
外，该网络还包括：白俄罗斯，乌克兰，
捷克共和国和挪威。
该计划包括所有类型的大学 - 人文和技
术，高等教育和经济学校，农业和医学院
校以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和科学机
构。
2018年7月，波兰在波罗的海大学计划中
担任了为期六个月的轮值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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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波兰东部发展的科学会议
2018-02-20
中小企业的部门和周边地区的竞争力。 这
个标题下的会议将于2018年5月24日至26
日在维斯瓦河畔卡齐米日多尔尼举行。 本
次国际科学大会第十届的组织者是卢布林
经济与创新大学。
多年来，这些会议聚焦于波兰东部的发
展，并成为名为“卢布林项目”的研究倡
议的一部分。
今年将举行三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中
小企业对地区和地方发展的影响，地方政
府和初创企业支持中小企业的手段及其参
与刺激经济增长的过程。
会议的荣誉赞助人是卢布林总统。
参加会议的申请应于2018年5月5日前提交
至以下电子邮件地址：sylwia.skrzypek-
ahmed@wsei.lublin.pl

副总理Gowin在节日哥白尼大
学
2018-02-21
2018年2月19日，在托伦哥白尼大学大学
庆祝盛宴 - 大学诞生赞助的第545周年。 庆
祝活动的特别嘉宾是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
颁奖仪式上荣获国家和大学奖项，标题
为：Honoris Causa博士，尼古拉斯哥白
尼大学荣誉教授和大使。 新来的博士生们
均已经获得文凭。
尼古拉斯哥白尼大学是波兰发展最好的大
学之一，有机会参加所谓的 研究型大学 -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说。 我们需要让
波兰的大学彼此不同。 另一个是研究型大
学的使命，另一个是一所优秀的职业学校 - 
他补充道。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提醒说，所谓的作
品 科学宪法。 Jarosław Gowin在托伦强
调，他将努力确保法律以其目前的形式被
采用。 根据该法的假设，一组所谓的 研究
型大学。 尼古拉斯哥白尼大学在这个圈子
中的存在是大学更大发展的机会。
仪式期间，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出面
倡议在2月19日 - 尼古拉斯哥白尼诞辰之日 
- 科学家的日子成立。

2018年学术会议
2018-02-21
2018年3月19日和20日，将在格但斯克大
学举办波美拉尼亚地区第24届最大的教育
博览会 - 2018年学术会议。这对面临选择
大学和学习领域的未来学生来说是一个很
好的机会，以了解大学的教育机会 来自波
兰各地。
在这两天的展会期间，将有来自全国各地
的数十所大学参加会议。
参观者还将有机会参加格但斯克大学的开
放日活动，该活动将在所有学院和大学图
书馆举行。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看
到基础设施，与学生和讲师交谈，或参加
众多景点，例如 示范，实验，研讨会。
学术博览会伴随着格但斯克大学当年成
立，该大学于1970年3月20日成立，并被
列入庆祝大学日。 组织了二十多年，他们
是波美拉尼亚州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
教育展览会。 他们主要针对的是决定与继
续教育路径选择有关的学生

科学政策委员会候选人申请已
经开始
2018-02-22
截至2018年4月6日，科学部门可以提名科
学政策委员会成员候选人。
根据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的规定，具有科
学类别A +或A的科学单位可以提交不超过
一个代表适用于给定科学单位的科学领域
的候选人。
作为委员会成员的科学部门的候选人可能
是一个至少持有博士学位的人。 申请书必
须包含候选人资格和专业经验的描述，以
及包含有关候选人良好声誉和遵守科学道
德规范的信息的理由。
申请符合正式要求的科学政策委员会成员
候选人名单将在申请评估结束后立即公布
在科学部的公共信息公告网站和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所在地。
更多信息
h t t p : / / w w w . n a u k a . g o v . p l /
k o m u n i k a t y / o g l o s z e n i e - o -
przyjmowaniu-zgloszen-ka...

3月份，格利维采在Gowin部
长的参与下开展双重教育
2018-02-22
2018年3月5日在格利维采西里西亚理工
大学教育和会议中心将举行双重教育 - 
EDUAL循环的第二次会议。 参与其中将包
括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
在他的赞助下接管了事件。
这次会议将以“针对工业4.0需求的双重研
究”为口号举行，科学和经济界的代表也
将出席这次会议，他们将共同讨论学生对
科学和工业需求的教育。
在会议期间，将介绍双重教育的例子以及
与波兰大学这类教育有关的各种活动的例
子。 其中一次会议将致力于由西里西亚理
工大学的外国合作伙伴实施的良好实践。
随之而来的一项活动将是波兰技术大学校
长会议，该会议将在格利维采举行，副总
理雅罗斯瓦夫戈维纳将参加。
关于会议的更多信息
http://www.edual.polsl.pl/

EQUIS认证为华沙大学管理学
院
2018-02-22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已将EQUIS
认证授予华沙大学管理学院 - 这是商务大
学最受认可的认证之一。 因此，华沙大学
管理学院名列在世界上拥有此认证的著名
174所大学中。
EQUIS认证的目的是评估特定机构提供的
学习课程的教育质量，以及确保和提高管
理领域的教育质量。 认证强调学生创业行
为的发展和教学创新的实施。
华 沙 大 学 管 理 学 院 是 波 兰 第 一 所 获 得
EQUIS认证的公立大学和第二个中心。 拥
有它将使该部门能够参与商学院最负盛名
的收藏和排名，其中包括 金融时报排名。
关于EQUIS认证的更多信息
http://www.efmd.org/accreditation-
main/eq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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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罗茨瓦夫将建造一个天文馆
2018-02-22
搭建最现代化的投影音响设备和多媒体教
育中心，成为普及知识，组织文化活动的
理想空间。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天文学院有
这样的计划。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各种投资成本初步估算
已经交给省议会当局。 弗罗茨瓦夫大学将
提供该地区作为自己贡献的一部分。 建造
天文馆本身的成本是几百万兹罗提（在大
型天文教育中心和天文馆的情况下，金额
会更高，可达800万兹罗提）。
在弗罗茨瓦夫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天文
馆的想法，不仅在天文学领域促进知识的
出现已经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 2004年，
甚至有可能与弗罗茨瓦夫市长签署意向
书，但没有找到执行该项目的资金。
去年12月，天文馆建设项目的主要设想是
在省议会文化科学和教育委员会会议上提
出的。 它们很快将在西里西亚省进行讨
论。

与大学的早期接触 - 学习领域
的正确选择
2018-02-22
华沙军事技术大学以第一所学校综合大
楼学生的科学赞助为名 位于Lubuskie省
的Wschowa的Stanisława Staszica。 
学校将获得实质性支持。 学术教师将在
Wschowa上课，学生将参加学术界的工
作，由华沙大学进行比赛。
“对我们来说，有很重要的研究对象” 
Tadeusz Szczurek - 军事技术大学副校长
说。 我们希望他们掌握有关军事方向的知
识，除此之外，我们还将教育未来的民用
研究工程师在许多有趣的，独特的专业。
我 们 使 用 所 有 可 用 的 形 式 丰 富 我 们 的
教育优惠 - Wschowa poviat的副校长
WojciechKuryłło说 - 学生越早与大学建立
联系，他们就会越选择学习领域（kp）
http://www.wat.edu.pl/?p=15256
 

来自华沙的学者将研究心理学
中最着名的综合症
2018-02-22
来自华沙红衣主教斯特凡维辛斯基大学的
基督教哲学系的Magdalena Żemojtel-
Piotrowska教授是国家科学中心竞赛获得
者，获得超过170万兹罗提奖，以创建一个
团队并研究心理学中最着名的综合症 - 自
恋。
我们试图解释不同类型的自恋的社会功能 - 
Magdalena Żemojtel-Piotrowska教授在
这个项目的简短描述中说，可以在Stefan 
Wyszyński枢机主教大学的网站上找到 - 关
于他们的知识状态需要一个稳固的理论和
研究秩序。
研究将主要包括观察和客观化数据，例如
分析社交网络或浪漫关系中自恋人群的功
能。 整体将有跨文化研究的补充; 在各种
背景和文化条件下，将验证存在四种自恋
形式的假设。（kp）
更多
h t t p : / / w w w . u k s w . e d u . p l / p l /
u n i w e r s y t e t / u c z e l n i a - d z i s /
aktualnosci/1265-wys...

波兹南的学生为波兰Żabka 连
锁店设计食品
2018-02-22
波兹南经济大学商品科学系的五名学生为
Żabka Polska SA零售网络的快餐解决方
案类别准备了创新食品。
这4个月的工作效果演示情况比较好。 其
中一项建议立即被购买，并将很快进入商
店。 另一方面，Żabka Polska管理层和网
络控制服务的代表认识到，他们能够满足
特定消费群体的需求，市场趋势和公司要
求。 他们对商业化感兴趣。
该项目是作为波兹南经济大学食品科学系
进行的“设计食品”课程的一部分实施
的。（KP）
更多
h t t p : / / u e . p o z n a n . p l / p l /
aktualnosci,c16/aktualnosci,c15/
studenci-zaprojek...

科学宪法成为部长会议常务委
员会
2018-02-23
波 兰 副 总 理 兼 科 学 和 高 等 教 育 部 长
Jarosław Gowin于2018年2月22日将新高
等教育和科学法草案提交给部长理事会常
务委员会。
我希望科学宪法于2018年10月1日生效 - 副
总理高文几天前宣布。 在这一天，我们将
开始实施科学和高等教育的突破性改革。 
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它。 你最喜欢什
么？ 她是在我们小组中成立的，充满诚实
和尊重的对话。 我相信正是因为它是在这
样一个对话中产生的，才会生效。 由于这
项改革，我们将释放我们的学生和科学家
的潜力。 我们将释放讲师，研究人员，医
生和教授的潜力 - 让副总理信服。

Udalski教授是欧洲天文学会奖
的获得者
2018-02-23
来自华沙大学天文台的Andrzej Udalski教
授荣获欧洲天文学会（EAS） - 第828届
Tycho Brahe奖。
Udalski教授因其在OGLE项目（光学引力
灵敏度实验）中的主要作用而获此殊荣，
该项目是最成功和运行时间最长的光度天
空变异性调查之一。 OGLE项目的结果对
许多现代天体物理学领域的发展产生了重
大影响 - 我们在欧洲天文学会的新闻稿中
读到。
第谷布拉赫奖因在天文学欧洲仪器的建造
和运行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而获奖，以及
使用这些仪器所取得的重大发现。
Andrzej Udalski教授是波兰科学院，波兰
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及国际天文学
联盟的成员。 在2008-2016年，他是UW天
文台的主任。
更多
http://eas.unige.ch/tycho_brahe_
prize.jsp
EAS新闻稿
http://eas.unige.ch/documents/eas_
prizes_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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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在欧洲十大国家中对于外
国学生最具吸引力
2018-02-23
study.eu网站再次为外国学生准备了最具
吸引力的欧洲国家排名。 该研究涵盖30个
国家。 波兰第一次进入第十位。 在过去十
年中，我国的国际学生人数已从12,000增
加到65,000。
就在一年前，波兰还处于第16名的位置。
根据研究结果，外国学生越来越多地选择
波兰作为继续教育的地方，主要有两个原
因。 首先，因为波兰的大学开设越来越多
的课程，以英语进行教育，其次，对外国
人而言，我们的消费远比其他欧洲国家要
低，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波兰的平均生活费和学费约为每年7,000欧
元。 在这一类别中，我们是研究的三十个
国家中最经济的地方。 我们领先于塞尔维
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
对外国学生来说，欧洲最具吸引力的前三
个国家是德国，英国和法国。
更多
https://www.study.eu/article/the-
study-eu-country-ranking-2018-for-
inter...

罗兹医科大学欢迎想成为军医
的高中毕业生
2018-02-23
直到2018年5月15日，罗兹医科大学的军
事和医学院欢迎那些想成为未来军医的高
中毕业生来校申请。 名额约120人左右。
毕业后，每名毕业生将获得军队卫生服务
机构医务人员的职位。
除了学习医学领域的典型科目之外，学员
还将参加军事医疗和军事活动。 他们将获
得海洋和热带医学或生物恐怖主义领域的
知识，并了解国防教育。 他们还需要在全
国的军事医院和诊所进行实践。
在军事教育体系目前有获得未来军事医生
的两种模式。 首先是招募平民，已经受过
教育的医生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官员研究。 
地点在陆军部队学院。
军队还对其医生进行教育 ，进行为期六年
的固定医学研究。 他们在罗兹医科大学的

军事和医学院进行。 目前，这里有367名
学员，其中包括165名女性。
更多
http://rekrutacja.umed.lodz.pl/studia-
w-jezyku-polskim/lekarski-mon/

科学财团Pol-Stor-En成立
2018-02-26
Pol-Stor-En研究联盟是在能源部的赞助下
成立的。 其成员包括AGH科学技术大学，
有色金属研究所，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波
兹南理工大学，华沙理工大学，亚盖伦大
学和华沙大学。
该联盟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储能发展的科学
潜力以及与该行业的合作。 这就是要结合
科研中心的实力，开发出可供工业使用的
综合性产品。
Pol-Stor-En是能源部制定的战略计划假设
的一部分，如电动交通发展计划和能源创
新发展方向。 这也是与欧盟项目的补充活
动。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将成立一
个新的研究中心
2018-02-26
2018年10月，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新研究
中心“GEO-3EM能源，生态，教育”将启
动。 总占地面积为4,500平方米的实验室
共有12个。 投资总值约为1亿兹罗提。
弗罗茨瓦夫大学编制的这个项目的目标是
在可持续利用各种来源的原材料和能源方
面创建一个独特的研究和技术转让中心。
在研究中心将研究以下领域：空间流动，
并且次级原材料，机械和设备的生产和
加工材料，由下西里西亚工业中使用。 
“GEO-3EM能源，生态和教育”基金会的
项目假定，这里开发的许多想法将会商业
化。

森林部门的学生在Bieszczady
学习了狼的生存量
2018-02-26
波兰三大林业科学中心的学生：林学院，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华沙农业大学和波兹

南生命科学大学参加了第15届狼探险。
为期7天 - 在位于克罗斯诺国家森林区域局
的Baligród，Cisna，Komańcza，Luto
wiska和Stuposiany地区 - 狼探险队的参与
者获得了狼狼疮狼的生态和生物学领域的
知识，学习了清查物种并获得知识的方法 
认识到野外存在的狼。
从红豆杉援助IT公司，该公司准备在该领
域，移动应用（TMAP），通过它可以快
速地聚集在清点狼收集的数据进行数据采
集提供露营者明年科学效益

Nysa的应用科学大学可以获得
保存古迹的技能
2018-02-26
N y s a 国 立 高 等 职 业 学 校 文 物 保 护 研 究
和 教 育 中 心 已 开 始 招 募 愿 意 参 与 “ 通
过 重 建 和 平 历 史 建 筑 以 及 在 O p o l s k i e 
Wojewodztwo进行教育和信息活动来保
存文化和历史遗产”的项 该项目将提供纪
念碑维护和保养领域的免费培训。 实践培
训将涉及实施保护程序，包括 来自和平公
社的纪念碑。 所有课程将由研究领域的认
证保存员和专家进行。 完成培训后，参
与者将获得确认获得古迹保护辅助技能的
证书。 更多 http://www.pwsz.nysa.pl/
index.php?p=26,1176,0,0,-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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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支持科学宪法
2018-02-26
近两年的高等教育改革工作，其中包括 与
学术界和科学界的磋商正在进入政府和后
来的议会工作阶段。 尽管一些政界人士作
出了保留，但新的解决方案得到了波兰共
和国议会和独立学生协会（NZS）学生的
支持。
根据NZS的说法，改革将为国立大学迎接
现代国家带来的挑战做好准备
“不可否认的是，动态变化的劳动力市
场，社会需求或日益增长的经济，在高等
教育领域也需要现代化的解决方案。 据
独立学生协会称，科学宪法总体上回应了
现代社会经济体系的挑战 ”- 独立学生协
会全国委员会主席Maria Cholewińska在
致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长，副总理Jaroslaw 
Gowin的信中说道。
更多
http://www.nauka.gov.pl/aktualnosci-
ministerstwo/studenci-poparli-konsty...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正在调查多彩的土豆
2018-02-26
在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农业技术和储
存系的马铃薯加工技术部门，已经进行了
几年关于马铃薯品种的研究，并将有色果
肉作为消费和加工的潜在原料。
弗罗茨瓦夫的科学家正在研究化学成分，
特别是多酚化合物的含量，特别强调花青
素。
与白色或黄色肉色的品种相比，色素品种
的马铃薯含有两倍多的多酚化合物，包括
花青素。 后者包含在具有有色肉的土豆皮
中，由于其抗氧化特性，可用作食品添加
剂，例如用于油。
更多关于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农业技
术和存储系的信息
https ://www.binoz.upwr.edu.pl/
wnoznew/?page_id=33

四月份的“科学宪法”将提交
至议会
2018-02-27
4月份的高等教育法将会颁布给Sejm。 它
将从2018年10月1日起生效 - 此类信息由
Radio For You，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Piotr Dardziński播出。
Dardziński副部长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
实，即议会将需要大约2个月的时间才能制
定这部法律，因为这是一部庞大的法律，
规定了科学和高等教育的所有领域。
整个改革是为了提高学生和博士生的教育
质量。 该法的最后条款将于2026年生效。 
如果我们希望学生在大学受过良好教育，
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不基于度和职称等级，
但是要考虑研究的质量 - 副部长Dardziński
说。

公立大学的大波兰起义专业协
会
2018-02-27
Kalisz，Leszno，Gniezno，Konin和
Piła的州立高等职业学校校长决定建立
Wielkopolska公立职业学校联盟。
“高等教育法”承担了大学的合作，可能
涵盖组织，能力，人事政策，金融经济，
科学研究，出版活动或行政服务领域的许
多领域。 重要的是，建立大学关系并不会
剥夺他们的自主权。
目前，波兰有三所大学（克拉科夫三所大
学，五大西里西亚大学和卢布林三所大
学），其中两所大学于2017年最后一个季
度成立。
Wielkopolska职业大学的校长将出席波兰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的创建工会。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竞赛。 
Tadeusz Kościuszko - 工程师
和士兵
2018-02-27
直到2018年3月9日，来自波兰各地的高
中学生和学生都可以在线注册参加知识竞
赛“Tadeusz Kościuszko - 工程师和士

兵”第7届。 比赛由克拉科夫科技大学组
织。
比赛获奖者将在克拉科夫理工大学选定的
学习领域获得额外的积分，并获得有吸引
力的财务和物质奖励。
历史和入围作品的学生不能参加比赛。 该
事件的荣誉赞助人是克拉科夫技术大学校
长，教授。 简卡乔尔。
决赛将于4月20日在克拉科夫举行。
 
网 站 上 的 详 细 信 息 （ 包 括 文 献 列 表 ）
：www.kosciuszko.pk.edu.pl.

波兰研讨会在剑桥展开
2018-02-27
在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资助下 - 波兰基金
会与英国波兰学生社团联合会以及波兰剑
桥大学联合会邀请于2018年3月7日在剑桥
联盟协会举办的“量子物理与密码学”科
学活动。
这将是一个晚间科学研讨会，作为一系列
会议的一部分 - 来自波兰和科学 - 发生在
英国。 研讨会期间， 华沙大学计算机科学
研究所的Stefan Dziembowski将讲授“密
码学基础研究”，来自华沙大学物理系的
Radek Łapkiewicz博士将讨论“光子相
关：成像工具”的问题。
更多
https://www.eventbr ite.co.uk/e/
quantum-physics-and-cryptography-
from-p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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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in：有些人仍然对改革不
信任
2018-02-28
高等教育法与学术界进行了讨论，该法律
有效期为7年。 最后一个环节将在2025
年生效。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Jarosław Gowin在接受克拉科夫电台采
访时说，各大学府仍然有时间来达成共
识，虽然他们对这项改革不以为然。 不
过，我相信我们会改进这些解决方案，为
此他们将筹集大部分法律和司法俱乐部 - 
他补充道。 Gowin副总理还提到财政部对
引入新法律的费用的担忧。 据科学部负责
人称，财政部表示缺乏资金是正常的。 在
计划明年的这些支出中，有用于所有改革
目的的资金。 大学不仅有钱上涨。 教授的
平均收入超过10,000。 然而，国家戏剧是
年轻医生的收入水平。 他们有3500-3800
毛利。 他们中的许多人将离开教育或移
民。 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法做出决定。 财
政部也不是。 政府必须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 副总理Gowin解释说。

国家高等职业学校莱格尼察希
望开始新的学习课程
2018-02-28
莱格尼察国家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计划在
2018/2019学年开设新的学习领域。 这些
是物流和运输以及生产过程工程。 这些
领域的研究将在获得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
同意后启动。 物流和运输专业的学生在毕
业后将能够 设计物流和运输系统和流程，
管理这些流程并设计仓库空间及其基础设
施。 在生产过程工程领域，莱格尼察理
工大学提供专业：自动化和工业机电一体
化，工业研究和测量，工业工艺流程和工
业能源管理。 莱格尼察经济特区和莱格尼
察经济特区企业引进新专业时，两家公司
是大学的合作伙伴。

数据科学 - 波兰 - 日本信息技
术研究院的新方向
2018-03-01
位于华沙的波兰 - 日本信息技术学院计算
机科学系自2018年3月开始在波兰语第二

轮全日制研究中开展数据科学专业。 “
数据科学”一词不仅仅是“数据分析”
。 它是IT和IT与统计和数学以及人文和分
析技能的创新和跨学科组合。 毕业生将
能够在企业以及政府和欧盟机构中找到工
作。 根据“哈佛商业评论”的分析，“数
据科学家”这个专业很可能是21世纪最具
吸引力和最受追捧的专业之一。 更多信
息 http://www.pja.edu.pl/informatyka/
magisterskie/studia-stacjonarne/
specjalizacje/data-science 参阅哈佛
商业评论文章 https://hbr.org/2012/10/
data-scientist-the-sexiest-job-of-the-
21st-century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博士生
获得创新比赛是一名女性
2018-03-01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博士生Agnieszka 
Podwin获得了“创新是女性”的竞赛。 
竞争优胜者提交了低成本生物实验室芯
片实验室的概念，由三部分组成，每部分
包含一项专利发明。 获奖解决方案将于
2018年6月在捷克共和国Třinec的国际展
览“Invent Arena”展出。 创新是一个女
人“是一个针对女性研究者的竞赛，她可
以吹嘘开发一种独创的创新解决方案。 该
竞赛是由“科学妇女 - 波兰妇女科学网”
基金会促进妇女科学研究成果的形式之
一。

法国奖学金为学生，博士生和
研究人员
2018-03-01
只有到2018年3月7日，您才能申请法国
政府奖学金来完成您在法国的学习，完成
您的博士课程和每月学习。 在研究的情
况下，奖学金持续10个月，奖学金获得者
每月收到约770欧元。 此外，奖学金还包
括注册费用（高达5,000欧元），保险费
用和预订宿舍的优先权。 博士奖学金涵
盖三年内在法国的三次入学费用，每学年
最多不超过五个月。 奖学金的最长期限
为15个月。 奖学金获得者将在法国逗留
每个月收到大约1060欧元。 研究留学奖
学金的目的是为波兰科学家，他们在毕业

前还没有完成45岁，并拥有教授或博士学
位，并计划在法国进行部分研究。 该研
究期限长达3个月，必须在2018年7月15
日至12月31日之间进行，奖学金持有者每
月将获得1375欧元。 更多 https://www.
institutfrancais.pl/pl/prezentacja

作为大学项目综合方案的一部
分，波兰大学已经收到了6亿
波兰兹罗提
2018-03-01
作为“综合大学计划”的一部分，副总理
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Gowin
向克拉科夫的七所公立大学的校长递交
了象征性支票：AkademiaGórniczo-
H u t n i c z a ， 美 术 学 院 体 育 学
院，Jagiellonski大学，农业大学教育学
院 和克拉科夫技术大学。 总共收到1.21亿
兹罗提。 到目前为止，本计划的两条途径
已针对最大的大学，公立和非公立高中进
行了竞赛。 这些路径中分布有6.05亿兹罗
提。 2018年3月，将解决第一条项目路径
下的竞争，公共机构和非公共机构可以参
与，培训至少200人，并对国家认可委员会
的教育工作给予积极评价。 “综合大学计
划”项目的目标是提高教学质量，加强科
学与商业合作，增加国际化或改变组织结
构。 这些目标可能来自特定的发展需求，
它们可能是对新算法所暴露的赤字的回
应，并且可能有助于各大学将自己置于明
确多元化的大学通过科学与高等教育法案
的背景下 -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强调。 
2017年5月，当时他宣布了该计划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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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ysewicz教授从比亚韦斯托
克大学获得荣誉博士学位
2018-03-01
Leszek Borysiewicz教授成为比亚韦斯
托克大学的荣誉博士。 他是比亚韦斯托
克大学参议院给予这种尊严的第十五个
人。 在比拉维斯托克大学法学院院长Emil 
Pływaczewski教授提醒大家关于疫苗（
特别是针对人类乳头瘤病毒的疫苗）的先
驱研究中，Borysiewicz教授于2001年从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获得贵族称号。 
Borysiewicz教授的父母来自Podlasie地
区。 他本人于1951年4月13日出生于英国
的卡迪夫。 他的科学生涯与英国的大学和
科研机构有关。 在2010年至2017年期间，
他曾担任英国剑桥大学校长。

Müller：在科学方面，我们将
注重质量
2018-03-02
研究人员将能够专注于学习，而不是收集
贡献研究的要点。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从事
重要的研究并获得个人满意。 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今年已经增加了近10亿兹罗提的研
究成果，“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 
rMüller在接受波兰新闻社采访时说。 在
谈话中，他还解释说，科学部正在制定评
估规定。 我们假设在一个研究或研究和教
学岗位上聘用的学术教师将被要求在4年
内提交 - 一所大学或研究所 - 最多4项他最
重要的科学成就。 我们专注于质量。 我
们更喜欢4篇好文章，而不是20篇文章 - 
副部长Müller解释道。 更多信息 http://
naukawpolsce.pap.pl/aktualnosci/
n e w s % 2 C 2 8 4 6 8 % 2 C m u l l e r - o d -
naukowcow-beda-wymagane-4-
dobre-osiagniecia-na-4-lata.html

Gowin：波兰科学应该以世界
上最好的科学来衡量
2018-03-02
我和科学界一起工作了近两年。 这是一种
独特的工作模式。 不仅在波兰，而且在欧
洲。 欧盟委员会正在将这种模式作为其
他国家的榜样 - 在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长Jarosław Gowin的电视节目“请
解释”wpolsce.pl中说。 据科学部负责
人介绍，“每一次大改革都是有争议的”
。 我明白这一点，但我会尽力推动我的项
目。 在“科学宪法”中，重要的一点是
任何教授种姓都不能阻止年轻和有才华的
科学家的职业生涯 – Gowin强调说。 副
总理也指出需要改进波兰科学在国际舞台
上的成就。 我相信波兰科学应该面临世界
上最好的科学。 波兰人文主义者不应仅仅
满足于波兰科学杂志上的出版物。 我们
都应该关心在国际期刊上写作的波兰人文
主义者，“Gowin部长说。 查看完整采
访 https://youtu.be/kt9D00Fj_8Y

大学附高将建在Słubice
2018-03-02
根 据 2 0 1 8 年 9 月 在 波 兹 南 的 A d a m 
Mickiewicz大学的倡议，Słubice的大学
附高即将开始运作。 波兹南的科学家希望
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在来自波兰西部的高
中学生的思想中变得更加突出，并加强其
在大学市场的地位。 另一方面，他们想创
建一所特殊的学校。 他们为高中学生提
供了大学的全部学术和教学基地，即实验
室，演讲厅和图书馆。 学生还将获得个
人学术关怀。 在Słubice的高中，应该用
英语和德语创建语言课程，并创建三种概
况：人文学科，数学和信息技术，物理学
和化学。 核心课程要充实学术教学要素。 
学校将在Słubice的Polonicum大学的一
个机构中运作。

在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的商
业法律
2018-03-02
商 业 法 律 是 一 个 新 的 方 向 ， 将 于
2018/2019学年在比得哥什的卡齐米兹大
学提供。 商业法律是为那些想获得知识和
技能的人提供的建议，这些知识和技能可
以让他们在公司和商业环境中工作。 另
外，一个新的方向是为毕业生做好自己的
事业准备。 除了明确针对商业层面的法律
主题之外，研究计划还将包括经济课程，
与大型公司合作开展为期数月的实习，其
中有大型法律支持单位，律师事务所，法

律和税务咨询办公室。 比得哥什大学当局
认为，这一创新的跨学科课程将为毕业生
提供真正的职业前景，并有机会在经济和
合法的商业环境中工作。

克拉科夫教育大学空气质量研
讨会
2018-03-02
克拉科夫教育大学地理研究所可持续发展
地理成形系和克拉科夫波兰地球物理学会
组织了一次关于“气象条件背景下的空气
污染”的公开研讨会。 在研讨会期间，将
介绍几个关于克拉科夫空气质量的讲座。 
参加者将能够听取讲座，专门分析2006-
2016年波兰选定城市聚集区内各个大气气
溶胶粒子，PM2.5和PM10尘埃浓度变化情
况，并最终了解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物理和
化学性质的变化 斯匹次卑尔根的积雪。 研
讨会将于2018年3月7日在Podchorążych 
2街道的克拉科夫教学大学新大楼举行。

卡托维兹社会心理学的“心理
批判日”
2018-03-02
作为“与科学的会议”系列的一部分，卡
托维兹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与社会大学于
2018年3月7日至8日举办了一次面向大众
的关于“心理正式研究日”的公开活动。 
该倡议针对所有对心理形式主义感兴趣的
高中学生和教师。 在活动期间，社会科
学和人文学院的研究人员将与参与者共同
寻求问题的答案：天气和心情是否影响犯
罪？ 法医寻找失踪人员的可能性有哪些？ 
你真的能用新技术发现谎言吗？ 有关该事
件的更多信息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地址在卡
托维兹青年区项目协调员处获得：strefa.
katowice@swps.ed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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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特人日在卢布林天主教大学
2018-03-02
凯尔特语言学系和卢布林天主教大学英
语语言学院与爱尔兰大使馆合作，邀请
您于2018年3月16日参加凯尔特日，这
是全国圣帕特里克节的一部分。 “在爱
尔兰玩得开心”活动将开始于 10.00在
卢布林知识转移中心。 凯尔特日为那些
想扩大他们对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历史，
语言和文化知识的人准备。 今年在卢布
林天主教大学举办的庆祝活动包括5次讲
座（波兰语和英语），爱尔兰语和威尔
士语讲习班，爱尔兰舞蹈讲习班以及由
Simon Miller导演的电影“Seachd：The 
Inaccessible Pinnacle”的放映。 看
看电影“Seachd：The Inaccessible 
Pinnacle”的预告片： https://youtu.
be/aoYescAw1_I

为残疾儿童设计的轮椅
2018-03-02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将在课程中
为残疾儿童设计一款轮椅。 行动的发起
者是dr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Tomasz 
Zatoński教授。 残疾儿童轮椅应符合几项
要求。 它必须安全舒适，保护脊柱并在转
弯或不平地形时提供稳定性。 机电一体化
学科领域的学生将面临这一任务，直到学
期结束。 这些项目将由由弗罗茨瓦夫技术
大学和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科学家组成
的评审团进行评估。 最有趣的解决方案将
被授予并推荐用于实施。 更多信息 http://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politechniczno-medyczny-wozek-
biegowy-107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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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将在雅盖隆大学举行
神经科的国际会议
2018-03-05
Neuronus IBRO神经科学论坛是欧洲神经
科学领域最大的会议之一。 其第十届会议
将于2018年4月在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举
行。 今年会议期间将举行6场全体讲座。 
届时讲座将由 Amir Amedi教授（希伯来
大学，以色列），Ole Jensen教授（伯
明翰大学，英国），Markus Ullsperger
教授（德国马格德堡大学），Yves De 
Koninck教授（加拿大拉瓦尔大学）， 
Thomas Kuner教授（德国海德尔堡大
学）和Emma Robinson教授（布里斯托
大学，英国）主持。 会议嘉宾还将能够看
到25场演讲，并参加多场科学会议和座谈
会。 届时会议将于2018年4月20日至22日
在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礼堂举行。 更多信
息 http://neuronusforum.pl/

3月将在华沙大学庆祝“68”
纪念日
2018-03-05
2018年3月8日的下周四是华沙大学3月事
件50周年纪念日。 1968年的学生抗议活动
被共产主义安全机构残酷镇压。 为了纪念
这些悲惨的日子并向参与者致敬，辩论，
会议和展览将在华沙大学举行。 庆祝活动
将于3月8日12点开始，在位于华沙大学正
门旁边的Krakowskie Przedmieście校园
内的纪念'68'牌匾处放置鲜花。 在前大学
图书馆13.00时，耶日艾斯勒教授将在“半
个世纪后的68年三月”发表演讲：评估，
诠释和操作“。 下午5点，与亚当米奇尼
克的会议将在1968年3月活动参与者之一
的历史研究所专栏厅举行。 谈话将由华沙
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Joanna Wawrzyniak
博士和POLIN波兰犹太人历史博物馆馆
长Dariusz Stola教授领导。 更多信息: 
https://www.uw.edu.pl/50-rocznica-
marca-68-plan-uroczystosci/

波兰航空公司LOT与Chełm的
大学合作
2018-03-05
Chełm国立高等职业学校与波兰航空LOT
签署了合作协议。 由于该协议，机械和机
械设计专业试点的学生将能够在波兰航空
公司LOT进行实习。 除了理论部分和对工
作细节的了解之外，年轻飞行员还将参与
属于LOT机队的客机班机。 波兰国家航空
公司希望初始招聘过程在位于Chełm的
州立高等职业学校进行。 根据协议，切尔
姆大学和洛法特大学将进行联合项目，活
动，会议和宣传民航活动。

华沙理工学院棋盘游戏创作者
竞赛
2018-03-05
2018年3月10日，华沙理工大学创新管
理和技术转让中心组织Science Game 
Jam。 科学游戏果酱是创造关于科学
的棋盘游戏的马拉松。 活动将于华沙4 
Rektorska街的大楼10:00开始。 乐队将
在其中运行，其任务是在几个小时内开
发游戏原型。 然后，陪审团将选择将会
进一步发展的最佳解决方案。 他们还将
于2018年10月在华盛顿国家体育场举行
的“Planszówkina Narodowym”派对上
演出。 活动注册： https://docs.google.
com/forms/d/e/1FAIpQLScWIidSj-uNA
h2DIv59uIkJIPOLVuvMIN81k3qKgRPqiK
LOwg/viewform

华沙大学1960年代文学和文化
研讨会
2018-03-05
波兰华沙大学波兰研究所19世纪后半期的
文学和文化部邀请你参加会议“复古， 20
世纪60年代政治和隐私之间的文学和文
化。“ 2018年3月5日至7日，来自波兰
各地的科学家将在数十场演讲中提出会议
提出的问题。 哈布教授。 来自波兰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的GrażynaBorkowska将
阅读“阅读地图：立陶宛。 Orzeszkowa
和她的（第一）周期Znad Niemna“
博士。 来自Jagiellonski大学的Iwona 

Węgrzyn教授将反思“1863年加利西
亚课程”的主题。 Tomasz Sobieraj将
发表演讲“私人与公众之间”。 20世
纪 6 0 年 代 波 兰 文 学 批 评 小 说 的 典 范 “
。 会议将在华沙的Tyszkiewiczów-
Potocki Palac宴会厅举行。地址： 
Krakowskie Przedmieście 32。 更多
信息： http://www.polon.uw.edu.
pl/documents/9763960/10751511/
Dyslokacje_harmonogram.pdf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对外宣传大
学的资金
2018-03-06
国家学术交流局从2018年3月1日开始征
求现代外国推广计划的提案。 该方案针对
波兰的大学，波兰科学院的科学单位，波
兰境内的波兰研究机构和国际科学研究机
构。 它有机会获得财政支持，以实施国际
推广领域的项目，其特点是创新和高度匹
配目标群体的需求以及大学或科学单位的
目的。 拟议项目可涵盖从综合信息活动
到选定交流渠道（例如社交媒体）的促销
活动，以及在国内外以各种方式实施的直
接联系等各种活动。 更多信息： https://
nawa.gov.pl/instytucje/programy-dla-
instytucji-juz-wkrot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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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维谢格拉德基金奖学金
2018-03-06
截止2018年3月15日，国际维谢格拉德基
金会邀请波兰学生申请硕士和博士研究奖
学金。 所有科学学科均可提供各种语言的
奖学金，包括在大学逗留1至4个学期。 该
计划不对候选人施加任何年龄限制。 奖
学金持有者可以在中欧和东欧的大学和研
究单位进行研究或进行研究。 由于接受
了所选研究中心的候选人申请，他每学期
获得2,300欧元的奖学金，而接收科学机
构每学期获得1,500欧元的奖学金。 国际
维谢格拉德基金是根据2000年签署的一项
协定建立的，是维谢格拉德国家（波兰，
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内唯一
的制度化合作形式。 基金的主要任务包
括支持文化，科学，教育，艺术和旅游
合作。 所有详细信息和访问在线申请系
统： https://www.visegradfund.org/
news/2018-2019-visegrad-scholarships/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国际博
士研究
2018-03-06
截至2018年5月底，来自欧洲的年轻科学
家可以申请进入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医
学生物学和生物统计学领域的国际博士研
究。 这些研究旨在为以下专业的毕业生
提供：生物学，生物技术，医学分析学，
药学，医学及相关专业，他们没有博士学
位，并且在过去三年中在波兰居住的时间
不超过一年。 在过去的三年中一直在国
外生活和工作的波兰研究人员以及在波兰
不超过一年的波兰研究人员也可以申请入
学。 这些研究是免费的。 每名博士生将
获得4年2600欧元的奖学金。 它们将作为
ImPRESS项目的一部分运行，由欧盟委员
会和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共同资助。 更多
信息： https://www.umb.edu.pl/en/
impress

一系列科学会议“Polonia 
Restituta 十诫独立的波兰100
周年“
2018-03-06
值此波兰独立100周年之际，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与波兰主教会议社会事务委员会一
起在波兰最重要的学术中心组织了一系
列十次科学专题会议。 该项目“Polonia 
Restituta。 将于2018年3月12日开始在
波兰举行的“独立100周年纪念十周年纪
念日”，并将在华沙枢机主教斯蒂芬·威
辛斯基大学举行一次家庭会议。 一系列
10个全国性的科学专题会议将在广泛了
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领域中处
理问题。 下次会议将专门讨论：家庭; 工
作，创业和社会市场经济，公民和爱国主
义; 自由，主权与法治，文化与认同，尊
严与社会正义，生态，社会团结与可持续
发展，国家与教会的关系; 欧洲与人类及其
权利。 这一周期的高潮将是克拉科夫的国
际大会，它将承担公共生活中的良知和责
任问题。   更多信息： https://polonia-
restituta.pl/

体育管理 - 在热舒夫技术大学
开设一个新的学习领域
2018-03-06
体育管理是一个新的方向，从2018年10月
1日起由Rzeszów技术大学发起。这是管理
学院与Rzeszów理工大学物理治疗和运动
中心合作的一门课程。 这将是实际的。 他
将教育管理和商业领域的专家以及体育运
用IT资源。 毕业生将能够成为体育经理，
教练顾问，形象创作机构的雇员和体育企
业。 他们将掌握管理知识，信息和通信技
术的使用，人类潜能的管理以及体育合同
的准备。 热舒夫技术大学开设28个研究领
域。 最流行的方向是航空和宇航员。

在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将进
行电子学习
2018-03-06
比得哥什的卡西米尔大学希望加入进行在
线课程的大学组。 电子学习平台将促进在

线教学。 购买资金来自科学部根据“现代
大学”计划授予该大学的资金。 比得哥什
大学打算购买磁盘阵列以支持远程教育和
电子学习应用程序，其中计划在远程教学
中覆盖大学的38个学习领域。 除了在线学
习平台之外，这笔资金将用于提高语言能
力并获得学生和学术人员的证书。

波兰社会与媒体文化学院波兰
发展方向研讨会
2018-03-06
初创公司，5G技术，利用国防部门的创
新潜力 - 投资与发展部长耶日Kwieciński
在“数字独立”研讨会期间表明了波兰的
发展方向。 波兰技术思想，从创意到成
功。“ 它发生在托伦的社会和媒体文化高
等学校。 对于创业公司来说，最大的问
题是打入市场，而不是简单地为发展募集
资金 - 总统大会上Mateusz Morawiecki
说。 投资和发展部长Jerzy Kwieciński指
出，一半的创业公司来自欧洲，并且被包
括美国或以色列在内的其他国家购买。 后
者从欧洲市场接管的初创企业数量比法国
高几倍。 这表明，一个基于非常强大干涉
的小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能够建立强
有力的创新政策。 我们想要建立这样的
政策 - Kwieciński部长说。   更多关于研
讨会的信息： https://wsksim.edu.pl/m-
blaszczak-absolwenci-wsksim-najlepsi/

华沙大学将举办一个专门讨论
科学宪法的研讨会
2018-03-07
华沙大学当局邀请学术界人士 - 在高等教
育和科学上的新法律研讨会 - 工作人员，
博士研究生和毕业生。 在3月5日至19日
举行的研讨会期间，他们的参与者将讨论
大学最重要的职能领域：教育，研究和工
作人员的发展。 他们将一起思考目前阻
碍他们学习，工作和规划其职业生涯的因
素，取消哪些障碍以及如何使用新法律条
款来实现大学目标。 更多信息： https://
come.uw.edu.pl/pl/nowaust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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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教育家 - 关于副总理
Gowina和部长Zalewska参与
的科学
2018-03-07
2017年是波兰教育体系发生变化的时期。 
9月份，中小学教育改革开始实施，科教
高等教育部提出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假
设。 因此，“共和国报”每天组织2018
年3月15日会议“教育家2018”与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
长和安娜·萨卢斯卡，国民教育部长的
参与。 会议将总结改革的状况，首先分
析改革的有效性并讨论必要的调整。 组
织者希望将改革者的观点与业务角度进行
对比，并提出适当的建议。 这次会议是
开放式的，将在华沙大学图书馆举行，地
址：Dobra56/66。   更多信息： https://
konferencje.rp.pl/wydarzenia/7/1020-
edukator-2018/program

双重研究--学习和工作的有效
结合
2018-03-07
我们的目标是更准确地调整课程来满足市
场的需求。 双重研究可以让你通过同时参
与大学教学和工作场所就业，有效地将学
习与工作结合起来。 由于这一点，学生
们更快，更有效地学习新技能 - 在第二届
双元教育会议期间（格利维采）时，科学
与高等教育部长副总理Jarosław Gowin
说。 2017年12月，科学部执行机构国家研
究与发展中心宣布了一项旨在使课程适应
未来雇员和雇主期望的竞赛。 由于实施了
备用教育计划，成功的秘诀是将学习与工
作有效结合。 比赛的预算为1亿兹罗提。 
EDUAL会议由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卡托维
兹经济特区和格利维采市组织。

Gowin：教育投入必须增加
2018-03-07
本周四（2018年3月8日）科学宪法草案将
在部长会议常务委员会上进行分析，下周
将出席政府会议 -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副
总理Jarosław Gowin在节目“三人政治
沙龙”节目将在波兰第三广播电台播出。 

副总理Gowin强调，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实
现现代化的经济并实施负责任发展战略，
就必须增加对学习的支出。 他认为，“科
学宪法”将改善波兰大学的状况，无论科
学和高等教育的拨款额是多少。

学术教育展览会将在托伦举行
2018-03-08
2018年3月13日在托伦尼古拉哥白尼大学
举办25届全国教育产品博览会“教育促进
2018”。 在2018/2019学年，研究的候选
人将能够熟悉高等教育机构的完整教学提
议，学习计划和特定学院的录取政策。 将
来自全国各地的波兰展示他们的教育提供
近20所大学，其中包括：托伦哥白尼大学
和比得哥什医学院; 大学有：格但斯克，罗
兹，奥尔什丁，华沙，比得哥什和锡隆纳
葛拉; 格丁尼亚海军大学的海军学院，斯武
普斯克的波美拉尼亚学院以及理工大学：
格但斯克，科沙林，波兹南和华沙以及弗
沃茨瓦韦克的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和格但斯
克医科大学。 还有军事学校的代表：来自
德布林的空军高级军官和华沙的军事科技
大学。 “2018年教育促进会”将在尼古拉
斯哥白尼大学礼堂举行。 地址：Gagarina
街道11号，托伦。 更多信息：http://
www.umk.pl/kandydaci/targi/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中国学生
2018-03-08
来自洛阳师范大学的39名学生将在比亚韦
斯托克大学学习一个学期。 大学当局希望
在未来的几年里比亚韦斯托克的大学能够
接收更多的中国学生。 中国学生将以英
语上课。 在六个学院有近40门科目可供
选择：教育学和心理学，经济与管理，法
学，历史 - 社会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
物理学。 他们不会支付参加课程的费用，
仅需要支付的是宿舍的住宿费用。 比亚韦
斯托克大学的计划是从2018/2019开始为
中国学生提供英语付费硕士研究计划，包
括国际关系，计算机科学，教育学或英语
语言学等领域。 研究国际化是比亚韦斯托
克大学当局的优先事项之一。 目前，大学
有458名外国人在学习，其中最多的是立陶
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

Müller：科学宪法是年轻科学
家的机会
2018-03-08
“有些教授已经习惯了这样一个事实，即
在获得教授或博士后职称后，他们不需要
做太多的工作。 我们希望结束这一点，
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位波兰教授都能够为科
学带来很多” - 在广播节目“广播早晨”
中，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Müller
说。 Müller强调道，科学宪法为年轻科学
家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 改善职业道路，
废除淘汰义务，建立博士学校，为每位博
士生创设奖学金制度。 关于科学宪法只会
促进大学的指控，副部长穆勒说：想要改
变的大学将获得资金。 而大学的规模并不
重要。 我们只是想根据法律引入专业质量
机制。

Górniak教授回应科学和高等
教育改革的批评者
2018-03-08
波兰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需要进行认真
的改革，将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这
对波兰来说是目前的文明挑战。 “以一
种或其他利益的名义腐败这项改革，错误
地为我们的家园服务” - 《Gowin部长对
科学改革计划的变化呼吁》的作者-- 全国
科学大会理事会主席Jarosław Górniak
如是说。 2018年2月26日，大约有150位
科学家对科学和高等教育改革进行了呼
吁。 Górniak教授提到了他所设想的要
求，并解释了“宪法”中的具体解决方案
来自哪里，以及它们被赋予的权利。 更
多信息： http://www.nauka.gov.pl/
aktualnosci-ministerstwo/j-gorniak-
odpowiedz-na-tezy-apelu-o-zmiany-
w-planie-reformy-nauki-minist ra-
gowin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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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普沃茨克州的国立高等职
业学校新的妇产科实验室
2018-03-08
Andrzej Nowakowski总裁及来自普沃茨
克州高等职业学校校长Maciej Słodki教授
开设了妇产科实验室。 它将成为医疗模拟
中心的一部分，该中心将在普沃茨克大学
成立，作为欧盟资助项目的一部分。 该工
作室还获得了200,000兹罗提的支持，为该
工作室配备了城市预算。 该中心旨在使护
理和助产学生能够使用最新的全球技术。 
来自普沃茨克市的部分共同筹资是为了适
应和扩展模拟中心的新部分。 这样就可以
购买反映人体器官和区域的训练模拟器，
模拟人体功能系统和器官的模拟器。 该设
备将使学生掌握技术资格，并将支持学习
如何正确与患者沟通。

实用肛肠 - 欧洲唯一的大学等
研究生课程
2018-03-09
研究生教育的医学中心与雅盖隆大学医学
院一起开创了两个学期的研究生课程“肛
肠实用”课程。 这是在欧洲市场上的唯一
一所大学的研究生课程，考虑到肛肠理论
和实践问题。 这些研究是与波兰结肠病学
会合作建立的，该研究所处理结肠疾病的
问题。 来自波兰各地的最杰出的专家被邀
请参加课程，30名外科医生参加了第一次
课程。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推出了“波
兰回归”计划
2018-03-09
通过学术交流的国家机构推出了“波兰的
回报”是让波兰科学家回国，并采取了就
业在波兰大学或科研机构。 它为经常性学
者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和建立项目团队
的机会。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数千名科
学家离开了波兰 - 有才华的年轻人正在寻
找科学工作的条件，并在国外寻求创意交
流的想法。 今天我们有条件在波兰接受
他们。 近几年来，波兰科学带来了巨大
的变化：我有充分的责任，我认为今天有
可能在波兰研究世界级的课程” - 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在会议开幕式上说。 更
多信息： https://nawa.gov.pl/nawa/
aktualnosci/281-polskie-powroty-
wzmocnienie-potencjalu-uczelni-w-
polsce-2

在罗兹大学开展的情报官员会
议
2018-03-09
罗兹大学哲学与历史系于2018年3月14日
邀请您与外国情报机构的官员见面。 罗兹
大学的客人将进行演讲， 展示他们工作的
特殊性和目标，并展示他们使用的方法。 
讲座结束后将是提问环节，会议将于2018
年3月14日12:00在罗兹大学历史研究所47
室Kamińskiego街27号举行。

雅盖隆大学将对知识产权和新
技术领域展开新的研究
2018-03-12
雅盖隆大学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建立了合作关系，该组织是联合国和波
兰共和国专利局的一个机构。 该项目
主要负责人为研究和结构基金大学副校
长 Stanisław Kistryn教授，总部位于日
内 瓦 的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研 究 院 院 长
Sherif Saadallah和专利局局长Alicja 
Adamczak博士签署了一份意向书。 该
文件规定在雅盖隆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的
英语语言“知识产权和新技术”启动第二
硕士课程。 新的方向是针对波兰和外国学
生。 这将增加教学提议的吸引力，并将提
高克拉科夫大学的国际化水平。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MOST 
Wiedzy项目的开放日
2018-03-12
2018年3月14日，MOST知识项目的开放
日将在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举行。 MOST Wiedzy是一个门户网站，
是一个多学科，开放的知识转移系统。 科
学家们可以在上面展示他们的科学成就。 
感谢Open Access（OA）开放，可以免
费和无限制地访问数字版本的科学作品。 
该项目的目标是增加学习资源的可用性，

连贯性和重用性。 这些资源通过门户以公
开，简单和透明的形式提供给科学界，企
业家和公众的代表。 更多信息： https://
mostwiedzy.pl/

什切青大学与Hoya Lens 
Poland之间的合作协议
2018-03-12
什切青大学数学与物理学院已与Hoya 
Lens Poland签署合作协议。 Hoya是全
球最大的眼镜镜片和其他光学产品制造商
之一。 该协议涉及从业人员 - Hoya Lens 
Poland的员工在进行班级合作以及在制定
和修改与眼镜光学相关的学习计划时的咨
询。 他还为Hoya的眼镜光学学生建立学
徒和实习机会。 什切青大学非常重视教师
光学系学生的实践技能。 此前，他已经与
当地企业家签署合作协议：Rako Optyk 
Serwis和Optyk Trendy，以及波兰盲人协
会西波美拉尼亚区和Essilor JZO 眼镜。

在克拉科夫教育大学进行社会
保障领域的教育
2018-03-12
为期两天的会议（2018年3月7日至8日）
，在克拉科夫教育大学讲述了如何在社会
保障领域开展教育。 克拉科夫大学与社
会保险机构一起组织了一次由当地高中的
学生，教师和董事参加的会议。 “社会
保险机构不仅是养老金，而且是整个福利
体系。 在我们的整个生命中，从出生到死
亡，我们都受到社会保险问题的影响” - 
波兰电视台克拉科夫社会保险机构副主席
Paweł Jaroszek说，同样，克拉科夫教育
大学校长Kazimierz Karolczak教授强调了
这方面教育的重要性。 “我们的毕业生去
上学并接受教育。 因此，教师本身必须完
全接受社会保障领域的教育，以便公平地
向学生传授知识”  - Karolczak教授补充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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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
2018-03-12
“新法案生效后，对教师进行教育的权利
将只有那些在教师教育和学生教育领域进
行研究和使用最新科学成果的大学 “- 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Müller在接受
共和国报“日报”采访时说。 进行培训以
准备教学专业的大学必须至少有一门科目
属于该科目的科学类别B. Müller副部长还
宣布，学前教育和早期教育以及特殊教育
将作为统一的硕士课程进行。 所有变化将
在下一学年逐步推出。

科学和高等教育的中央委员会
批准了宪法学
2018-03-12
该法案的基本目标是加强科学和高等教育
在波兰发展中的作用，并加强波兰科学家
对全球科学的贡献，这完全符合波兰学术
界长期以来制定的假说 - 科学和教育主要
理事会主席Zbigniew Marciniak教授说更
高。 2018年3月8日，科学和高等教育总理
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对高等教育和科学
法草案中的解决方案表示了明确的支持。 
正如该文件所强调的那样，应该特别注意
在学术环境中进行广泛磋商的事实，即该
法令的假设以及科学部对科学宪法草案的
大量评论。

来自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的研
究人员确定了甲虫毒液的组成
2018-03-13
来自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环境生物
学研究所系统动物学系的研究人员Leszek 
Rychlik教授和Krzysztof Kowalewski作
为世界第一的研究人员描述了甲虫毒液的
组成和作用。 他们的研究成果已发表在
Journal of Mammalogy杂志上。水鼩鼱
是哺乳动物的一种， 为了确定该物种毒
液的有用性，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其中包
括观察各种大小受害者对水鼩鼱的狩猎情
况。 事实证明，相对于流派，鼩的另一名
代表，水鼩鼱是能够有效地克服他们的受
害者。 更多信息： https://academic.
oup.com/jmammal/advance-article-

abst ract/doi/10.1093/ jmammal/
gyy013/4911419

Siergiej Kowalow获得华沙大
学荣誉博士
2018-03-13
生物物理学家，人权和政治活动家捍卫
者Siergiej Kowalow博士将获得华沙大
学荣誉博士称号。 Siergiej Kowalow参
与了苏联第一个组织的成立，该组织反对
侵犯自由。 在七十年代，他被判七年营
和三年流亡反对苏联共产党的活动。 他
在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俄罗斯人权委员
会主席。2009年，莱奇卡钦斯基总统授
予Sergey Kovalev波兰共和国大十字勋
章。 颁发Kowalów荣誉博士称号的仪式
将于3月14日举行 12日在华沙卡齐米佐夫
斯基宫参议院大厅，地址：Krakowskie 
Przedmieście 26/28。

Bielsko-Biała技术人文学院的
综合发展计划
2018-03-13
2018年4月，“未来学院 - Bielsko-Biała技
术和人文科学院综合发展计划”项目即将
开始。 该项目符合POWER计划（操作计
划知识教育发展）下的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的共同资助条件。 其主要目标是提高比
尔斯科 - 比亚瓦技术和人文科学大学的教
育效率，并提高大学管理质量。 这一目标
的实现是：扩大教育机会，以获得雇主期
望的能力和资格，提高教学能力，增加与
大学管理有关的内部和外部系统的整合，
提高管理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能力和资格。 
此外，Bielsko-Biała学院打算引入综合大
学管理系统

波兰大学 - 战略展望2020
2018-03-13
欧盟研究计划的国家联络点与波兰学校校
长联合会邀请奥尔什丁参加信息会议“
波兰大学 - 地平线2020战略”，作为科
学单位国际化工具的研究和创新领域的
欧盟框架计划。 它将致力于动员，以增
加波兰大学和工业界对“地平线2020”

计划的参与，特别是科学机构参与欧洲
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拨款，以及在传播卓
越和扩大参与方面的竞赛（团队合作，
结盟，电子会议室主席）。 该活动将于
2018年3月21日（星期三）在Olsztyn举
行 ，活动时间：11.00 - 15.00，地址： ul. 
R.Prawocheński 9。 活动注册： http://
www.uwm.edu.pl/ rpk/szkolenia/
rejestracja?training=520

Grupa Azoty形象大使
2018-03-13
“Grupa Azoty集团形象大使” 计划的
试播版已启动，旨在引起学术界人士对
欧洲肥料和化学工业最大的资本集团之
一的职业生涯的兴趣。 该试点计划将于
2018年3月开始，针对选定大学的二年级
和三年级学生。 今年的“形象大使”将
从什切青的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西里西
亚科技大学，华沙理工大学和西波美拉
尼亚科技大学的学生里选拔。 该计划的
目标是在学术环境中推广品牌。 作为该
大学团队代表的一位充满活力和创造力
的大使，将对Grupa Azoty的活动产生
兴趣，并建立其作为理想雇主的正面形
象。 注册信息可在2018年3月16日前发送
到以下地址： http://grupaazoty.com/
ambasadormar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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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沙经济学院的加密货币
2018-03-13
华沙经济学院银行学院于2018年3月19
日邀请您参加“区块链 - 突破性创新或
媒体小工具”大会。 比特币与其他虚拟
货币一样，已经进入了传统意义上，成
为传统形式的货币和投资的替代品。 然
而，由于有关比特币炒作和关于其用于
犯罪目的的新兴信息的争议，实际上可
能会忽视区块链这种非同寻常的潜力，
而区块链是加密货币市场的技术基础。 
会议将就区块链技术及其在金融体系中
的应用潜力开展科学讨论。 波兰国家银
行当局，波兰金融监管局，商业银行和
创新技术公司的代表将参与其中。 更多
信息： http://kolegia.sgh.waw.pl/pl/
KES/struktura/IB/konferencje/Strony/
blockchain_przelomowa_innowacja_
czy_medialny_gadzet-.aspx

旅游和娱乐华沙学校校长的比
赛项目行业提名
2018-03-14
Jolanta Zyśko教授，旅游和娱乐华沙华
沙学校校长，由MP Power奖评审委员
会提名，参加“协会”类别的奖项。 MP 
Power Awards是活动行业中的第一场全
国性比赛。 因此，华沙大学对该领域专家
教育的贡献表示赞赏。 主要的旅游和娱
乐学校属于维斯瓦大学集团。 自2017年
以来，在华沙大学推出了一项关于旅游和
休闲的新国际教育计划，该计划以英语举
办。 在这个领域进行的管理专业之一是事
件管理。 MP Power大奖的最后一场比赛
将于2018年3月23日在华沙的Służewiec
赛马场举行。

格但斯克大学犹太电影评论
2018-03-14
3月15日至18日格但斯克大学将举办关于
犹太主题“沙洛姆波林”的第5届格但斯
克影片评论。 该活动由格但斯克大学电
影讨论俱乐部和学术文化中心发电机组
与波兰和以色列社区共同遗产莫雷斯特
Meshutefet合作组织。 除了格但斯克大

学的电影放映之外，还将举办语言，烹饪
和舞蹈讲习班以及介绍犹太文化的讲座。 
格林斯克对“沙洛姆波林”的评论将首
先就“68年3月的事件对波兰电影摄影的
影响以及Michał Jaskulski和Lawrence 
Loewinger在”Planty 7/9“的纪录片
的放映作出讲演。 电影将在格但斯克大
学语言学院1.43展厅举行。 地址：ul. 
Wita Stwosza 55 ，格但斯克   更多信
息： http://shalompolin.ug.edu.pl/

下西里西亚大学Pineau教授讲座
2018-03-14
弗罗茨瓦夫下西里西亚大学教学科学学院
邀请您参加Gaston Pineau教授的一次公
开讲座，题为“将传记方法作为一种研究
和实践方法应用的当前趋势和新视角”。 
Pineau教授还将领导方法论研讨会 “如
何进行传记研究？ 在法语国家应用的研究
经验和方法解决方案“。 这些活动将作为
题为“在传记的空间”的国际科学大会的
一部分举行。 经验，过程和变化的识别，
对“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的上映100周
年之际 - 兹纳涅茨基和威廉托马斯 William 
Thomas和Florian Znaniecki的工作仍然是
科学家的灵感来源，因为分析和解释真实
文件的先驱方式强调了人类生活的传记层
面的重要性。 皮诺教授讲座将于2018年5
月9日在弗罗茨瓦夫下西里西亚大学教育科
学学院举行。地址： Strzegomska 55，上
午9: 30，111室。

波兰东部伙伴关系国家和中亚
的外国人奖学金计划
2018-03-14
奖学金计划Stefan Banach奖学金计划
是外交部和国家学术交流局的联合奖学金
项目，作为波兰发展援助的一部分得到执
行。 该计划允许您在由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长监督的精确科学，自然科学，技术，
农业，林业和兽医科学领域进行第二轮研
究。 它针对东部伙伴国家（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
瓦和乌克兰）和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外国人。 未来的奖

学金获得者应该是精确科学，自然科学，
技术，农业，林业和兽医科学领域第一轮
研究最后一年的学生，或者已经完成了这
些领域的第一轮研究。 但是，不能早于
2015/16学年。 另外一个条件是至少在B1
级对波兰语的了解。 申请的要求将持续到
2018年4月30日。 请参阅Stefan Banach
奖学金计划的规定： https://nawa.
gov.pl/images/Banach/REGULAMIN_
Banach.pdf

在克拉科夫的AGH科技大学举
办的世界皮肤日
2018-03-15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在2018年3月16日
邀请您参加周五科学之夜，这是在世界皮
日之际组织的。 该活动针对11-15岁的儿
童和青少年。 就职演讲结束后，参与者分
成小组，参加讲习班，示范，实验和逻辑
游戏。 这次活动是在克拉科夫学院教授
Tadeusz Słomka的赞助下进行的。 所有
景点都由学院的员工和学生准备：应用数
学，材料科学和陶瓷，动力工程和燃料，
物理和应用计算机科学。 促进数学和科学
的活动与3月14日庆祝的国际琵琶日（3,14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日期不是偶然
的 - 在3月14日的美国记录（第一个月，然
后一天）中，我们保存为3.14，这对应于
Pi值。   精确科学的星期五晚上将在克拉
科夫AGH科技大学物理和应用计算机科学
系举行。 地址：Reymonta 19，开始时
间：17.00 D-10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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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ko：新法律为科学和高等
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机会
2018-03-15
有更大的空间可以更好地利用波兰科学的
潜力。 在我看来 - 许多地方的科学宪法，
这样的发展机会正在诞生 - 前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副部长Aleksander Bobko教授在
RMF FM电台上说。 Bobko教授解释说，
新法律自然引起了怀疑，因为它是一项规
范整个科学和高等教育领域的大型事业。 
他还注意到，科学部通过与科学界和学术
界的广泛磋商，试图对该法的解决方案进
行微调，以使它们对每个人都是清楚易懂
的。 尽管如此，根据前任科学部副部长的
说法，这有一些阻力，有许多言论，在学
术环境中也存在疑问。 该部门相信并动员
起来，尽可能以最好的形式实现项目。 我
认为下周这个项目将出现在部长会议上 - 
Bobko教授补充说。

在世界医学院目录中的
Zielonogórskie大学医学院
2018-03-15
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信
息，因为未来它将使他们能够在欧盟之
外，尤其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培养医生的文
凭 - Zielonogórskie大学医学和健康科学
系院长Agnieszka Zembron-Łacny教授
说。 医学院校的世界名录之前组合包含
在世卫组织世界名录，国际医学书籍目录
（IMED）目录和阿维森纳信息。 其中包括
来自世界各地的2,900所大学的信息（包括
19所波兰医学院和领导医学院的院系），
招聘条件和医学研究的时间。

综合大学课程13亿兹罗提
2018-03-16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了综合大学计划
竞赛第一条路的成果。 由于项目的实质性
质很高，竞争预算已经增加 - 从500个增加
到7亿兹罗提。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竞
争受益者是波兰的高等教育机构，公立和
非公立。 该项目的设想是使教育方案适应
当前的社会经济需求。 “今天的波兰经济
运用最新的科学发现提供现代技术，这一

点尤为重要，”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长Jarosław Gowin说。 第一条路线是
比赛的最后阶段（中心其他路线的获胜者
将于2017年12月和今年2月宣布）。 科学
部总共颁发了138个大学综合项目项目。 
13亿兹罗提将支付170,000兹罗提。

罗兹工业大学和Włocławek
的州立高等职业学校将进行合
作
2018-03-16
Włocławek国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与罗
兹技术大学技术物理，信息学和应用数学
学院的现有联系促成了大学当局开展合
作。 大学的校长 – Sławomir Wiak教授和
Małgorzata Łagiędź-Gałuszka博士 - 他
们签署了一份合同，其主要目标是支持
Włocławek大学实施实践教育计划。 罗
兹工业大学因此将成为PWSZ学生继续教
育的一个更加着名的地方和更具吸引力的
目的地。 两所大学都宣布在教育领域的合
作，在科学和研究领域以及与社会和经济
环境的接触。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维尔纽斯分
校的1900万兹罗提
2018-03-16
科学部将分配近1900万兹罗提合作资助比
亚韦斯托克大学维尔纽斯分校。 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签署了科学与高等教育部
和比亚韦斯托克大学之间关于共同资助维
尔纽斯大学比亚韦斯托克分校经济和信息
学院建设的重建和扩建的协议。 自2007年
10月开始运营以来，维尔纽斯经济和信息
技术学院已经使波兰青年在波兰的学术水
平上学习了10年。 该学院已经从600多名
毕业生中毕业，目前有293名学生在那里学
习。 在其活动开始时，大学接受了两个学
士学位：经济学和信息学，在2014/2015
学年，还启动了第二轮研究。 在过去的几
年中，欧洲研究也有第一轮研究。

Müller：奖学金制度将包括所
有博士生
2018-03-16
我们正在计划缩减非全日制博士学位， 通
常来说，非全日制博是需要支付许多学
费。 我们目前计划将改为全日制学位并
免费提供教育，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Piotr Müller在格但斯克广播节目的“受控
讲话”节目中说。 通过向听众介绍“科学
宪法”的假设，副部长Müller宣布，改革
将覆盖所有博士生并取消奖学金。 他还补
充说，该法律是1989年以后的第一次，为
地区性大学提供额外资金。 “我们允许大
学由地方政府提供资金。 并不会减少向大
学的投资，“他说。

Andrzejczak将军在什切青大
学的讲座
2018-03-19
作为“什切青人文主义”系列讲座的一
部 分 ， 什 切 青 大 学 人 文 系 邀 请 您 参 加
Rajmund Andrzejczak少将的演讲“领导
力 - 激情与远见，在全面的安全环境中拥
有现代领导力。“ Andrzejczak将军是第
十二届什切青机械化师的指挥官。 1991
年，他毕业于波兹南的装甲军高等军官学
校，十年后捷克共和国军事学院毕业。 他
是许多外国使命的参与者。 其中包括伊
拉克之星和阿富汗之星。 讲座将于3月22
日星期四举行 12.00在人文学院。 这将是
Legia Akademicka计划的总结 - 国防部
2017年发起的军事学生培训试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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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部副部长Piotr Muller宣布
将巩固科学研究
2018-03-19
“今年10月，新的科学和高等教育法将
生效“。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Muller在接受波兰24电台访问时说。 参照
新的法律有利于规模大的大学，有将流入
的资金为科学主流的关注，副部长Muller
说，教育部在对待资金方面有两种选择。 
“一切都一样，或者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奖
励那些试图做得更好的人的系统。 我们选
择后一种解决方案。“ - 他解释说。 他还
宣布将巩固科学研究。 “我们的研究支出
有限。 我们应该为波兰社会和经济做出雄
心勃勃和有用的研究，“他说。

华沙SGGW大学不久将开设英
文授课专业
2018-03-19
作为POWER（知识与教育发展运营计划）
的一部分，华沙生命科学大学（SGGW）
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收到2800万兹罗提
的项目，用于根据社会经济需求调整和实
施学术教育计划。 该项目“自然成功 - 提
高华沙生命科学大学教育过程管理质量和
教学质量的综合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实施
教育过程管理的变革，并提高华沙大学的
教学质量。 将特别重视提高英语授课的新
专业和专业的国际化水平。 这些包括：有
机农业和食品加工，营养业务经理，土木
工程，计算机科学和计量经济学及 大数据
分析。

冈本教授访问弗罗茨瓦夫理工
学院
2018-03-19
来 自 名 古 屋 丰 田 技 术 研 究 所 的 冈 本
（Masami Okamoto ）教授将访问弗罗
茨瓦夫理工学院。他说 诺贝尔奖候选人中
提及的世界著名日本化学家。作为访问教
授计划的一部分，他将访问弗罗茨瓦夫大
学， 冈本教授将在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举
办关于“应用于组织工程中的纳米复合材
料”的专题讲座（3月19日至23日），并
将作为开放的跨学科科学研讨会（3月20

日）的嘉宾出席会议。 日本方的科学兴趣
包括：获得生物复合材料和聚合物纳米复
合材料，骨组织工程，再生医学，癌细胞
转移和癌症干细胞。

副总理Gowin在什切青医学院
校学生国际会议
2018-03-19
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
在第四届什切青医学院校学生国际会议开
幕式上说，它不会指望名字前的信件，而
是真实的科学成就。 这是对教育改革的一
个参考。 这次针对学生和年轻医生的会议
由位于什切青的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学生
科学协会组织。 与会者了解了研究成果和
医学的最新趋势。 他们还有机会见到其他
年轻科学家，交流经验，想法或灵感。 会
议期间，还举行了有关健康，牙科和博士
生的课程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将在2030
年前改用可再生能源发电
2018-03-20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是波兰第一所宣布愿
意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大学。 欧盟主
席--Andrzej Kaleta教授，根据气候现实项
目团队的计划签署“100％ 承诺“（100％
承诺）。 气候现实项目是诺贝尔和平奖获
得者和前美国副总统戈尔设定的一项冒险
行动，旨在加速向清洁能源转型并解决气
候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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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大学的中国文化日
2018-03-20
截止2018年3月23日，中国文化日将在罗
兹大学举行。 该活动由罗兹大学经济与社
会学院组织。 在罗兹大学，来自海外的学
生超过两千名，代表着95个不同的国籍，
其中约有100名中国学生。 作为活动的一
部分，您将能够看到太极拳表演，参加汉
语和书法研讨会，参加比赛比赛或聆听锣
音乐会。 该活动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罗兹
大学学生的中国文化，并普及有关罗兹大
学与许多中国大学合作的知识。 更多信
息： http://www.eksoc.uni.lodz.pl/dni-
kultury-chinskiej-2018/

格但斯克大学颇有建树的一年
2018-03-20
“ 过 去 的 1 2 个 月 对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来 说
收获颇多。 我们的员工取得了许多成
功，其中可以提到： Cezary Obracht-
Prondzyński教授在Hevelius人文领域获得
了奖项； Agnieszka Gajewicz博士获得
了一个非常有声望的国际奖项的国际瑞星
人才， Piotr Zieliński Jan Uphagen的奖
项”。格但斯克大学校长Jerzy Gwizdała
教授在与电台“Mors”的对话中说。 格但
斯克大学校长还提到了包括与格但斯克医
科大学在内的其他大学的合作，计划在科
学，研究，教学方面进行整合，并将研究
成果应用到经济中。 “这种合作非常有效
的事实最好的证据是生物技术学院获得的
最高评价以及它在癌症疫苗研究领域创建
的国际研究议程”，他补充道。

华沙理工大学组织课程，提高
讲师的能力
2018-03-20
华沙理工大学创新管理与技术转移中心邀
请您参加“项目讲师 - 高水平教学”项目
的实施课程的招聘。 设想以下类型的课
程：提高教学中使用的IT技能领域的能力; 
提高英语教学能力; 以讲习班的形式提高信
息管理能力; 增强创新教学技能和教学设计
思维领域的能力。 该课程的申请截止日期
为2018年3月21日。 申请表格： https://

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
SeHz967qHTlY6pPYPZxDhP_7im7uT4pQ
HB8tT0nCkhORpYzCA/viewform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将电影档
案数字化
2018-03-20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员工可以在AZON
平台（开放资源科学地图集）上查看数字
化档案电影资料。 模拟版本中播放的电
影资料包含在数字版本中 juwenalia，授
予荣誉博士学位。 数字档案还将包括学术
新闻，集会，音乐会，学生辩论，校长选
举，歌舞表演，剧院，科学和体育节的报
道。 材料 - 在数字化，色彩校正和曝光，
降噪和声级校正后 - 将进入AZON平台，该
平台以开放数字形式向所有相关方收集，
处理和提供学习资源。 该项目的协调人是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以及合作伙伴：弗罗
茨瓦夫体育学院，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
科学大学，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和华沙波
兰科学院系统研究所。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已成立70周
年
2018-03-21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SUM）已 成立70
年。 1948年3月20日，理事会发布了在
比托姆与医学院和牙科部建立医学院的条
例。 那时它是波兰第八所医学院。 1949
年，该大学更名为西里西亚医学院，随
后更名为Ludwik Waryński西里西亚医学
院； 自2007年以来，它一直以卡托维兹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的名义运转至今。 “在
拥有百年历史传统的医学院中，我们被称
之为”托儿所“；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SUM的校长
Przemysław Jałowiecki回忆道。 SUM
所教授的课程涵盖25个专业领域， 其中英
语教学为9个专业。 它培养出超过10,000
名学生，包括来自48个国家的500名外国
人。 70年来，该大学的已经超过培养了
40,000个来自国外的学生，其中包括美国,
加拿大，印度，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将近2900万
兹罗提用于现代化教育
2018-03-21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获得了近2900万兹罗提
用于在国家研究和发展中心组织的大学综
合方案第一条路径内实施一项教育项目。 
这是所有波兰大学中的第二大资金投入。 
根据第一条计划，大学将通过实施培训。
高质量实习计划和其他课程获得主要用于
新教育计划，教学人员培训和提高学生能
离；其中包括外语研究以及博士研究。 综
合大学课程计划的目标是发展高等教育，
以充分满足我国目前的社会和经济需求。 
今年，根据第一条计划- NCBiR补贴达到近
7亿兹罗提。 波兰大约有100所大学收到了
教育项目的资金。  

奥波莱理工大学已经开始军事
训练
2018-03-21
来自奥波莱大学的34名学生志愿者将开始
在由国防部和高等教育部推出了一个试点
方案下进行学术军团的框架下军事训练 。 
该计划使学生在学习期间成为士兵。 培训
包括理论部分，时间为30到60小时。并在
军事单位进行演习，（暑假期间）时间为
22天或44天。 志愿者在接受后备人才培
养后，将根据个人水平来决定评级，评级
将从下士军官评起。 奥波莱理工大学的讲
座将由弗罗茨瓦夫土地部队学院的专家进
行。 该方案包括关于军队的基本信息，国
家安全，急救和枪支建设，作为课程的最
后一部分，他们也会对战场上的战术和行
为规则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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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驻波兰大使访问了克
拉科夫雅盖隆大学
2018-03-21
在巴基斯坦驻波兰大使Shafquat Ali Khan
访问的目标是巴基斯坦大学中心与雅盖
隆大学的科学和教育合作。 巴基斯坦大
使此次访问由雅盖隆大学校长Wojciech 
Nowak教授接待；大使访问了中东和远东
研究所，并且做了一个题为“巴基斯坦外
交政策， 新挑战和新方向“的讲座。

政府采纳的科学宪法
2018-03-21
“政府通过了“科学宪法”，我要感谢整
个学术界（包括该法案的批评者）为期2,5
年的创造性合作 “。 Jarosław Gowin在
Twitter上写道。 科学部提出的该法将从
2018年10月1日起生效。 这将是12年来第
一次科学和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回想一
下，该法律草案的同一种模式是不寻常的。 
科学部于2016年5月举办了一场比赛。 三
个获奖研究小组编写了改革假设草案。 这
些文件随后成为学术环境中讨论的起点。 
目前，在政府通过“科学宪法”后，副总理
Gowin计划组织法案的公开听证会。

波兰南部大学校长访问布鲁塞
尔
2018-03-21
波兰南部十四所大学的校长于三月十九日
和二十日访问了布鲁塞尔，并进行了考察
访问。 他们参加了与欧盟机构代表的会
议，期间讨论了与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相
关的欧洲计划。 Tibor Navracsics也参加
了此次会议。他将从2020年起担任欧盟教
育，文化，青年和体育专员。 会议期间，
大家从欧盟的角度讨论了2020年后与高等
教育和科学研究有关的问题，包括欧盟新
的倡议---欧洲教育空间。

Visegrad暑期学校招聘
2018-03-21
Visegrad暑期学校的下一期招聘活动将
截止到2018年3月底。 这是来自维谢格拉

德集团对东欧的年轻人的一系列培训，克
拉科夫Villa Decius协会于2002年就已经
开始实施课程。 维谢格拉德暑期学校的讲
座，研讨会和辩论由代表不同领域知识和
公共活动的杰出专家进行。 除了专家和知
识分子外，讲师还是欧盟的大使，部长和
代表。 活动的对象是学生，博士生，青年
教师，企业家和记者。 今年的学校版将于
2018年7月1日至14日举行。

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在西班牙
建造了摩托车原型车比赛
2018-03-22
华沙理工大学汽车和加工机械学院的机
械和机械工程学生正在研究preMoto3级
摩托车的原型。 他们正在为参加Moto 
Student比赛做准备，比赛将于10月在西
班牙举行。 根据计划，摩托车的建设将在
7月底结束，研究团队也将有时间来进行
测试。在比赛期间，摩托车的原型将被分
为两类：静态和动态。 静态包括项目的展
示和他们的商业假设 - 好像摩托车将被引
入批量生产。 动态制动，加速，最高转速
以及转向均经过动态测试。 对研究团队来
说，他们的激情由MotorLand Aragon赛
道全长40公里的比赛激起的，其中注册的
机器比赛像摩托车比赛，该比赛的参与者
有不少是专业人士。 更多信息： http://
www.motostudent.com/

对于来自中东的年轻考古学家
而设立的奖学金
2018-03-22
华沙大学地中海考古中心是波兰教科文组
织委员会和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奖学金计划
的合作伙伴。 到2018年4月30日，考古
学奖学金和自然保护主义者可以由来自中
东国家的青年学者，特别是来自战争地区
的青年学者申请。 奖学金获得者将会在
波兰实习8个月，并在考古学，保护和遗
产管理以及古迹保护方面接受了波兰机构
的培训。 培训入住的实质性方案由华沙
大学地中海考古中心与华沙大学考古学
研究所和华沙美术学院共同创建。   更多
信息： http://www.unesco.org/new/
en/fellowships/programmes/unesco-

poland-co-sponsored-fellowships-
programme-in-archaeology-and-
conservation/  

西里西亚大学的法国国际日
2018-03-22
2018年3月28日星期三，在西里西亚大学
将举办由法语语言与翻译研究所组织的法
语国际日活动。 今年活动的座右铭是“法
语国家2018：传统与现代之间”。 该活
动包括语言和翻译研讨会，并结合翻译竞
赛和浪漫语言和波兰研究学院的教学报告
以及多语言人士的职业前景。 在法国国际
日当天，所有人均可以参加 “法语国家：
传统与现代”比赛， 之后举办方将颁发奖
品。 来自Edyta Poznańska的乐队将演
奏法国音乐会。 法国国际日当天还有关
于“天空与海洋之间：地球的尽头。 关于
布列塔尼和其他旅行（Entre ciel et mer: 
in de la terre. A propos de voyages 
bretons et autres）” 以及“人与机器之
间：数字时代的语言”（Entre homme 
et machine: les langues à l’ère 
numérique）的讲演专题。

2019年37亿波兰兹罗提将用于
波兰科学研究
2018-03-22
科学与高等教育副部长Jarosław Gowin
说，2019年波兰科学和高等教育的投入将
增加至37亿兹罗提。 副总理Gowin在作为
波兰电视台“Wiadomości”栏目的嘉宾
时强调道：“新的科学与高等教育法取代
了现有的四项法律； 它绝对增加了大学的
自主权，为青年科学家开辟了晋升之路，
提高了波兰大学和科学的国际化水平。” 
副总理说：“我们假定如果新的教育法开
始实施，那么在未来10年内每年都会导
致与GDP水平相关的科学开支系统性增
加  例如，如果经济增长率达到4％，那么
某一年的科学开支增长水平将略高于4％。 
通过这种方式，就GDP而言，这些支出将
会增长 。” 他补充并解释道：“每年科学
支出都将略高于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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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nów国立高等职业学校的
新方向--机电一体化
2018-03-22
波兰认证委员会评估了Tarnów 国立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在第一轮研究水平上实施“
机电一体化”方向的授权和实际情况。 这
将是Tarnów大学的第20个研究专业。 机
电一体化是科学和技术发展最迅速的领域
之一。 运用机械，建筑和机械，电子，信
息技术，自动化和控制，建模，设计和运
行产品和生产过程等领域的知识。 Tarnów
大学理工学院的新专业为他们带来了广泛
的教育机会的补充；所有学生在这里学习
到：自动化和机器人，电子和电信，电气
工程，计算机科学和材料工程知识。

弗劳恩霍夫项目中心将建在奥
波莱科技大学
2018-03-22
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的分支机构 是世界
上最大的研究机构之一，也是MP3格式的
发明者 。该中心 将在奥波莱科技大学成
立。 与此同时，弗劳恩霍夫项目中心协
议，商业计划，预算和计划假设的细节工
作正在进行。 项目合作伙伴是奥波莱科技
园和开姆尼茨技术大学。 在奥波莱分所将
负责处理汽车的“减肥” - 研究在其结构
中使用轻型结构。 较轻的汽车将燃烧更少
的燃料并释放更少的二氧化碳，使汽车变
得更加有利于生态平衡。 弗劳恩霍夫研究
所是支持欧洲工业的最大，最具创新和重
要的科学组织之一。 弗劳恩霍夫协会成立
于1949年，汇集了近70个德国科学组织，
其中30,000名科学家每年为研究工作并分
配数十亿欧元的研究经费。  

华沙经济学院与维也纳和布拉
迪斯拉发大学的教学合作
2018-03-23
中欧联系联合证书课程是华沙经济学院，
维也纳经济与商业大学和布拉迪斯拉发经
济大学三方教学合作的新方案。 作为该计
划的一部分，这三所大学的60名本科生将
参加专门针对中欧商业特点的课程。 课程
将以三周上课的方式进行，先后在合作大

学进行。 项目参与者将获得国际合作经验
并在项目工作中建立相互联系。 该计划的
第一次课程将于2019年夏季学期启动。 招
生将于2018年10月开始。

西里西亚大学开设的“公关”电
台已在卡托维兹广播电台开播
2018-03-23
在春季的第一天，卡托维兹电台和卡托维
兹经济大学开展了一个新项目。 实践新闻
和社会交流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关于101.2 
FM的两小时课程。 西里西亚大学学生项目
的编辑团队由欧盟卡托维兹新闻和社会交
流学生创建。 PR Katowice的编辑Anna 
Musialik-Chmiel博士和PR Katowice的
副技术总监Andrzej Prugar将对该项目进
行监管。 在周三在卡托维兹广播的电台节
101.2 FM的AS Radio上，与学生生活相
关的主题将在学术和社会文化意义上得到
解决。 它将是关于文化，艺术，体育，美
食，驾车，时尚，音乐，旅行，生态和心
理学，关于职业和个人发展的信息和音乐
节目；且确保避免政治问题。  

Gorzów Wielkopolski学院组
织国家安全会议
2018-03-23
“波兰国家安全：威胁和变革的决定因
素” 是本次会议的主题，会议将于2018
年 3 月 2 3 日 星 期 五 在 J a k u b 学 院 举 行
（Gorzów Wielkopolski）。 波兰总统顾
问Andrzej Zybertowicz教授将发表题为“
国家安全的新领域”的演讲；随后，与会
者将讨论以下问题：德国 - 欧盟 - 波兰、欧
洲不断变化的安全政策面临的挑战; 欧洲安
全的理论和实践层面。 在卢布斯卡省和国
家安全局的赞助下举行的这次会议的目的
是  “确定在全球，区域，次区域和国家范
围内确定在这种环境中运作的实体的安全
政策评估和验证的当代安全环境的因素”
。  

欧洲大学呼吁欧盟为研究和创
新提供资金
2018-03-26
“来自欧洲的13所大学要求欧盟在未来的
预算中在研究和创新教育方面提供双倍的
研究资金。 常见职位包括欧洲大学协会
（EUA）和欧洲首都大学网络（UNICA）
，其中华沙大学是其成员之一 。”华沙大
学的公告通知中如是报道。 作为当前财务
方面的一部分，800亿欧元被分配到与科学
研究和创新有关的活动。 这是地平线2020
框架计划的预算。众学府希望说服决策者
在下一个财务角度将这些资金翻倍，以便
将第9个项目的资金提升为1600亿欧元。

华沙医科大学将成立创新教育
学院
2018-03-26
华沙国立研究与发展中心组织的综合大学
课程竞赛方希望将1,100万兹罗提分配给创
新教育学院。 华沙医科大学想组织一期公
共健康的暑期课程，制定和实施临床实践
中生物统计学活动和临床信息及远程医疗
的方法和材料，并引入新的课程“毒理学
与犯罪学原理”。

实验室日（LabDay）2018---弗
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厨房化学
2018-03-26
在 弗 罗 茨 瓦 夫 理 工 大 学 的 实 验 室 日
（LabDay）期间，您可以了解到厨房里
的化学成分。 此外，此次活动的另外一大
亮点是关于 “分子美食，厨房里的化学
反应” 的演讲。 实验室日（LabDay）
是化学系学生自主项目。 在这一天，来
自研究小组的科学家和学生提出的化学不
寻常的应用，并揭示了他们实验室的秘
密。 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看到核化学实
验室和生物技术实验室，每个人都可以从
唾液样本中分离出自己的DNA。 并在家
中使用试剂。 行业公司代表和专业毕业生
以及最有才华的学生和博士生也会参加此
次的活动；总共有60多位讲师在实验室日
（LabDay）参加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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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环境工程系的新实
验室
2018-03-26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环境工程系成立了一
个新的教学和研究实验用于在供热系统领
域进行课程。 环境工程专业的全日制和非
全日制学生均可以使用该实验室；加热系
统模拟、用热泵作为能量源等一系列实验
均可以在该实验室里完成。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学生作品将
在意大利大学展出
2018-03-26
在意大利卡西诺大学您将看到西里西亚科
技大学学生的作品展览，这些展览是作为
项目“圣彼得大教堂：地方和记忆 ；罗马
纪念馆”的一部分而创作的。 该展览是西
里西亚科技大学建筑学院与卡西诺大学土
木工程与力学系以及圣皮耶特罗因菲内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完全摧毁的城市）
举办的一场比赛的结果。 从1943年起，
这座城市被遗弃并一直处于废墟之中。 这
座城市作为历史上具有建筑和文化价值的
领域已经成为各项研究、保护和设计的主
题。 该次比赛的目的是研究和评估遗产，
制定保护战略，开展建筑和保护项目，使
游客在进入该地区时能够够意识到该地区
在二战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Bronic-Czerechowski教授将
访问弗罗茨瓦夫理工学院
2018-03-26
3 月 2 7 日 星 期 二 ， 来 自 波 兰 海 外 大 学
（PUNO）的Włodzimierz Bronic-
Czerechowski教授对弗罗茨瓦夫进行为
期两天的访问。 Bronic-Czerechowski
教 授 在 他 的 母 校 访 问 期 间 （ B r o n i c -
Czerechowski从1952年毕业于弗罗茨瓦
夫技术大学）将就“在城市项目中建立一
种新型住宅区的假设及可持续环境的建筑
条件”发表公开讲座，并将主持两场有
关现代建筑解决方案的研讨会。 Bronic-
Czerechowski教授是建筑师，城市规划
师，讲师和建筑理论家。 他是弗罗茨瓦夫
中心战后重建的创始人之一。 他从事于智

能自给式住宅单元领域的研究。 自离开波
兰以来，他一直在伦敦生活和工作； 目前
他是皇家英国建筑师协会的成员。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提高教育
潜能
2018-03-26
PORTAL是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综合发展
计划；该计划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获得
了近1150万兹罗提的补助资金； 项目的主
要目标是加强高校的教学能力。 所有的资
金将用于创建业务流程模拟中心；这是一
个交互式实验室，通过整合IT系统，使用最
新技术实现业务流程可视化从而实施现代
化大学管理模式。 同时资金还将用于推出
新的专业方向，为学生们创造高质量学习
环境和实用技能的同时并且资助实习和培
训将有助于发展教学、管理和行政技能。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和佛罗伦萨
大学之间的双文凭协议
2018-03-27
佛罗伦萨大学（UNIFI）和格但斯克理工
大学已签署双文凭协议;学生们将可以在
合作大学中度过一学年，并最终从两所大
学获得双硕士文凭。 该协议涵盖了佛罗
伦萨大学的硕士课程“国际关系和欧洲研
究”（Relazioni Internazionali e Studi 
Europei）和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
学院管理的经济分析领域的专业“全球研
究”。波兰 - 意大利硕士课程将于今年4月
开始招生，第一批学生将于2018年秋季进
行学术交流。

来自托伦的科学家在瓦伦西亚
博览会上获得金牌
2018-03-27
“确定物体位置、特别是确定人体的位置
定位” 是建立在支持消防服务的思想；
由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的科学家Michal 
Meiny 硕士Krzysztof Rykaczewski博
士共同发明，此项发明获得了瓦伦西亚
INNOVA 2018创新博览会金奖。 这项托
伦科学家的发明是作为由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提出并且由哥白尼大学学术企业孵化器 

“KUBUS - 大学研究和服务商业化”项目
的一部分实施的。 定位系统的设计初衷为
支持消防工作，并考虑到了救援和消防在
工作的细节；通过确定在事故发生时消防
人员所在建筑的实时位置，从而大大提高
了救援队的安全，并且能够更好的控制火
向。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中
心的第一个生日
2018-03-27
西里西亚科技大科学技术中心迎来了它的
第一个生日。 研究人员决定在格利维采
（Gliwice）购物中心通过普及科学来庆祝
这个周年庆典。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
研究人员向大众展示了许多科学演示，通
过简单而有趣的方式解释了科学和技术的
复杂性。例如无人机模拟器飞行、3D打印
生日纪念品以及品尝分子美食。 活动组织
者还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 参观者还可以
了解“矩阵职业” ---这是一个在线工具，
用于衡量和诊断专业能力及弱项领域和资
质平衡，并制定专业发展方向所需的能力
和资格。在学生就业办公室展位，参观者
均可以前去咨询简历。

科学部致力于支持波兰自由之
路的研究项目
2018-03-27
在波兰独立100周年庆祝之际，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的计划将近10百万兹罗提颁给10
项获得“独立波兰之路”的项目 – 科学部
的公告宣传道。 项目主旨为支持专门讨论
与波兰人独立的遗产主题艺术和科学的举
措；同时也在向大众介绍19世纪和20世纪
的波兰独立思想。 获奖的十个项目中的
两个项目由位于卢布林的玛丽亚居里夫斯
科多夫斯卡大学提交：“根据制图文件塑
造独立波兰的边界” 和 “互动历史地图
集 - 独立波兰路线1914 - 1922年”。 什切
青大学将获得资金用于实施“利沃夫郊区
墓场”项目。 波兰国家遗产“和罗兹大学
获得关于”1915-1918年塑造波兰现代性
和独立性的教育，教育和培养“项目的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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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在雅盖隆大学的演讲
2018-03-27
跨学科研究中心、雅盖隆大学及克拉科夫
市邀请您参加2018年4月5日世界著名历史
学Norman Davies教授关于“历史案例”
讲座。 “历史逻辑存在吗？；不可预测事
件的作用是什么？；究竟是胜利者来书写
历史；还是仅仅只是偶然？； 你将如何处
理历史研究中的案例问题？；历史学家有
试图理性地寻找主要由案例决定的事件的
理由吗？” Norman Davies教授将会在
讲座上回答这些在波兰乃至整个世界历史
中重要的问题。 讲座将于2018年4月5日
18.00在雅盖隆大学的法律与行政学院教学
大楼的礼堂举行；地址： Krupnicza 33a

巧克力将被用于嗅觉记忆研究
2018-03-27
弗罗茨瓦夫大学心理学系的Agnieszka 
Sabiniewicz博士将嗅觉记忆研究作为其
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调查测试将以匿名
形式进行且大众均可以参加；测试大约需
要40分钟、参与调查者通过记忆将闻到
的气味以“香味标记”的形式命名。 该
测试的目的是确定嗅觉记忆的认知和人格
相关性。 目前我们对嗅觉记忆的了解甚
少，Agnieszka Sabiniewicz博士将会依
靠当前的研究来了解人类心灵的其他部分
与嗅觉的关系。 每位参与者将获得有关他
们的嗅觉记忆水平，人格特征概况以及工
作和空间记忆水平的信息。当然，会额外
获得一些巧克力。 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预
约参加调查测试：a.sabiniewicz@gmail.
com

红衣主教斯特凡·威辛斯基的
大学与耶路撒冷圣经考古学研
究中心合作
2018-03-28
华沙红衣主教斯蒂芬·威辛斯基大学与耶
路撒冷圣经考古学研究中心签署了合作协
议；协议包括促进和实施国际志愿服务领
域的联合科学研究，教学计划和合作。 协
议在耶路撒冷由红衣主教斯特凡·威辛斯

基的大校长Stanisław Dziekoński牧师和耶
路撒冷圣经考古学研究中心的牧师Rosario 
Pierri教授签署完成。 耶路撒冷大学是一
个在圣经研究和考古学领域应得的科学单
位。 两所大学的代表相信，共同的研究和
教育项目将有助于发展学术，文化和科学
关系，以及实施与考古和历史艺术搜索以
及研究相关的活动。

2亿兹罗提资金将用于培养大
学未来教师
2018-03-28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了“教师培训计
划”的竞赛；该竞赛由业务计划知识教
育发展资助，旨在提高有意成为未来教
师的学生的能力。 “提高教育质量是扩
大经济的必备条件之一；我从希望从基
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例如从幼儿园到大
学，每一个儿童、每一个青年都能学到有
用的知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高素
质的工作人员的原因” - 副总理兼科学高
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说道。 公立
和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均可以申请补助
资金；该 项目将持续24至60个月。 竞赛
项目补助金的多少取决于大学的规模，
对于学生人数不足4千人的学校来说，补
助资金为400万兹罗提；对于学生人数多
达12000人的大学，补助资金为1200万
兹罗提；共有2亿兹罗提的补助资金分配
给了该竞赛项目。 申请将于4月23日开
始，截止日期为2018年6月6日。 更多信
息： http://www.ncbr.gov.pl/fundusze-
europejsk ie/power/aktualnosci/
art,6058,konkurs-nr-powr-03-01-00-ip-
08-00-pkn18-na-programy-ksztalcenia-
nauczycieli-dotyczacy-opracowania-
i-wdrozenia-programow-ksztalce.html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实施儿童
教育研究
2018-03-28
作为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经营孩子”
活动的一部分；烟雾危害、素食饮食的益
处、运动、预防溺爱及预防蛀牙等主题
将会成为今年第二届会议的主要话题。 
Tomasz Zatoński博士介绍说：“有研究

表明，弗罗茨瓦夫是波兰污染最严重的城
市之一（仅此于克拉科夫的污染程度）”
；Katarzyna  Neubauer博士表示说均
衡的素食习惯适合生活的每一个阶段。 科
学家呼吁青少年多进行体力活动，并且认
为运动是预防吸毒成瘾的一种积极方式；
能够帮助青少年在其他轨道导向的行为、
自主学习、并且会增加自尊和降低焦虑程
度。 最后，关于清洁牙齿则应该每天清洁
至少两次，分别在早餐后和晚餐后。

华沙理工学院科学管理会议
2018-03-28
华沙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及科学组织管理学
会华沙分会在庆祝波兰独立100周年之际
组织了 “管理4.0--波兰发展先锋队的科
学管理100年”会议。 “纵观波兰共和国
在独立后所取得的成就，“管理科学”为
当前的主要发展方向，尤其是在数字化转
变的背景下，基于现代技术和令人印象
深刻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 “ 
–有关会议的媒体资料如是报道。 http://
www.wz.pw.edu.pl/index.php/Media/
Files/Zaproszenie_na_konferencje_
Zarzadzanie_4.02

从2019年开始，大学教师人数
将增加
2018-03-29
“在公立大学有将近一半的教师将获得工
资增长。 2019年1月1日，预计全年进入科
学和高等教育管理的报酬，这是科学的宪
法的一部分部长的调控力” 科学部公告报
道说。 具有博士学位的博士导师的基本工
资将增加860兹罗提。 在助理，讲师，老
师和讲师的岗位上工作的人也会有很大的
不同。 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最低工资约为
2,400波兰兹罗提。 变动后，将超过3200
兹罗提；将比现在多800兹罗提。 由于经
济增长迅速，并且由于科学员工的发展，
他们必须获得更多收入。 他们的薪水应该
反映他们在建设一个强大的波兰的过程中
所发挥的作用。 -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
Jarosław Gowin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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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demia 扬斯托霍瓦的
JanDługosz为大学发展计划
收到近650万兹罗提
2018-03-29
Akademia  扬斯托霍瓦的JanDługosz为
大学发展计划收到近650万兹罗提。 该支
持将覆盖700多名学生，130名教学人员和
约70名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 该项目的目
的是提高学院学生的能力 JanDługosz在
Częstochowa，通过实施一项改善其运
作质量的全面计划，支持组织变革，并提
高大学教学，管理和行政人员的能力。 该
计划包括培训，实习，考察访问和其他课
程。 得益于补贴，超过700名学生将获得
新的专业资格和能力 - 包括IT，小组工作和
语言。 支持范围还包括130名教学人员和
大约70名管理和行政人员，他们将发展大
学管理，信息和计算机技术以及工业和语
言领域的能力。

波兰日本信息技术研究院在波
兰独立100周年的项目
2018-03-29
波兰日本信息技术研究院和华沙国家博物
馆分支机构Wilanów的海报博物馆与来自
各大洲的20所大学合作，对“独立”概念
进行了当代解释。 2018年3月29日在威拉
诺夫的华沙海报博物馆举办题为 “100×独
立”的展览， 在波兰恢复独立100周年的
启发下，大学举办了研讨会并商榷了展览
的细节。组织者解释道，这场展览是来自
年轻一代的声音，涵盖了来自世界各地学
生的一百个原创声明。 传统的海报以及他
们的多媒体和互动形式将出现在这里。 这
些消息都伴随着视觉散文导师塑造可视通
信和多媒体节目。

我们离科学宪法越来越近
2018-03-30
“对于波兰来说科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事情，我支持科学宪法，并且将尽一切
努力实施宪法。 感谢副总理Jarosław 
Gowin，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一
步” - 波兰法律和正义党主席Jarosław 
Kaczyński说。 感谢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长

兼副总理Jarosław Gowin的大力支持，
新的法律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和接
受。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波兰的大学在
欧洲和世界上具有竞争力；该宪法符合波
兰政府的目标，也是总理Morawiecki的战
略” Gowin部长补充道。 副总理Gowin
认为，“科学宪法”坚定不移地遵循大小
规模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科学部负责
人强调，每个人都关心波兰大学在排名中
占据高位的事实。  

中国学生景观设计学参观杰尔
若纽夫市
2018-03-30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的学生中
国景观建筑学生参观了Piława Dolna，准
备分析两个公园的乡村景观和设计概念。 
由于与Dzierżoniów公社签订的合同，波
兰 - 中国园林专业的学生每年都在一个村
庄准备园林绿化的概念；2016年，参观了 
WłókiGnejsów地区的发展；2017年则是
Mościsko池塘附近的地区。 今年，中国
学生对Piława Dolna地区感兴趣。 3月中
旬，他们了解了该村的景观和优势。 参观
后，在欧洲农村地区塑造这一主题的框架
内 - 创建景观分析，以及后来的两个公园
的设计概念，地址分别是Spacerowej 和
Błotnistej街。

西里西亚“城市和大都会进程
观察站”的合作伙伴即将到来
2018-03-30
六个西里西亚大学在“城市和大都会进程
观察站”的科学和专家网络中运作。 它
应该传播城市研究领域的科学成就，增加
地方政府环境研究和专业知识的潜力，并
编制与城市和大都市进程有关的方案和项
目。 该观测台由西里西亚大学创建并其
协调；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经济与艺术大
学、卡托维兹、Dąbrowa Górnicza商业
大学和Bielsko-Biała科技与人文科学院等6
所西里西亚大学加入。 天文台将根据各级
地方政府单位的要求提供专家服务，开展
研究和专业知识，为个人和机构之间交流
信息和经验创造一个平台，并支持上西里
西亚都会区的动态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届拉布林天主教大学举行
西班牙裔美国人大会
2018-03-30
西班牙世界大教堂，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的
政治和国际关系以及卢布林区域国际辩论
中心于4月5日至6日举办第二届西班牙裔
美国人之间的“东西方之间的大会”，其
主题将是 “西班牙语言中的波兰传教士的
历史，当代性，观点。“ 组织方介绍，国
会将对波兰人，神职人员和俗人参与的历
史，现状和观点进行思考，以反思在地理
上遥远和非常多元化的地区在文化意义上
的福传工作”。 秘鲁驻波兰大使Alberto 
Salas Barahona和西班牙驻波兰大使
Francisco Javier Sanabria Valderrama
参加了卢布林活动。

4月19日波兰“女子理工学
院”日
2018-03-30
“女子理工学院”运动是波兰和中东欧
地区年轻女性中推广技术，工程和确切
专业的最大项目。 该项目的想法诞生于
2006年。今年4月19日，波兰技术大学
的女生开放日。 该行动的发起者是波兰
技术大学校长的与基础教育视角合作会
议。 最重要的目标是克服思维上的陈旧
观念，并鼓励高中生接受技术性和准确性
研究。 这场运动的最高点是全国女孩开
放日。 在大学，讲师以及女学生和毕业
生中工作的女性会与学生会面，向他们
介绍他们的职业道路和职业魅力。 他们
邀请女孩参观实验室，为她们组织研讨
会，讲座和示范 更多信息： http://www.
dziewczynynapolitechniki.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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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赞助来自
Dzierżoniów的高中
2018-04-03
弗 罗 茨 瓦 夫 经 济 大 学 赞 助 了 位 于
Dzierżoniów的Jędrzej Śniadecki高中； 
这是Dzierżoniów的第二所参加了“知识
领袖 - 成功领导者”项目的学校。 “知识
领袖 - 成功的领导者”是经济大学为高中
生提出的建议。 在毕业之前，青年人不仅
可以了解大学的教育机会，还可以了解教
育方法，职业前景和学生生活。 合作协议
由学校的负责人Grażyna Bojarska和科学
大学副校长Jerzy Niemczyk签署；他们和
许多学生一样，毕业于Dzierżoniów的第
一中学。 学生将有机会参加专门准备的讲
座和练习，以及与商界代表和活跃的学生
会面。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的开放日景点
2018-04-03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邀请未来
的学生在4月6日的开放日期间参观学校；
大学的所有院系都为高中生和大学候选人
准备了专题研讨会 在大学的这一天，将有
机会访问兽医诊所、了解酿造啤酒的秘密
并尝试分子美食、 大学的工作人员将向参
观者解释为什么秋天色彩斑斓；他们将帮
助探索来自世界各地人类祖先的头骨以及
罐子里的植物世界。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学
院，您将能够了解水培植物栽培的秘密、 
外来动物。 环境工程和大地测量学院邀请
您冒险建模和测试建筑材料的强度。 在生
物技术和食品科学学院，您可以与玛丽亚
居里 - 斯克罗多夫斯卡一起发现自己处于液
氮的蒸气中，徜徉在女性的科学世界中。

罗兹人文与经济学院与Freie 
Hochschule Stuttgart（德国
斯图加特自由大学）签署了合
作协议
2018-04-03
作为合作协议的一部分，罗兹大学的学生
将结合他们的未来教师职业，在学年期

间，他们可以去斯图加特自由大学学习5个
月； 合同还包括来自斯图加特的学生抵达
罗兹并进行相互交换学习。 来自斯图加特
的学生也将来到罗兹的人文与经济学院，
向学生和未来的老师介绍华德福教育的概
念，并让他们熟悉他们的工作要素，例如
在戏剧语言课程或原始材料中使用戏剧，
包括原创外语文学， 语言课。 华德福教育
旨在支持孩子的全面发展。 艺术活动（绘
画，唱歌，演奏乐器）以及手工作业，泥
土作坊，木材，木工，花园护理等实际活
动都得到了高度重视。

Knottenbelt教授在罗兹工业
大学讲授加密货币
2018-04-03
“加密货币革命是关于什么的革命？” 伦
敦帝国理工学院William D. Knottenbelt
教授将于2018年4月5日星期四在罗兹技
术大学讲述该命题。 “如果您想了解比
特币和加密货币的现况；或者您已经开始
挖掘您的第一个比特币，那么您在加密货
币上的投资就会减少；如果您想知道为什
么，那么我们邀请您来到波兰参加William 
Knottenbelt教授的讲座。” 讲座组织者
罗兹工业大学管理和生产工程学院鼓励
大家积极参与。 讲座将在管理和生产工
程学院（三楼）的礼堂于12时进行。 地
址：Wółczańska 215

第二届“实施博士学位”计划
招聘工作已经开始
2018-04-03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宣布了一项开始博士研
究的课程，博士生课程将由大学或者研究
所提交。 ““实施博士学位”的主要设
想是编写一份博士论文，以改善公司的运
作。 一位博士生将在科学和工业两个主管
的监督下工作，他的任务是解决他的公司
面临的技术问题。”科学部报道。 波兰科
学院的大学，科学单位，研究机构以及国
际研究机构均可加入竞赛。 但是，他们
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拥有科学类别A +或
A; 进行博士研究或有一个组织单位进行
博士研究; 与研究和开发领域的企业家或
其他实体开展有记录和系统的合作。 更

多信息： http://www.nauka.gov.pl/
komunikaty/ogloszenie-konkursu-w-
ramach-ii-edycji-programu-doktorat-
wdrozeniowy.html

Benner 教授将在华沙特殊教
育学院开设讲座
2018-04-04
华沙特殊教育学院于4月12日邀请您参加
柏林洪堡大学退休教授Dietrich Benner 
“关于培养和教育过程中的三种因果关系
及其对特殊教育的重要性”的公开讲座。 
Dietrich Benner教授于1965年获得维也纳
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在五年后在波恩大学
艺术学院获得博士后学位；从1973年起，
他一直从事教育科学教育事业； 直到1991
年，他管理了蒙斯特大学的教育学院。 
2004年，他成为上海师范大学的荣誉教
授。同时 他是奥尔胡斯大学（丹麦）和阿
博阿卡德米大学（芬兰）的荣誉博士。 在
2008年至2013年期间，他是华沙红衣主教
斯特凡维辛斯基大学的教授。   讲座将于4
月12日 11.40在华沙特殊教育学院C座A厅
举行。



433

琴斯托霍瓦学院与来自克罗地
亚、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
大学共同合作CEEPUS项目
2018-04-04
琴斯托霍瓦Jana Długosz是CEEPUS
项目下的“艺术无国界”子项目的负责
方；该项目主的主要成员有：斯洛伐克
R u z o m b e r o k 天 主 教 大 学 、 俄 斯 特 拉
发大学（捷克共和国）、以及位于在萨
格勒布和里耶卡的两所克罗地亚美术学
院。 CEEPUS（中欧大学研究交流计划）
是学生和在教育和专业发展领域的学术交
流计划； 这是Erasmus +计划之后第二个
最重要的学术交流计划。CEEPUS（中欧
大学研究交流计）旨在通过资助学术流动
来加强签署国大学之间的联系。 目前交流
计划的签署国成员有：阿尔巴尼亚、奥地
利、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黑
山、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马其顿、摩
尔多瓦、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
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科索沃普
里什蒂纳大学。 CEEPUS奖学金将颁发给
学生进行学习/实习活动，并授予学术教师
进行加强大学课程中欧特征的活动。  

奥波莱大学 – 新的教育方向和
候选人在线报名
2018-04-04
奥波莱大学在新学年宣布了11个新教育方
向和20个专业。 从四月十八日起即可登
录到大学申请在线注册。 新的教育方向
包括：药学与化学科学元素、森林管理应
用语言学、以及设计和社会沟通和公共关
系。 专业包括：基督教灵性与文化、互
联网社会学、巴尔干文化旅游、公共服务
领域的外语、文化人类学、流行文化和新
媒体。 有关新方向的详细说明将于4月18
日后在大学网站的候选人/招聘选项卡上
公布。 关于教育计划的信息，关于教育计
划、毕业生在特定领域获得的能力、毕业
后的就业机会等信息也将在大学官网上公
布。

西里西亚大学将与良好行为规
则训练
2018-04-04
与西里西亚大学合作的学校中最优秀的学
生将参加由西里西亚大学为他们组织的时
尚活动课程。 标签培训将于4月9日星期一
在卡托维兹大学举行。地址： Bankowa 
12。 在研讨会期间将讨论处世 - 生活乐趣
的经典规则（包括问候和告别，演示，造
型，不适当的行为）以及与人际沟通问题
（包括非语言形式的交流）。 讲师还会谈
论烹饪礼仪或礼服的基本原则。 这些课程
将由Andrzej Szteliga博士负责；他主要研
究经济外交领域，双边和多边领域；也是
西里西亚大学外交学院外交礼宾和礼仪讲
师。  

格但斯克大学为创业公司提供
的优惠
2018-04-04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与合作伙伴格但斯克大
学和医疗创新中心将成为区域创新计划
（RIS）的区域协调中心，作为EIT健康中心
计划的一部分。 EIT Health Hub计划支持
健康生活和社会老龄化方面的创新。 作为
InnoStars Award加速计划（针对拥有现
成原型的初学者初创公司）和European 
Health Catapult（针对创业公司和小企
业的产品可随时增加生产规模）的一部
分，格但斯克大学将为创业公司（生命科
学领域的运营）提供支持。 创业公司可
以通过一下电子邮件联系格但斯克医科大
学技术中心了解详情： naukaibiznes@
gumed.edu.pl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将与
Jastrzębie Zdrój的高中合作
2018-04-04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Jastrzębie Zdrój的第
一高中签署了合作协议。 该协议由大学校
长理工大学 Arkadiusz Mężyk教授和第一
高中主任Patryk Mochnacz共同签署。 西
里西亚理工大学校长强调，保持与中学的
密切联系对大学非至关重要； “我认为我
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教学方案，可以让每

个学生都感兴趣。 每年，我们都会调整，
以跟上年轻人的期望和劳动力市场的趋
势，“他说。 根据协议，理工大学将为高
中实验课提供科学监督；实施数学与学术
课程要素的延伸。 高中的学生将在大学参
加课程：公开课程、小组练习以及实验室
练习。另一方面，理工大学的学生将在学
校进行理论和教学实践。

波兹南理工大学当局访问秘鲁
大学
2018-04-04
波兹南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 与大学校长， 
Tomasz Łodygowski教授 在今年3月份访
问了8所排名靠前的秘鲁大学以及慈幼中
学和技术教育中心。 波兹南理工大学校长
此次作为波兹南大学与秘鲁的合作组织的
代表着访问秘鲁（该组织与理工学院一起
由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和生命科学大学组
成）； 该组织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是与
PRONABEC（国立高等教育计划）签署合
作协议。 这是一个政府机构，向秘鲁共和
国总统提供奖学金，包括研究（硕士或博
士）的总费用。 在与该机构主管部门的会
晤中，还建立了进一步的合作联系，以建
立普朗贝克与波兹南大学联盟之间的合作
关系。

奥波莱理工大学与三所乌克兰
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
2018-04-04
奥波莱理工大学将与塔诺波尔经济大学、
利沃夫州立体育大学和利沃夫理工国立
大学学院合作。 协议将在 “高级奥斯维
塔2018”在利沃夫的教育博览会期间生
效。 在利沃夫艺术宫签署的协议涉及理工
学院与三所乌克兰大学的联合教育和国际
科学合作。 在展会期间，理工学院副院长 
Krzysztof Malik将与利沃夫技术大学的权
威人士将就双向文凭，联合教育补助金和
Erasmus +计划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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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获得者Klaus von 
Klitzing教授在弗罗茨瓦夫理工
大学开设讲座
2018-04-05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Klaus von Klitzing
教授将成为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嘉宾；
在4月17日星期二，Klaus von Klitzing教
授将发表题为“2019年的新公斤模式：法
国大革命后计量学领域最大的革命”的演
讲。 讲座涉及计划于2019年实施的国际
单位制；即所谓的变化 SI系统。 目前，在
七个基本单位中，仅基于特定物体（储存
在Sevres中的铂铱滚筒）定义了一公斤； 
改变后，所有单位将基于普遍的物理常
数，即现象，而不是物体。 这一切都将有
可能成为现实，而这要归功于Klaus von 
Klitzing对于“量子霍尔现象”的发现。 
Klaus von Klitzing教授于1943年在大波兰
地区希罗达；他是世界上被引用其著作最
多的科学家之一，也是来自世界各地22所
大学的医生或荣誉教授。

比亚韦斯托克经济大学欧洲一
体化科学会议
2018-04-05
比亚韦斯托克经济大学与乌克兰捷尔诺波
尔社会和信息技术研究所一起，于2018
年4月25日至26日举办关于 “教育，科学
和经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为主题的科学
会议。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就目前存在的
问题和欧洲一体化的教育、科学和经济领
域的需求进行交流。 科学会议的参与者
将在四个主题块中进行讨论交流：城市和
地区的创新和投资发展、 欧洲一体化条
件下的社会机构、全球科学和教育领域的
一体化进程;、用于知识和技术转让的创
新和信息系统。 会议将于2018年4月25
日9.00在比亚韦斯托克经济大学进行，地
址：Zwycięstwa 14.

弗罗茨瓦夫大学招生已经开始
2018-04-05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招生正式开始，大学
包括超过70个领域和大约230个专业和专
业。 弗罗茨瓦夫大学波兰语教学包括超过

60本科学士学位及超过50个硕士学位； 英
语教育包括近30个博士课程及约60个研究
生课程。 官网招生网页上将可以找到：
招生时间表、非全日制学习费用、特定
目的地的地点限制内容；大学工作人员将
通过社交媒体回答关于招生的问题：fb / 
uniwroc，snapchat / uniwroc。

西里西亚大学的“语言与情
感”会议
2018-04-05
西里西亚大学、SWPS大学和卡托维兹市联
合举办了第三届国际会议“语言与情感”
。 4月13日至15日的会议中，计划将关
于“双语儿童、选择性突变、口吃”这三
个主题展开公开讲座。 在会议的第一天，
专家会告诉大家如何帮助孩子学习除自己
的母语以外的语言；如何支持孩子在这个
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如何开始学习以及如
何避免各种问题；第二天将致力于如何治
疗有缄默症的孩子；如何处理治疗期间的
焦虑；如何与有语言障碍的小孩及成年人
沟通。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科学家会告
诉如何科学的管理你的时间、每天高效率
的节省三个小时、如何净化内心、改善心
情、恢复健康和控制你的财务状况。 详细
信息和登记表可在以下网址查阅：www.
jezykiiemocje.eu。

来自科学部的2100万兹罗提将
用于修建Chełm的大学航空中
心跑道
2018-04-05
在副总理JarosławGowin的批准下，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拨款2100Chelm的大学航
空中心混凝土带跑道。 大学航空中心以及
Krolewskie Depułtycze所使用的机场都
需要混凝土带；它可以在恶劣的天气条件
下执行所有的飞行操作。 “混凝土带是一
个必要的航空基础设施，将增加我们大学
航空中心的吸引力并开辟新的发展机会。 
这也将带Chełm整个地区的发展。 我们知
道，在选择新项目的位置时，城市的交通
便利性是投资者考虑的重要方面之一。 由
于我们的投资，即使对最苛刻的要求，我

们也能够满足方便沟通的期望”。Chełm
州高等职业学校校长Arkadiusz Toil如是说
道。

西里西亚大学邀请各位参加碳
电影节
2018-04-05
第15届由Krzysztof Kieślowski西里西亚大
学广播电视学院学生组织举办的碳电影节
将在4月12至13日举行，届时来自世界各
地的电影短片和动画将参加电影节。 电影
节主题是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电影大学学生
的电影创意，以及交流创意体验。今年的
电影节将在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广播电
视部新总部举行。地址：św. Pawła。 电
影节成就的不仅是学生观察同事的技巧和
工艺的机会，而且也是讨论适合竞争的产
品的机会。 在电影节期间，将会咨询摄影
作品和场景。 有关参加电影节的电影名单
请访问：www.wegielfestiwal.us.edu.
pl。  

比得哥什大学医学中心
2018-04-05
比得哥什大学医学院医学中心隆重开幕；
近 1700万兹罗提用于全新装修设施。其中 
近1100万兹罗提资金来自欧盟补贴，600
万兹罗提来自波兰卫生部。 医学中心拥有
设备完善的高保真模拟室，配备先进的模
拟器；重症监护室、医院急诊室、产房、
手术室、救护室和护理室。 其中低保真
模拟客房，其中使用多种模拟器和模型例
如外科技能以及临床技能实验室教学的空
间；另外一件实验室设有模拟患者进行整
形并且和医疗团队和游乐厅计算机辅助教
学之间的人际交往能力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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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Civitas关于“恐怖主义和
医学”会议
2018-04-05
恐怖主义研究中心委员会Civitas组织了一
次关于“恐怖主义和医学”的科学会议，
旨在就恐怖主义的医疗方面提出威胁并交
换意见和实际经验。 在会议期间，在恐
怖主义和医药领域的专家将会进行专题演
讲；华沙大学报道说“恐怖袭击日益成
为周边世界的现实，也是对医疗服务的挑
战。 与恐怖主义医学问题有关的问题构成
了广泛的多学科知识分支，将灾害医学（
群众事件），紧急医疗系统组织，临床学
科（伤害特异性），法医学，受害者身份
识别过程的组织以及临床心理学相结合。 
健康威胁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威胁：化
学，生物，辐射”。 会议将于2018年4月
25日8:00在Aula Collegium Civitas（华
沙文化科学宫的XII楼）举行。

最新大学排名： 世界排名靠前
为哈佛大学、波兰为雅盖隆大学
2018-04-05
在3月份出版的最新出版的世界2500所大
学的 学术成绩排名（URAP） 中有51所大
学来自波兰。 URAP排名基于从文献计量
可靠来源获得的客观数据；排名主要以出
版物的质量和数量以及国际合作等标准为
指导。 哈佛大学排名位于多伦多大学和牛
津大学之前、华沙大学排名为第342位、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第323位、克拉科夫
AGH科技大学第499位，这几所大学都
是波兰大学中排名最高的大学。   更多信
息： http://www.urapcenter.org/2017/
world.php?q=MS0yNTAw

格但斯克大学与格罗德诺大学
合作
2018-04-06
格但斯克大学加强与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
立Janka Kupala大学签署了一份合作协
议；第一份协议于2016年签署，并承担联
合出版物，教授员工实习和学生交流。 在
格但斯克会议期间 - - 两所大学的主管部门
已同意延长客座教授、联合研究项目和研

发、暑期学校和这种形式的比赛中的年轻
专家和执行基于商业环境机构的订单教育
创新要素的培训计划交换协议。 白俄罗斯
客人参观了格但斯克 - 奥利瓦大学的波罗
的海校园；在参观实验物理研究所的实验
室的可能性后，双方青年科学家对于未来
的发展方向有了新的想法。

科学部将启动支持极具天赋的
学生项目
2018-04-06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将支持格外有天赋的学
生、并且宣布启动“最佳3.0”项目，以
资助学生们参加各种国际比赛和会议。 已
经参加的学生项目最长可以持续12个月，
并且必须在2019年5月31日之前结束。一
个项目的成本不能超过： - 80,000兹罗提 
- 就单个学生实施的项目; - 320,000兹罗
提 – 就学生团队实施的项目。 条件是竞赛
的强制性要素和计划赛事的国际性质。 该
项目由欧洲社会基金共同资助的“操作计
划知识教育发展”实施。 有关详细信息，
请访问： http://www.nauka.gov.pl/
komunikaty/zaproszenie-do-skladania-
ofert-w-ramach-projektu-najlepsi-z-
najlepszych-3-0.html.

在波兹南 1700万兹罗提将投入
博士研究
2018-04-06
波兹南Adam Mickiewicz大学在英语，
生物和化学以及地理和地质科学方面获得
总计1700万兹罗提的跨学科博士研究课
程资金；这笔资金来自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 波兹南大学共同资助的项目有：未来
护照 - 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生物系跨学科
博士研究; 跨学科视角的创新语言研究：心
理学，社会学和技术; INTER-GEO 高品质
的博士课程在地理，地质大学方面应用； 
INNChem - 发展研究与开发工作的关键博
士生的能力和HighChem - 跨部门合作支
持要素的跨学科和国际博士研究。

西里西亚大学邀请高三在读生
进行夜间备考课程
2018-04-09
西里西亚大学将组织高三在读生进行快速
夜间备考课程；在三个小时的课程中，
高三在读生们将复习最困难或最常见的
高考问题、夜间备考课程计划在四月的
最后一周进行。 夜间复习课程有：波兰
语（专门为准备口语考试的班级）、英
语、 基础及高等数学、化学（参加实
验）、生物学、历史和社会知识。 在西
里西亚大学组织的夜间备考课程将由教
师和大学教师授课；参会课程者将能够
使用现代数字化工具和多媒体内容。 详
细的信息和申请表格：www.facebook.
c o m / e v e n t s / 1 8 0 1 1 4 0 2 0 6 6 1 0 8 8 9
、 maturzysta.us.edu.pl.

AGH科技大学石油和天然气行
业大会
2018-04-09
2018年4月10日至12日，AGH UST SPE学
生分会（AGH科学和技术学院石油工程师
协会）将主办第九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
东西部合作会议” 。 作为活动的一部分，
计划在“PetroBowl”竞赛中举办论文、
海报和欧洲资格赛。 “东西方文化交流
会” 是欧洲最大的学生会议；汇聚了来自
世界各地代表大学和公司的数百名代表；
该活动的主要想法是将行业公司与优秀学
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在AGH科技大学运
作的AGH UST SPE学生会是波兰唯一的此
类组织；石油工程师协会（SPE）是一个国
际组织，与超过10万名与更广泛的石油工
业相关的工程师和学生建立了联系。 更多
信息： http://emwcongr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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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Boniecki教父获得罗兹
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2018-04-09
罗兹大学决定将荣誉博士称号授予Adam 
Boniecki神父；仪式将于2018年4月12日
在罗兹大学语言学院举行。 授予仪式将在
斯蒂芬·威斯金斯枢机主教大学、华沙大
学和罗兹大学的讲师们证明进行。 Adam 
Edward Fredro-Boniecki神父于1934年
7月25日出生在华沙；他曾在卢布林天主
教大学学习哲学、并且在巴黎天主教研
究所学习。 他是Tygodnik Powszechny
的宣传员和前主编。 1964年，他被Karol 
Wojtyła主教邀请与其共同合作；十多年
后，教皇保罗二世（Jan Paweł II）再次邀
请他编写杂志L’Osservatore Romano。 
Adam Boniecki神父也是许多奖项和荣
誉的获得者：包括基西尔奖、爱斯基摩人
勋章、 “文化凯莱阿尔蒂斯功勋奖”的
金奖以及 Dariusz Fikus奖项的“发布者”
奖。 Adam Boniecki神父的荣誉博士导
师是成为罗兹大学语言学系的Barbara 
Bogołębska教授。

雅盖隆大学医学院获得2018波
兰智能化发展奖
2018-04-09
克拉科夫大学的公告中报道称“雅盖隆大
学医学院在教学、创新、发展全面提高教
育通过创新教育的发展质量方面获得2018
波兰智能化发展奖”。 波兰智能化发展
奖项目已实施了两年；项目的目标是制定
并实施一项大学发展计划、承担使用各种
补充形式的医学模拟的学生的教育。 此
外，在其框架内还开发了教师的能力、开
发了教材并创建了设备齐全的培训室。 “
教学、创新、发展、 通过发展创新教育
提高教育质量” 项目由欧洲基金共同出
资，并且由医学院医学教学部的Michał 
Nowakowski博士领导。

青年科学家委员会的新管理层
青年科学家委员会的新管理层
2018-04-10
科学部通知道：“来自西里西亚科技大学
的Michał Niezabitowsk博士当选为青年
科学家委员会第六任主席。” 副总理兼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出
席了首次会议并邀请他参加科学宪法的工
作。 委员会副主席是：瓦尔米亚马祖里大
学的Justyna Możejko-Ciesielska博士和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Diana Dajnowicz-
Piesiecka博士。 青年科学家委员会是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长的咨询机构，该机构旨
在推动支持波兰年轻研究人员职业发展的
解决方案。 董事会成员必须在是学术方面
有重大成就，同时年龄不超过35岁。

独特研究领域将从雅盖隆大学
医学院药学系开始
2018-04-10
药物发现与开发（DD＆D）是波兰和中欧
在该领域唯一的研究；从下一学年开始，
他们将被纳入雅盖隆大学医学院制药学院
的教育项目中。 克拉科夫大学方面报道
说：“新方向是为化学、生物、制药和医
学科学领域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毕业生们
提供继续教育的建议，重点将放在识别和
开发新药方面 。”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
高素质的专家准备在药物工作方面将理论
知识与实践技能很好的结合起来；研究计
划是与制药公司共同合作的、课程将以英
语授课，招生标准为面试、课程将针对
欧盟公民免费。 详细信息请访问：ddd.
farmacja.cm.uj.edu.pl

近7000万兹罗提投入西里西亚
大学的开发
2018-04-10
西里西亚大学的校长准备实施由副总理
兼科学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提
出的检查补贴教育现代化方案，该方案
是“综合大学计划”竞赛的一部分。 副
总理说：“我希望这些象征性的支票能
够尽快变成现金；并且希望这些项目能
尽快启动内部改革、使资金能够尽快开

始提供给西里西亚大学用于教育投资，
努力提高科研水平。” 这些支票是由七
所大学的代表接受的：西里西亚理工大
学校长Arkadiusz Mężyk教授、经济大
学校长Robert Tomanek教授、西里西
亚 大 学 副 校 长 金 融 与 发 展 部 门 M i c h a ł 
Daszykowski、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副校长
Joanna Lewin-Kowalik教授、美术学院院
长Antoni Cygan、Bielsko-Biała技术和人
文科学大学Jarosław Janicki和琴斯托霍
瓦Jan Długosz学院院长Anna Wypych-
Gawrońska教授。

Nysa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将收到
100万兹罗提资金
2018-04-10
Nysa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将再次收到100万
兹罗提的资金用于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 
对于选择的依据是调查报告的分析国家经
济的国家高等职业学校的34监测高等院校
毕业生的制度关系；在选择Nysa时，教育
部考虑了以下指标：毕业生获得文凭后第
一年的相对失业率; 毕业后第一年毕业生收
入的相对比率，以及波兰认证委员会在过
去五年里对Nysa没有负面评估。 大学管理
层认为，额外资金的奖励证明了在构建教
育方案时以及毕业生非常好的专业准备方
面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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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研究员获
得著名数学奖
2018-04-10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管理
学院的Rafał Weron教授获得了Hugo 
Steinhaus数学奖；波兰数学学会每年颁
发一次。 Rafał Weron教授因其终生成就
而感到荣幸，特别强调了批发能源市场的
建模和价格预测。 Rafał Weron教授一
直致力于风险管理、计算机模拟、电力市
场预测和计算统计工具在财务和保险问题
上的应用。 在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他管
理着运筹学、金融和信息技术应用系的经
济建模团队。 当预测领域的杰出专家Rob 
J. Hyndman回顾了Rafał Werona教授
发表在 “国际预测期刊”上的文章，他说
Rafał Werona教授的工作内容将成为电力
价格预测文献中的基本参考原则。

罗兹工业大学的扩建投资约为
1亿兹罗提
2018-04-10
副总理兼科学高等教育部长Jaros ław 
Gowin和罗兹技术大学校长Sławomir 
Wiak教授共同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根据
该协议，科学部将拨款9,750万兹罗提用
于开发罗兹大学的基础设施。 由于专项补
助的一部分，将建造一个现代化的会议中
心和教学实验室用于罗兹化学技术大学学
院的教育建设。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
说：“罗兹技术大学是波兰最好的技术大
学之一；化学学院是理工学院的强大科学
中心，如果我们希望罗兹成为一个以现代
工业为基础的发展地区，那么将需要足够
的基础设施来进一步发展。 通过这种方
式，我们实施了负责任的发展战略，并且
将推动波兰走上创新型经济轨道，走上革
命4.0的轨道。”

纪念Podlasie地区“斯摩棱斯
克灾难“的受害者
2018-04-11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Jerzy Giedroyc图书
馆邀请大家召开于纪念2010年4月10日
在Podlasie省“斯摩棱斯克灾难“受害

者的庄严会议。 会议期间，会提及那些
在灾难中遇害的Podlasie人物；同时也
会有关于Karolina Kaczorowska的讲
座，并且可以看到Ryszard Kaczorowski
总统在档案中的录音片段。 关于竞赛 
“Ryszard Kaczorowski - Białystok，第
二共和国流亡的最后一任总统”的结果也
将公布。 会议将于2018年4月13日（星
期五）11.00点在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生物
学研究所（2058室）举，会议地址：K. 
Ciołkowskiego。

西里西亚大学加入国际企业家
孵化器
2018-04-11
西里西亚大学将成为国际企业家孵化器的
参与者；国际企业家孵化器是一个连接全
球五个城市的大学，地方政府单位，商会
和雇主协会的网络。 孵化器为大学里正在
兴起的公司提供了广泛的机会；这些公司
将有机会在国外宣传他们的公司并出现在
国际市场上。 网络创建协议是在瑞士的
谢尔和法国的圣艾蒂安举办的国际企业家
论坛期间签署的；这次会议致力于广泛了
解的企业家精神（包括学术创业和初创企
业），这是一次讨论和交流代表五个城市
代表团参加：Monastyr（突尼斯）; 塔马
塔夫（马达加斯加）; 圣艾蒂安（法国）; 
谢尔（瑞士）和卡托维兹。

西里西亚大学将与哥白尼科学
中心合作
2018-04-11
西里西亚大学和哥白尼科学中心将合作实
施青年探索计划（KMO）项目；西里西亚
大学将成为该计划的区域合作伙伴、合作
将于4月18日正式开始；届时将专门针对
KMO的活动进行科学和教育性的会议。 会
议方案包括讲座和讲习班等；通过探究教
学方法，实施研究项目，在ESERO欧洲空
间教育办公室计划框架内进行合作的机会
以及西里西亚大学教育和跨学科研究中心
的实验室。 KMO项目的目标是让儿童和青
少年及其护理人员通过个人分享的学习经
历吸引学习，唤起好奇心并塑造有助于理
解的技能。 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建立了

700多个俱乐部，以支持发展儿童和青少年
的身体和数学，自然和社会公民能力。

1000万兹罗提将用于扩建瓦尔
米亚马祖里大学
2018-04-11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将提供1000万兹罗提扩
建位于奥尔什丁的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的
两个学院：法律和行政与社会科学学院。 
这一决定的确认文件于4月9日由奥尔什丁
大学校长Ryszard Górecki教授和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副部长Sebastian Skuzy博士共同
签署；今年，该大学将在九月份获得200万
兹罗提的资金；剩下的资金将于明年拨入
奥尔什丁。 该校长六年来为这项投资获得
部长支持做了不少的努力。 Skuzy副部长
说： “部长的决定表明了高等教育改革的
方向。 我们想加强地区大学，新法案的条
款只是证实了这一点。”  

为波兰学生准备的意大利奖学金
2018-04-12
据国家学术交流局报道，意大利外交部和
国际合作部邀请对意大利语言和文化以及
意大利研究（包括经济体系和技术）感兴
趣的学生到意大利意大利国立研究所学习
和接受培训学术课程；意大利将为波兰公
民提供36个月的奖学金。 意大利人将为外
国学生和2018/2019学年在国外居住的意
大利公民提供奖学金。 递交申请截止日期
为2018年4月30日14:00；该应用程序在
联机系统中进行。 在发送申请之前请您阅
读关于意大利高等教育体系的详细奖学金
条件和信息： http://www.studiare-in-
italia.it/studentistranieri https://www.
esteri.it/ma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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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参加哈萨
克斯坦教育博览会
2018-04-12
4月5日至7日，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代表团
参加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国际 “教育与
职业” 博览会。 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促
进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的教育提供、增加
在卢布林大学学习的外国人的数量、推广
新的研究领域（植物医学，生物体美学，
体育活动以及俄语合格的旅游和园艺）。 
此外还与Narxoz大学、波兰组织与哈萨克
斯坦的波兰合作的文化教育中心建立合作
关系，并将卢布林推广为学术型城市。 访
问期间，为波兰裔人士和有兴趣在波兰学
习的考生及其家长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
介绍了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的竞争优势，
并提供了有关研究和伊拉斯谟+计划费用的
信息。 有关招生过程、获得社会和科学奖
学金的可能性、宿舍的条件和成本、劳动
力市场以及大学和卢布林个人发展机会的
详细信息。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举行关于蜂
窝通信公开讲座
2018-04-12
本周六（2018年4月14日）来自雅盖隆大
学的Ewa Łucja Stępień教授（博士）将
在比亚韦斯托克讨论诺贝尔奖获奖的细胞
通讯研究的讲座。 在讲座中将讨论细胞
超微结构的研究以及通过囊泡运输调节细
胞过程的历史；这些研究在过去的10年
中一直致力于解释细胞内和细胞外通讯
的机制以及基因组功能的调控。 其中包
括2项诺贝尔医学奖和1项化学奖。 Ewa 
Stępień教授是分子生物学家，雅盖隆大
学的毕业生；她处理使用纳米技术应用诊
断医学并且寻找新的疾病生物标志物。 公
开讲座将与11点在物理学院2011室（地
址：Ciołkowskiego街）举行。

超过500万兹罗提用于西里西
亚科技大学博士生教育
2018-04-12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两个项目得到了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资助，目前大学已获得

超过500万兹罗提的补助资金，将在自动
化，电子和计算机科学系实施。 第二个项
目是“网络物理系统领域的现代博士研究
项目；主要目标是为年轻，高素质的科学
人员的发展提供稳定的支持，并促进新的
博士生研究团队的领导者。

波兰格但斯克理工大学2018年
智能发展奖
2018-04-12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是“多学科开放知识
转移系统 - MOST知识”项目的“2018
年波兰智能开发奖”类别“大学未来创
新解决方案”的获奖者。 获奖者包括总
理Mateusz Morawiecki，国家研究与
发 展 中 心 和 P G N i G 零 售 额 ； 他 们 获 得
该奖项的实体，在工作中具有恒定的着
眼于未来，形成了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 媒体合作伙伴和颁奖者是 
“Rzecz o Innowacjach”和“Rzecz o 
Inwestycjach”在“Rzeczpospolita”
和“Puls Biznesu”的页面编辑。合作伙伴
是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工作的西里西亚商业
道德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颁奖典礼计划于
10月18日至20日在Uniejów城市举行的智
能发展3.0 Uniejów2018国际论坛期间举
行。

波音南技术大学在SAE Aero设
计西2018年获得三枚金牌
2018-04-12
波兹南理工大学学术航空俱乐部团队在
洛杉矶汽车工程师协会SAE Aero Design 
West 2018的专业人员竞赛中赢得三枚金
牌。 参与者按照规定的限制和要求制造无
人驾驶飞机。 今年，学生们的任务是设计
和制造一款质量最轻且能够承重最大的飞
机；竞赛规则规定了飞机制造的材料以及
驱动器的类型和功率。 波兹南的学生在
标准级别获胜，其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37
支团队参加比赛：美国、加拿大、印度、
墨西哥、埃及和中国。 SAE航空设计是由
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SAE）与美国汽车
工程师学会合作组织的超过30年的国际学
术竞赛 与SolidWorks，洛克希德马丁或
ANSYS。

弗罗茨瓦夫大学儿童与青年文
学研究中心成立
2018-04-12
弗罗茨瓦夫大学启动了儿童和青年文学研
究中心，在开幕典礼上组织了一次关于“
弗罗茨瓦夫大学儿童和青年文学研究 - 现
代观点”的 研讨会。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
儿童和青年文学和书籍研究自1960年代开
始进行，第一位处理这个问题的科学家是
Jerzy Cieślikowski教授。成立 该中心的想
法出2015年由大学和欧洲学术知识中心弗
罗茨瓦夫举办的“文学边缘和数字媒体”
会议期间。 2016年，弗罗茨瓦夫大学组织
了国际大会 “儿童与书”；弗罗茨瓦夫版
的题目是“儿童文学与游戏”，并提到了 
Jerzy Cieślikowski教授，来自世界各地的
150位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该中心
于2017年12月初在大学结构中正式成立，
并于4月10日星期二开始运作。

Pieronek主教在华沙大学的讲
座
2018-04-12
Tadeusz Pieronek大主教兼教授将在4月
17日在华沙大学举行题为 “国家和教会” 
的讲座，会议将在 “新千年讲座8” 系列
中举办。 Tadeusz Pieronek是法律科学
教授、罗马天主教神父、同时也是是索斯
诺维茨教区的辅助主教和波兰主教会议秘
书长。 在1998 - 2004年期间，他是克拉
科夫罗马教皇神学院的校长。 他获得了
许多奖项的获得者，其中包括波兰的重生
的大十字勋章。 几年前在其中一次采访
中，Pieronek大主教说：“教会不是一个
国家机构。 政治家们用它来为它们的猎
犬，一些捍卫它，另一些则因为他们选择
了相同的目标而攻击它。 他们首先应该知
道教会的目标，并且不要为自己的目的而
发明自己的形象。“ 这次讲座将于4月17
日17.00在前大学图书馆的大厅举行，届时
大主教将谈论国家与教会的关系。

Photo by Buro Millennial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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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萨（Nysa）国立高等职业学
校在布热格开设分校
2018-04-12
位于尼萨（奥波莱省）的州立高等职业学
校将在布热格开设分校； 在布热格医疗中
心（BCM），将会为未来的护士提供学习
机会。 布雷斯特和BCM的大学区签订了合
作协议。 协议的目的是满足布雷斯特在护
士教育领域的需求；合作协议由布热格区
负责人Maciej Stefański、布热格医疗中
心主任Krzysztof Konik博士和 PWSZ大学
校长Przemysław Malinowski教授共同签
署。 尼萨大学在教育护士方面拥有多年的
经验；在本科和研究生以及在衔接学习方
面，尼萨州国高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拿到
护理文凭获得近2000份。 4月5日签署的协
议旨在布热格成立州立高等职业学校的一
个分支。 计划开展的活动涉及布热格医疗
中心在护理领域的启动和开展教育。  

第十一届克拉科夫综合日
2018-04-12
2018年4月16日至20日将在克拉科夫举办
第十一届克拉科夫综合日活动。 这是克拉
科夫大学的一项倡议，旨在扩大残疾证书
学生和为这种环境行事的人的教育机会。 
会议将以“负责任的支持和可持续发展”
主题开幕；会议的目的是共同概述在波兰
基于教育支持和科学与商业合作的最高标
准减少波兰社会排斥的战略优先事项，其
中包括弱小和被排斥的发展小组。 这是通
过在大公司就业，创业和创造新的全面可
用的服务和产品来完成的。 残疾问题并不
是问题，这是波兰文明和经济发展发展中
未被发现的潜力。 会议组织者还说，如果
没有使用这种资本，就没有可持续发展。   
更多信息： http://bon.uek.krakow.pl/
index.php?p=m&idg=mg,253

全国博士生代表委员会在奥波
莱举行
2018-04-13
奥波莱理工大学博士生代表是全国博士生
代表委员会第二次公开会议的主持人；
来自全波兰26个波兰学术中心的博士生

们将来到奥波莱，讨论最重要的环境问
题。 会议期间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高等
教育法草案；正如KRD董事会秘书Anna 
Kuklińska所说，科学宪法将成为博士生“
非常大的革命”；该项目所对应的年轻
科学家覆盖全国4万多人。 除了严肃的辩
论，奥波莱技术大学的会议也具有综合价
值；来自不同城市并代表不同学习领域的
博士生有机会更好地了解彼此。

格但斯克大学关于虚假情报时
代阅读新闻的辩论
2018-04-13
理论家和信息从业者：科学家、专家、记
者和学生参加了格但斯克大学关于虚假情
报时代阅读新闻的辩论；会议由洞察政策
分析中心、Facebook和格但斯克大学社
会科学学院组织。 辩论的参与者主要是新
闻学的学生，他们在熟悉了故意创造新闻
误导接收者的信息之后，学会了如何设法
限制假新闻造成的损害。 辩论是作为全国
项目的一部分举行的；会议和研讨会的目
的是让学生们、未来的意见领袖们熟悉虚
假信息，虚假信息和具有批判性分析资料
来源的能力。

弗罗茨瓦夫大学环境与生命科
学国际TOPAS项目
2018-04-13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科学家正在积
极参与TOPAS项目（从理论为导向的土地
研究实践教育），这将填补亚美尼亚，乌
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农业科学苏联高等教
育系统的空白。 计划的基本作用是引进和
改进学生实习计划，使学生更加接近农业
企业的商业实践；从而支持大学与农业食
品部门，行业组织以及有关政府机构之间
的伙伴关系。 TOPAS联盟由两组大学两
组组成：首先是来自德国、英国、罗马尼
亚大学以及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第二小组是来自前苏联共和国的6所大
学，今天的独立国家 - 亚美尼亚，乌克兰
和乌兹别克斯坦。

Pałys教授：新法律将大学的
质量视为一种有机体
2018-04-13
“在规划大学组织时，我们应该记住评估
其活动的新体系。 根据新法案，整个大学
将被评估为特定学科的一部分。 因此，如
果考古学由大学的三个基本单位处理，现
在不再单独进行评估，只有大学考古学将
作为整体进行评估。 新的“科学与高等
教育法”将大学的质量视为一种有机体，
而不是一个自治单位的联合体“ 来自华
沙大学的Marcin Pałys教授在接受周刊
„Polityka”的访问时说。 Pałys教授还提
到了3月份宣布的四所欧洲大学的联盟：华
沙大学、布拉格查尔斯大学、巴黎索邦大
学和海德堡大学。 这个联盟的其中一个要
素是学生交流，特别是在博士生之间的交
流。 该联盟是建立大学与世界大学联系的
最重要的事业之一。 华沙大学校长补充说
道：“在各种科学项目中，我们与剑桥大
学、牛津大学、哥廷根大学、波恩大学和
其他公认的中心合作。与此同时，我们协
议的象征性维度也很重要 ；它提醒我们跨
学科合作是欧洲项目的一个维度“。

Przemysław Czapliński教授关
于 “没有自由平等” 的讲座
2018-04-13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和密茨凯维奇大
学基金会及“ZAMEK” 文化中心邀请来
自波兰和古典文献学院的Przemysław 
Czapliński教授于4月17日参加“城堡大学
会议“并且讲授“自由而不平等；面对社
会冲突的文学”专题。 在2015年权力变化
之后，在社会出现了以下说法：“自由进
行得很好，只有某种东西不能平等。” 它
的作者将现代社会的两个基本价值分开，
表明它们可以分开存在。关于如何发生这
种孤立的故事，这种文化的角色扮演了什
么角色，以及重新加入自由和平等的想
法。Czapliński教授将会在讲座上为大家
一一讲解。 Przemysław Czapliński是二
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文学的历史学家、散
文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 也是波兹南大
学文学人类学系联合创始人。 他的研究主
题是文学和近现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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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行业资助克拉科夫理工大
学的奖学金
2018-04-13
克拉科夫大学报导称：1000 兹罗提每月
的奖学金，付费实习以及铁路行业领先公
司的就业保证将激励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土
木工程学院的铁路专业和建筑专业学生。 
在未来几年，巨额铁路投资将在波兰实
施；铁路公司迫切需要具有高度专业化资
质的工程人员。根据大学教学法和铁路部
门专家共同制定的学习计划进行培训，克
拉科夫技术大学的毕业生将可以获得专业
资格。 七家公司已经提交了与克拉科夫理
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合作声明：波兰国
家铁路公司 - 波兰铁路、克拉科夫铁路维
修和保养有限责任公司、"Bieżanów"铁路
地面工程有限责任公司、ZUE集团、Track 
Tec上市公司、Budimex 上市公司和
STRABAG有限责任公司。他们为铁路专业
的第二学期和第三学期研究生在读的学生
提供了26个奖学金。

格但斯克和索波特进行教育创
新
2018-04-16
Jerzy Hausner 是一名政治家和经济学
家，同时也是企业管理概念 “公司理念” 
的创始人，他将参加“竞争性教育”关于
大学理念：数字化转型会议。“科教部荣
誉赞助的会议将于4月17日和18日在格但
斯克和索波特举行。 本次活动计划相结
合的讲座，演讲能力，牛津辩论和导师小
屋；还将邀请观众积极参与讨论，包括科
学，商业，行政，非政府和媒体界的代
表。 本次会议是以“竞争性教育”为名义
开展的一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将学术和商
业环境的智力和组织潜力相结合，共同为
广泛了解的教育发展提供最佳创新理念和
解决方案。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锂离子电
池顶级供应商之间的合作
2018-04-16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Johnson Matthey 
Battery Systems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

该公司是欧洲最大的锂离子电池供应商
之一。 该协议由西里西亚科技大学校长
Arkadius zMęży教授和人力资源经理
Vladyslav Kryvenko共同签署。 技术大
学的学生将能够在公司总部进行实习，并
就与实际技术问题和公司需求有关的主题
撰写毕业论文。 大学和公司还将共同确定
研究和发展的主题，改进教育计划和交流
知识管理领域的经验，特别强调能力的发
展。 还将建立一个战略技术和组织解决方
案专家团队。

Krzysztof Szerenos博士与一位
年轻科学家的奖章
2018-04-16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物 理 系 的 K r z y s z t o f 
Szerenos博士被授予华沙理工学院颁发的
年轻科学家奖章。 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因参
与发现超快速光磁记录的新方法而获得了
不同的成绩。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物理系由
Andrzej Stupakiewicz教授领导的研究小
组取得了突破性发现。结果于2017年1月
在著名的“自然”周刊上发表。 由华沙理
工大学于2007年创立的青年科学家奖章，
因其在科技创新领域和其他杰出创造成就
方面的杰出成就而获奖。 区别在于促进以
创造性概念的独立性和发展的特殊动力为
特征的年轻科学家的成就。 评选标准为35
岁以内的青年科学家。

热舒夫大学医学院工作人员将得
到与癌症治疗相关的科学津贴
2018-04-16
热舒夫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介绍
说：“通过测量荧光寿命来优化深部组
织光动力疗法是Davida Aebisher博士
为2018-2019年度购买构成大型研究基础
设施的科学研究设备的资金准备的报告
专题。 ” 该项目获得科技部和高等教育
部资助的金额为1,811,000兹罗提用于实
施的科学研究计划是购买用于测量荧光
寿命和单线态氧寿命的光谱仪是指光动
力治疗的创新方法。 光动力疗法是治疗
使用光致活性形式的单线态氧（1O2）
来损伤目标癌细胞的癌症。 光动力疗法
在治疗食管癌，前列腺癌和非小细胞肺

癌方面的应用在世界各地的医生中越来
越受欢迎。

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
学的方向和特色与“未来工作
室”证书
2018-04-16
“在第三届认证计划“未来研究“期间，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的
五个学习领域和专业领域被提名”。--卢
布林大学通报道。 “未来研究” 证书被授
予：信息架构 - 人文学院，哲学和伦理学
院的第一轮研究 - 哲学和社会学院的研究
生学习，雕刻和建筑改革化学 - 第一周期
研究和光子学和光纤技术专业 - 化学和空
间管理学院第二周期研究专业 - 地球科学
和空间管理学院第一学位工程研究。 “未
来研究”计划是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基金
会和中国机构的联合认证项目。 它突出强
调了波兰大学最具创新性和最有价值的教
育方向，其特点是在劳动力市场展现高质
量的实施方案和教育效果。

学术文献学会优秀专著奖
2018-04-16
来自Zielona Góra大学教育学心理学和社
会学系的Sylwia Słowińska博士荣获学术
和语言学会颁发的2018年杰出专著奖。 
Józef Kargul博士作为经济学学会的主要
委员在阅读有序的评论和奖章的意见后为 
“基层文化倡议对实施者的解读感” 一书
颁发了2018年“杰出专著奖”。 Sylwia 
Słowińska博士是Zielona Góra大学教育
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系教育学院文化与神
学系动画系的教师；根据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长于2016年12月12日颁布的关于向科学
单位和大学颁发科学类别的规定，竞赛获
奖者在参与评估中获得了50分，被认为是
杰出工作的科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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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H促进研究基于铜材料
2018-04-16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有色金属部门提
出了一种由抗菌铜合金制成的栏杆和楼梯
扶手系统。 该部门正致力于在公共场所实
施由铜及其合金制成的抗菌触觉表面，并
促进铜基金属材料的亲健康特性。 在系统
介绍期间，举行了一次科学研讨会。 研讨
会期间Monika Walkowicz博士将介绍题
为在“抗微生物触觉应用中使用铜和铜合
金”的论文。 铜的抗菌效果被用于治疗目
的有很长的历史，Monika Walkowicz博
士讲座的主题得到了铜及其商业合金与病
原菌接触的抗菌效果的微生物学测试结果
的支持，例如 大肠杆菌，大肠杆菌或金黄
色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和体育大
学的联合倡议建筑项目
2018-04-16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建筑系学生与体育
大学物理治疗师和残疾人发展支持协会合
作创建了一个创新项目，其目标是帮助残
疾人消除建筑，技术和沟通障碍。 联合建
筑倡议的目标是帮助具有各种残疾和认知
功能的人们适应公寓的特殊需求，还可以
利用支持来改善公共建筑 - 中心和社会福
利院的可及性。 为了获得支持，有需要的
人向社会福利中心报告需要进行建筑工程
以促进其日常运作并且拨给这些任务的共
同资金来自国家残疾人康复基金。

创立什切青汽车中心的意向书
2018-04-17
西波美拉尼亚工业大学与什切青的IT领导
者BrightONE、P3集团汽车制造商解决方
案供应商、什切青市共同合作建立什切青
汽车能力中心。 合作方签署了一份承诺
书，将在使学术报价和劳动力市场更具吸
引力；通过在波兰的什切青大学学生和德
国企业工作人员的参与下推出交流计划。 
BightONE专门为广泛理解的汽车行业提供
软件；从汽车和飞机到高级运动设备。 他
们的产品在驾驶员、救援直升机驾驶员、
甚至是最好的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所方面广

泛使用。 P3集团是汽车信息和娱乐系统，
电动汽车，驾驶员辅助系统和自动驾驶领
域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奥尔什丁的瓦尔米亚马祖里大
学“经济日”
2018-04-17
由从业者，讲习班和培训的讲座将构成
的“经济日”，将于2018年4月19日在奥
尔什丁的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经济科学系
举行。 在活动期间，欧盟驻波兰代表处
主任Marek Prawda博士将就“欧洲未来 
- 关于欧洲未来的民事对话”主题展开辩
论，社会保险机构的代表将介绍民事法律
的社会保障问题、花旗银行Citi Handlowy 
信用风险管理部经理Ewa Zimnoch将负责
讲解团队沟通问题。 “经济日” 旨在展示
奥尔什丁大学经济科学学院的潜力，促进
未来学生的教学提议并整合科学和商业环
境。

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
学的植物园向游客开放
2018-04-17
冬季休息后，卢布林玛丽亚居里斯科多斯
卡大学的植物园再次向游客开放。 在面积
超过21公顷的花园中，聚集了近7000多
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品种。 在今年这个
持续到10月底的开放季节，卢布林大学邀
请您参加周日的主题漫步，主题包括指导
和植物学研讨会，以及夏季小博物学院中
最年轻的学生。 任何有兴趣的游客还可以
参观位于哥斯庄园的植物园，现在有一个
代表性人物。 玛丽·居里罗多夫斯卡使
用的庄园作为一个地方特别活动，自2013
年起便向游客开放。 关于更多信息可查
阅： www.garden.umcs.lublin.pl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已拥有
自己的移动电话网络
2018-04-17
该移动电话网络工作原理与商业网络相
同；它功能齐全，拥有电子通信办公室提
供的授权频率。 波兰第一个移动学生网络
是由诺基亚与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电

信系的学生共同创建的。 4G / LTE网络是
一个科学论证，由位于基站建筑物外部和
内部的服务器，天线以及无线电频带的许
可证组成。 其覆盖范围的安装包括属于电
信部的两栋建筑物及其毗邻区域。 克拉
科夫诺基亚研究与开发中心主任Krzysztof 
Persona强调，研究人员和学生将获得“
尽可能接近实际蜂窝网络的完整解决方
案”。 这是为了对移动无线电技术（例如
移动边缘计算）以及物联网应用的最新解
决方案进行实验和科学研究。

格但斯克大学将审查波美拉尼
亚教师的资格
2018-04-18
格但斯克大学与格但斯克统计局和波美拉
尼亚省一起将审查博美犬教师的资格。 该
项目将由格但斯克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科
学家和学生实施。 该项目的具体目标是在
确保波美拉尼亚学校学生发展的背景下，
为现代教育的挑战确定波美拉尼亚教师的
准备工作。 这项调查将包括随机挑选的波
美拉尼亚学校的教师，学生和家长调查，
以及与教师，家长和学生的个人访谈和教
师的专注研究。 在分析结果后，专家小
组计划在教师支持和专业发展领域提出建
议。 专家们还将尝试确定需要采取行动的
领域，以确保所有滨海省学生的高质量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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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lsko-Biała技术和人文学院
的 “伊卡洛斯质量”
2018-04-18
B i e l s k o - B i a l a 技 术 和 人 文 科 学 大 学 的
Kamila Cieszka在第二界 “伊卡洛斯
质量” 的最后阶段获得了殊荣；这是以
Romuald Kolma教授命名的全国范围内的
最佳毕业论文竞赛。获奖作品的标题是“
患者对比尔斯科 - Bielsko-Biała省医院案
例的管理质量” 。 以Romuald Kolma教
授命名的比赛目的是推广能够显著影响具
有不同公司的实际方面的解决方案。 该竞
赛由Qualitas基金会主办，并且由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长的荣誉赞助，在卡托维兹的
欧洲商业时间中心举办。 本科和研究生毕
业生均可参加比赛；学士、工程学和硕士
论文均由波兰公立和私立大学的论文答辩
推荐人提交。

红衣主教大学校长对科学和商
业之间合作的必要性的看法
2018-04-18
“直至19世纪末，教育的核心一直是教
学；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由于Wilhelm 
Humboldt提出的理念，科学研究成为
大学除教学外的第二大核心。在二十一
世纪，大学已经基于三个基础：教育，
研究和经济“。华沙红衣主教大学校长
Stanisław Dziekoński教授（同时也是教
父）在接受“科学与商业”杂志采访时
说。 Dziekoński教授补充道： “在此背景
下，制定21世纪大学在经济和知识社会中
的目标和作用至关重要。 如果科学和商业
之间没有牢固的关系，就不可能在波兰企
业引进创新的解决方案 “。

华沙的大学生们正在研究电动
赛车
2018-04-18
充满活力团队成立于2017年10月；这是
由华沙理工大学和华沙经济学院的学生
组成的团队。 从那以后，他们一直在为
Formula Student比赛建造电动赛车。 全
电动车的设计是波兰首创的设计之一；重
达230公斤的汽车将由一台电动马达驱动，

发电量为80千瓦。 加速到100公里/小时应
该少于4秒。 Formula Student是1979年
由汽车工程师协会（汽车工程师协会）组
织的大学队国际赛车系列赛；在测试阶段
结束后，由来自世界各地顶尖大学的学生
设计并制造赛车，在世界上最著名的赛道
上进行比赛。 4月18日在华沙经济学院大
礼堂项目的参与者们将能够有机会近距离
接触彼此。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正在研究
宇宙污水处理
2018-04-18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Anna Jurga博
士开发了一种外星群落水处理系统；这个
系统将在减轻重力的条件下工作，并为气
栽培养中的植物提供必需的组件。 Anna 
Jurga博士正在建设的生物反应器，其中水
会利用细菌给用于雾培栽培施肥崛起空调
净化。 这个概念假定使用“灰水” - 以前由
殖民者使用，例如洗涤。 这是朝着外星殖
民在关闭整个水循环的第一步。 废水进入
生物反应器，在反应器中使用氨和铵盐氧
化为亚硝酸盐和硝酸盐的过程，将它们转
化为供应植物的养分。 这个项目还有来自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的科学家，他们正在
研究西红柿和土豆的气栽培养。 关于项目
更多信息：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kosmiczna-oczyszczalnia-
powstaje-na-pwr-10821.html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将加入大宪
章大学
2018-04-19
天 文 台 理 事 会 积 极 考 虑 在 卡 托 维 兹 的
西 里 西 亚 医 科 大 学 申 请 加 入 大 宪 章 观
察站；大宪章大学（Magna Charta 
Universitatum）的正式签约定于9月份，
庆祝该协会成立30周年。 大宪章包含大学
学术自由和机构自治的原则；它被称为国
际社会的标准，共享相同的学术价值和目
标。 大宪章天文台是一个由博洛尼亚大学
和欧洲大学协会创立的非营利组织；它与
其他国家，欧洲和国际组织合作，制定类
似或一致的目标。最重要的是，保留学术
价值而不受任何影响或压力。

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
学COFUND项目竞赛
2018-04-19
欧盟委员会已宣布为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
多斯卡大学COFUND项目提供共同资助
和奖学金项目。 申请可以由有兴趣创建赠
款计划（针对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和博士
课程的机构提交。 所有补助计划应着眼于
加强研究人员的国际流动，包括跨部门流
动。 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动员国内和国际机
构利用支持研究事业发展的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行动模式创造高质量的研究
和培训计划。 该项目将持续36至60个月，
并在跨学科，国际和跨部门的研究和培训
计划方面实施。 它提供个人赠款资助，使
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能够在他们选择的东
道机构中实施研究课题 更多信息： http://
www.kpk.gov.pl/?page_id=22729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波兰 - 乌克
兰法学课程
2018-04-19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说：“截至星期六（2018年4月
21日），波兰-乌克兰法学课程将在比亚
韦斯托克大学进行。 这是比亚韦斯托克
大学和乌克兰敖德萨公共行政学院合作
的结果。” 来自乌克兰的六名学生参加
了法学课程，学习波兰宪法，欧洲，刑
事，民事，行政和劳动法的基本要素。 比
亚韦斯托克大学负责人兼主管Jarosław 
Matwiejuk博士说：“乌克兰公共行政学
院相当于我们的国家公共行政学院(KSAP)
，这是一个乌克兰的精英团体。” 在秋季
学期，基于互惠的基础，来自比亚韦斯托
克大学的学生同样能够参加在敖德萨地区
类的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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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切青海事大学成为COST的
成员
2018-04-19
欧洲科学技术合作计划（COST）是由36
个欧洲国家和以色列（作为支持国）联合
举办的一个体制结构；其最重要的任务是
组织成员国的科技合作。 COST已经批准
了“泛欧海洋可再生能源网络，以波能为
重点”的国际项目。什切青海事大学承
担了衔接来自25个国家的100多名参与者
的联网活动作用。 该运动的目的是为欧
盟委员会资助的海上可再生能源（特别
是海洋能源）领域的联合项目和研究方向
奠定基础。 这些活动假设创建工作组，
组织会议和培训，以及传播知识。 更多
信息：https://www.am.szczecin.pl/
aktualnosci/4594-akademia-morska-
w-szczecinie-czlonkiem-akcji-cost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
斯卡大学举行的关于移民问题
辩论
2018-04-19
移民进入波兰后的经济收益等相关的社会
和政治问题是牛津大学辩论的主题，这场
辩论将于4月20日在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
科沃多斯卡大学政治学院举行。 根据卢
布林大学发言人Aneta Adamska所给出
的信息，辩论由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和国家
安全的学生参加由欧洲社会基金共同资助
的“运营计划知识教育发展”项下的能力
发展项目。 牛津辩论赛是一种绝对禁止侮
辱或嘲笑对方演讲者的辩论。 辩论的任务
是讨论论文、论文的反对者及其倡导者辩
论。 辩论赛由秘书长主持并且由秘书监督
发言时间和顺序。 辩论队的比赛结果由陪
审团和观众来评判。

比得哥什的技术和生命科学大
学的新教学大楼
2018-04-20
比得哥什技术和生命科学大学获得3000
万兹罗提用于新建教学楼建设并且签署了
一项关于联邦自治政府共同资助投资的

意向书。 由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长 Jarosław Gowin和大学校长Tomasz 
Topoliński教授共同签署了补贴协议。 K位
于aliska街的校园将竖立一座新的教学楼；
其总部设在城市各地的大学所有院系都将
合并。 这将改善大学的运作，通过建立共
同的现代教学实验室，优化教学班的组织
并提高教育质量。 新大楼将容纳残疾人使
用，并准备在2020年底前完工。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在2018年工
程研究排行榜前列
2018-04-20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两个研究领域：环境
工程学院的环境工程和能源和物流的组织
与管理学部在2018年工程研究排名榜中被
评为波兰最好的学院。 在排名的顶部，有
5个方向的类别：地方大学排名前四的最好
的技术学校，并在各自的专业排名第一的
位置在波兰排名第三。 在排名中评估了21
个学科。 这些规则是由Michał Kleiber教
授主持准备的。其成员包括高等教育领域
的专家和各行业的代表。 研究根据六项标
准进行评估 - 声望，劳动力市场毕业生，
学术潜力，科学有效性，教学潜力和创
新。

在华沙的Civitas会议上举办
的“恐怖主义社会学”研讨会
2018-04-20
“欧洲警力能够预防攻击吗？ 我们可以
预测恐怖主义发展的趋势吗？ 社会学分
析能否有助于有效打击恐怖主义？ ”这些
是主题将在“恐怖主义社会学”研讨会上
被解答。 研讨会由华沙的Civitas委员会
恐怖主义研究中心和历史相遇之家组织。 
定于4月20日在华沙举行，地址为：ul. 
Karowej 20； 来自Collegium Civitas的
Anna Matczak博士，来自refugees.pl门
户的Paweł Cywiński博士以及来自波兰国
际事务研究所的Łukasz Jurczyszyn博士将
参加会议。 研讨会是跨学科循环“关注恐
怖主义”的一部分。 更多信息： https://
www.civ i tas .edu.pl/pl/uczeln ia/
kalendarium/socjologia-terroryzmu

波兰欧莱雅女性科学家比赛
2018-04-20
2018年4月30日，欧莱雅波兰女性与科学
计划申请的截止日期即将到期；进行生命
科学领域研究的女科学家们均可以申请参
加比赛。 这个计划的奖学金分为三类：博
士论文，博士后论文和处于硕士论文阶段
的学生。 竞赛对波兰居住的候选人开放，
参选人的年龄要求为25岁以下研究生在
读、32岁 以内博士生在读、40岁 以内博
士后在读。 在所有参赛作品中，评审团将
颁发6个奖学金：三名博士后学生，两名博
士生和一名研究生。 申请地址： https://
www.forwomeninscience.com/pl/
manifesto

波兰2018工程研究排名
2018-04-23
波兰21所大学提供教育最好的院校在2018
年工程研究排名的盛会上获得提名。 六个
区域的12项指标被用于评估研究：声望，
劳动力市场毕业生，学术潜力，科学有效
性和教学潜力。 排名原则，包括标准及其
权重。由Michał Kleiber教授主持的分会
制定。 在建筑类别中，排名最高的是华
沙理工大学建筑系；在自动化和机器人领
域 ，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机械工程与
机器人学院获得提名； 生物医学工程方
面，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电气工程，
自动化，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获得提名；在计算机科学方面华沙理工大
学电子与信息技术学院获得提名。 查看排
名： http://engineering.perspektywy.
pl/2018/r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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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省医科大学与Zachodni 
WBK银行之间的协议
2018-04-23
我们在大学网站的公告报道：“滨海省医
科大学将与Zachodni WBK-Santander 
Univers idades银行合作；银行将对学
术、科学计划、计划和项目提供一定的
支持。 合作协议由医科大学副院长签署 
Jerzy Samochowiec教授和Santander 
Universidades银行波兰分行Wojciech 
Leśniewski经理签署；合作范围包括提高
教育质量，支持研究活动，改善学术中心
机构管理的项目，增加培训项目的可用
性，促进国际交流和推广合作项目。 副
校长Samochowiec教授补充说：“波
兰大学应该是现代的，创新的，与经济和
商业简历更多的联系。“ 在世界各地与
Santander建立联系对科学家们来说是一
个发展的机会。

Biała Podlaska智能地区发展
科学会议
2018-04-23
Biała Podlaska大学经济系主任Danuta 
Guzal-Dec说：“Biała Podlaska的公立
大学经济系技术学院与管理系于6月28日至
29日举办第一届国际 “智能地区智发展” 
科学大会。” 会议分为三个主题：智能发
展概念实施的理论、实施智能发展概念的
决定因素、波兰和欧洲地方政府实施智能
发展概念的经验。 这次活动的赞助人为卢
布林省长、Biała Podlaska市长和Biała 
Podlaska国立大学校长。

塑造陆军学院的领导能力课程
2018-04-23
大学的网站通告：“十四名排长在斯克拉
斯卡波伦巴的陆军学院课程实现有效的沟
通和有效互动，改善了他们的团队建设能
力。” 作为国防部课程培训的一部分，
塑造领导能力的过程首次由陆军研究院实
施。少尉们在“维索卡卡米恩”训练中心
度过了五天的时间，练习真正的领导者所
需的实践和理论技能。 课程的参与者通过
了能力测试，根据测试和观察的结果，每

个排长指挥官都看到了关于他们的优势和
弱点；课程参与者的单位指挥官将收到对
年轻军官潜力的评估。

Granqvist教授荣获格但斯克
理工大学奖章
2018-04-23
一位杰出的瑞典科学家Claes Goran 
Granqvist教授荣获格但斯克理工大学优异
奖章；Granqvist教授纳米技术和材料工程
方面的杰出专家 。Granqvist说： “授予
我的这个奖项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自豪
感，因为我很欣赏与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的
合作。” Claes Goran Granqvist教授目
前已经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退休；他在科
学网站上发表了500多篇文章，他的40多
本著作被学术界引用26000次。 格但斯克
理工大学校长Jacek Namieśnik 教授亲自
授予了Granqvist教授奖章；Granqvist教
授指出，虽然他已经退休，但他不会成为
中断彼此合作的理由；他于2001年与理工
学院开始合作，与格但斯克大学的研究人
员一起编写科学论文。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在
街上寻找可利用资源
2018-04-23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网站公告报道：“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ChemiTech科学角的
学生们开始实施了一个科学计划，在这个
计划中，他们将试图从汽车催化剂中回收
铂金和铑。” 由于汽车排放到空气中的铂
铑可回收利用量非常少，所以，年轻的化
学家关注对于生态环境方面的项目关注度
非常高。 参与者解释道：“这些最终是重
金属，就像汞或铅一样。 道路上的铂金随
着雨水流向植物的一侧；它可以与腐植酸
发生反应，渗透到土壤中，被动物食用的
根等。“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们指
出，他们的研究成果采取将会是进一步行
动的方向。 现在，他们想要检查弗罗茨瓦
夫街道上有多少回收再利用的铂金和铑。 
关于项目更多信息：http://pwr.edu.pl/
uczelnia/aktualnosci/nasi-studenci-
zamiataja-ul ice-w-poszukiwaniu-
platyny-10829.html

罗兹理工大学关于双文凭会议
2018-04-24
6月14日至15日在罗兹理工大学国际合作
中心将举行关于 “双文凭作为国际战略伙
伴关系的支柱” 会议，会议赞助方是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以及国家学术交流机构。 罗
兹工业大学校长Sławomir Wiak在会议网
站上发表讲话道：“签署双文凭协议是在
国际大学网络内建立先进伙伴关系和活动
的最佳工具之一，它也是大学质量保证体
系的重要支柱。” 在这次活动期间，将
就以下主题着重讨论：根据新的“高等教
育法”，执行这些协议的行政方面和规则
以及学生在双文凭协议方面面临的挑战，
在波兰签署双文凭协议的法律框架。 更
多信息： https://www.ife.p.lodz.pl/pl/
doubledegree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国际会议
2018-04-24
4月25日至26日在卡托维兹举行西里西亚
国际医学大会。 该会议是跨学科会议， 
计划为学生和博士生举行全体会议；作为
学生科学俱乐部活动的一部分，学生将
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为临床和实验
医学课程的一部分，博士生将在新创建的
博士生“综合医学”期间展示他们的工作
成果。 西里西亚国际医学大会举办已经
有一段时间，每年西里西亚医科大学都
有1700名学生和年轻医生参加。 更多信
息：www.stn.sum.ed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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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理工大学将与哈萨克斯
坦大学合作
2018-04-25
波兹南理工大学校长， Tomasz 
Ł o d y g o w s k i 教 授 和 哈 拉 克 国 立 大 学
（FAN）以及哈萨克国立大学（KazNU）
学术事务副总裁Askara Khikmetov签订
了合作协议。--信息来自波兹南理工大学
网站公告。 合作将主要涉及两所大学参与
ERASMUS +计划，学生交流，硕士论文
和博士论文的监督，双文凭课程和夏季实
习。 哈萨克斯坦大学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同时也是哈萨克斯坦科学和教育活动的领
导者。 在2018年QS世界大学排名的独立
评估中，KaznU是中亚地区第一所也是唯
一一所在“QS星级发展路线图国际排名”
中荣获“四星级优秀奖”的大学。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的“知识
领袖 - 成功领导者”项目
2018-04-25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正在实施“知识领
袖 - 成功领导者”项目，旨在为高中毕业
生提供特殊校园气氛和现代基础设施的具
体内容，从而吸引最优秀的毕业生去大学
读书。 项目实施三个月后，大学与下西里
西亚的中学签署了8份赞助人协议；弗罗
茨瓦夫经济大学考察了20个毕业班，由大
学的学术和教学人员，商业从业人员和大
学毕业生为毕业生们准备了讲座和练习。 
“了解学术教育的方法和工具，让你有机
会在毕业前体验大学生的生活，职业观点
的呈现可以让你评估提供的教育的质量和
价值。” 来自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网站公
告。 更多信息：www.liderzy.pl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竞赛获胜者
2018-04-25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黄金指数竞赛”的获
奖者在高考收到了西里西亚大学的通知
书，从10月份开始，他们可以开始在选定
的领域学习，并且不需要进行大学升学考
核。 在全国比赛中，101名高中学生参加
了在物理，数学，化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
的竞赛；最终，32名学生获得了一等奖 。 

32名获奖中， 数学成绩最好的为12人，化
学成绩最好的为10人，物理学为9人，计算
机科学为1人。获奖者们均可以免费进入选
定的技术领域进行学习。

为弗罗茨瓦夫大学学生研发的
英语应用程序
2018-04-25
一 位 应 用 程 序 开 发 人 员 在 大 学 网 站 上
说：“弗罗茨瓦夫大学法律系、行政和经
济学院的学生和英语学习考生可以使用智
能手机的特殊应用程序。 我们不希望海外
的候选人和学生感到遗憾 。” 该应用程
序是实用知识的汇编，包含专业和个别科
目的描述以及类别的生物特征图。 甚至还
有虚拟教授的选择，以及“丛林图书“-为
在弗罗茨瓦夫大学开始学习的学生们准备
的实用指南；应用程序将不断更新和修复
补丁，目前适用于使用IOS和Android系
统的设备。 来自法律和行政部门的Łukasz 
Machaj说：“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在我们的学校学习， 新的应用程序是关
于弗罗茨瓦夫生活和学习的有用信息来
源。”

卢布林关于波兰、白俄罗斯和
乌克兰的考古研究
2018-04-25
卢布林大学发言人Aneta Adamska宣
布道：“ 4月26日至27日在卢布林玛丽
亚居里 - 斯克洛多夫斯卡大学举行的国际
会议的题目是2017年在波兰中东部，白
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的考古研究。” 这
次国际会议是由玛丽亚居里斯科沃多斯
卡大学考古学研究所和卢布林博物馆组
织的；这是一个交流来自波兰，白俄罗
斯，摩尔多瓦，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其他
科学领域的考古学家和专家的思想和经
验。 今年的会议包括四次公开讲座以及
42篇论文（史前和早期）；与会者将讨论
卢布林地区Zemborzycach的原始定居
问题、Radomiu-Wośnikach地区的劳济
茨文化和Polesie Voivodship水下考古学
的新发现。 会议的开幕仪式将于4月26日
9.30在卢布林博物馆XVII-XIX世纪的波兰画
廊举行。 项目信息：https://phavi.umcs.

pl/at/attachments/2018/0415/174455-
programxxxivkonferencji-lublin.pdf

波兰财政部与华沙理工大学之
间的合作协议
2018-04-25
波兰财政部与华沙理工大学数学与信息科
学学院签署了合作协议；据财政部称，合
作协议涉及在分析领域和IT基础设施的科
学，研究和实施联合项目领域。 根据协
议规定，华沙理工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
院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研究生将
参与教育，科学和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
还介绍了财政部在教师以及对于给来自数
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的学生们提供付费实习
的制度。 合作协议有效期至2020年8月31
日。

波兰共和国全国学生会议
2018-04-25
波兰共和国第二十四届全国学生议会在克
雷尼察举行，在会议期间将讨论科学宪法
为学生带来的变化。 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副
部长Piotr Müller参加了会议并且表示：“
新的立法解决方案有两个目标：提高教育
质量和研究质量，并将大学视为一个整体
被视为一个课题 。” 副部长Müller介绍了
新科学宪法的简单化的特点、以及科学宪
法中引入的学生权利的机制等方面的详细
信息。 副部长Müller说：“大学生和毕业
生决定了大学的声誉和声望；他们将来将
成为我国的国家精英。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希望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学习条件，从而弥
补他们大学学习造成的损失。 因此，在新
的科学宪法中，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将
引起研究方式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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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切青海事大学关于 现代化实
验室模拟物流过程
2018-04-25
什 切 青 海 事 大 学 的 发 言 人 W e r o n i k a 
Bulicz：“在什切青海事大学正式开设了物
流和生产过程自动化实验室；海事经济部
长和内河运输部长 Marek Gróbarczyk将
出席剪彩仪式。” 运输工程和经济部门的
实验室有三台工业机器人和一条生产线；
设备显示了货物的堆垛，其装载和重新装
载的缩小。这是该地区第一个模拟整个物
流过程的实验室。 实验室由海事经济和内
河航运部的提供资金，因为有了这个现代
化的实验室，学生将学习当前用于工业和
物流过程自动化和机器人化的现代技术。 
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将确保毕业生的最高
水准的准备工作。

波兹南理工大学参加波哥大
Estudiante世博会
2018-04-26
波兹南理工大学在波哥大举办的拉丁美洲
世博会Estudiante上提出了针对拉丁美提
供的教育机会，哥伦比亚的教育使命由国
家学术交流局组织。 对教育活动感谢兴趣
这可以在理工学院的学习报告中了解管理
机构提供的奖学金计划相关信息；展会期
间举办的“波兰是我最好的选择”展览非
常受欢迎。 在访问哥伦比亚期间，波兹南
理工大学国际教育系的Emilia Wojtczak访
问了已经与波兰建立联系的Universitaria 
del Área Andina基金会，并且很快就达
成了学术交流协议。 目前在波兹南理工大
学的研究生阶段有来自哥伦比亚的三名学
生；其中有一名是Ignacy Łukasiewicz奖
学金的持有人 。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实
施“EURHISFIRM”项目
2018-04-26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已开始实施 为期三
年的“EURHISFIRM--欧洲历史高质量公司
级数据”项目；同时来自法国、德国、荷
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英国的大学也参与
这个项目。“EURHISFIRM--欧洲历史高质

量公司级数据”项目是作为Horizon 2000
计划的一部分实施的。 弗罗茨瓦夫经济
大学的管理、信息技术、金融学院、财务
管理学院参与实施项目，并且由研究所所
长Krzysztof  Jajuga教授监督管理项目。 
该项目包括收集，开发和分析欧洲企业（
包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历史财务数
据。 研究期间涵盖1815年以后的数据；项
目的主要负责方是巴黎经济学院，共有12
个研究单位参与其中。

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获得设计
奖
2018-04-26
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家具系的“温室”项
目在“灯光艺术项目”类别的国际比赛中
获得LIT照明设计奖。 设计团队根据温室
的原型提出了设计理念，从一开始，设计
师就采用了强调小型物体的目标；以发芽
植物装饰陶瓷形式为代表。 突出的元素
是放置在放置展品的货架上的灯。 穿过水
面照亮植物。 由于“温室”项目获奖，这
个设计以及其他30种不同的设计将在东京
LIT展会上展出。 展览将于5月中旬在东京
举行。 关于设计竞赛更多信息： http://
l i t a w a r d s . c o m / w i n n e r s / w i n n e r .
php?id=2392&count=1&mode  

罗兹大学：波兰第一所拥有多
元化宪章的大学
2018-04-26
罗兹大学是波兰第一所签署多元化宪章的
国立大学； 这是一项承诺由各组织签署，
禁止在工作场所进行种族歧视并准备采取
行动创造和促进多样性。 来自世界上95
个国家的2000多名外国学生目前在罗兹大
学学习；罗兹大学关心支持来自国外的学
生与城市居民。 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罗
兹最好的传统：文化多样性。 罗兹大学也
是“多元化大学” 的创始人，将来自国外
的学生与波兰学生结合在一起。

弗罗茨瓦夫陆军学院代表在西
点军校参加比赛
2018-04-26
弗罗茨瓦夫陆军学院的代表参加了着名的
SANDHURST战斗和作战竞赛；在著名的
西点军校举办的比赛中，波兰学员在来自
世界各地的64支团队中排名第18位。 比赛
在不同的、艰难的地形中进行。 需要评估
的任务包括：射击和战术比赛、带重物跑
步、移动轮胎、拆装带炸弹的盒子和罐子
以及模拟救援模拟伤员。 参赛者还必须克
服水上战术困难，进行伏击并对目标进行
夜间侦察。 每队由11名士兵组成，其中包
括一名女子和两名替补队员。 裁判将评估
整个团队的耐力，精确度，速度，指挥技
巧。

波兰首例植入式皮下心律失常
记录仪与智能手机实时监控
2018-04-26
在华沙医科大学儿童临床医院儿科和儿童
心脏科，进行了首例也是欧洲首例的儿童
植入皮下心律失常记录仪，并且由智能手
机实时监控。 据华沙医科大学信息与促
进办公室介绍，参加这一历史性的治疗方
案的人员有：儿童心脏病学和普通儿科
心脏病学博士Piotr Wieniawski博士、来
自麻醉学和强化儿科治疗部的Katazyna 
Gadomska博士和Abot公司的Piot r 
Przygodzki博士以及华沙医科大学儿童心
脏病学系和儿科心血管系统侵入中心的护
士和技术人员。

雅盖隆大学教授成为欧洲小儿
泌尿外科学会秘书长
2018-04-26
Rafał Chrzan教授自2016年9月1日起一
直担任克拉科夫 罗科卡姆大学儿童医院儿
童泌尿科诊所的负责人。 来自雅盖隆大学
的Rafał Chrzan教授成为受欧盟医学专家
（UEMS）的监督的欧洲儿科泌尿外科学会
（EBPU）的董事会成员兼秘书长。 欧洲小
儿泌尿外科学会的主要目标是促进这一领
域的医学发展，包括通过医生在治疗儿童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方面的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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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理工大学“从微观到宏
观”主题野餐
2018-04-26
华沙理工大学计划将于5月19日星期六组
织教育一次 “从微观到宏观”的主题野
餐； 这次活动将是学习科学秘密的绝佳机
会，体验大学的氛围，并与学术界的员工
和学生交流。 在活动期间，为年轻的学生
们准备了很多有趣的环节： 从“充气”到
球池，再到专题研讨会和创造性活动，例
如创建生态机器人和生态储钱罐，在这些
活动中参与者学习如何以及为什么它值得
使用二次原材料。 所有活动将在华沙Plac 
Politechniki中心华沙理工大学校园于上午
10点至下午4点举行。

热舒夫大学2018/2019学年招
生季已经开始
2018-04-26
5月14日，热舒夫大学招生季正式开始，
各位考生可以在大学的电子系统中注册以
下学科：生物与农业，数学与自然科学，
音乐，法律与行政，艺术，体育与生物技
术。 热舒夫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
说：“在热舒夫大学将获得超过50个与所
有知识领域相适应的知识的机会；热舒夫
大学是波兰东南部最大的大学。 目前，学
校有超过1.55万名学生； 2018/2019学年
候选的高考生为5500名。” 有关指导和
招生流程的信息可以在www.ur.edu.pl找
到。 电子注册系统：rekrutacja.ur.edu.
pl

欧洲大学协会开始评估格但斯
克理工大学
2018-04-26
欧洲大学协会的代表开始评估格但斯克
理工大学的组织和管理。 访问期间，他
们会见了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的校长Jacek 
Namieśnikiem 教授。 在第一次访问格
但斯克期间，协会代表首先要询问关于科
学宪法生效之后对于高等教育的变化以及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打算如何与科学宪法衔
接；欧洲大学协会还对评估各单位的科学
活动、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综合发展计划和

为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共同资助感兴趣。 由
欧洲大学协会的评估结果以评估大学的建
议形式和活动方面可以改进的指南的形式
呈现，评估结果将会在夏季公布。

华沙大学的研究人员获得欧洲
发明家奖
2018-04-27
来 自 华 沙 大 学 物 理 系 和 新 技 术 中 心 的
Joanna Kowalska教授、Edward 
Darżynkiewicz教授和Jacek Jemielity获
得了欧洲发明家奖。 欧洲发明家奖由欧洲
专利局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和
重要发明的创造者参与了竞赛。 华沙大
学的研究人员10多年一直以来致力于研究
蛋白质和RNA核酸片段在细胞过程中的相
互作用以及mRNA分子类似末端的化学合
成。由于他们的研究，解决了mRNA不稳
定性问题并提高了生产力。 这一伟大发现
为开发有效的基因疫苗打开了新的篇章，
在不久的将来将对抗恶性肿瘤等。

Daniela Gianoli教授将在弗罗
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开
设公开课程
2018-04-27
在自然科学领域应用数学统计领域的杰出
专家Daniela Gianoli教授将于13-14日在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做客；截
止4月30日星期一 ，您可以弗罗茨瓦夫环
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的网站上注册Daniela 
Gianoli教授的公开课程。 弗罗茨瓦夫环
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网站上引用生物和动
物育种学院遗传学系的Joanna Szyda教
授的语录：“没有数理统计学，现代遗
传学就不可能存在，因为它是用复杂的
遗传模型分析所谓属性的工具。”她认
为，数理统计和计算机科学在生物学中的
应用是现代数据分析的基础。 Gianoli教
授课程的主题是数学统计方法在基因组
学中的应用，特别强调应用于家畜以及
用复杂的遗传模型分析特征。Gianoli教
授最早担任世界银行专家，后来在伊利
诺伊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工
作。 更多信息：http://www.glos.upwr.

edu.pl/aktualnosci/47738/statystyka_
matematyczna_z_prof_gianola.html

来自奥波莱理工大学的位研
究人员在著名杂志“测量” 
（Measuremen）上发表文章
2018-04-27
来自奥波莱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技
术与生产自动化系的Grzegorz Królczyk教
授参加了OPUS竞赛并且获得了国家科学中
心的拨款。 Grzegorz Królczyk教授也成
为著名杂志 “测量”（Measurement）
的 编 辑 委 员 会 成 员 。 “ 测 量 ”
（Measurement）杂志是世界上最负盛
名的计量学期刊之一， Królczyk教授将担
任副编辑。 OPUS竞赛是关于研究项目的
竞赛，将为项目购买或制造必需的设备提
供资金。 Królczyk教授负责处理精确铣削
过程中动态和耐久性问题的建模；该项目
将于2018-2020年实施，项目资金预算为
75万兹罗提。  

经济心理学会议
2018-04-27
华沙的考明斯基大学与经济心理学学会
将共同组织经济心理学会议，会议将于5
月16日至18日在Konstancin-Jeziorna举
行。 会议主题包括以下领域：经济行为
心理学，决策制定，风险认知，实验经济
学，货币心理学和经济社会化。 在会议期
间来自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SWPS的副校长
Grzegorz Sędek教授将开设公开讲座， 
他在实验心理学社交，临床和心理认知方
面是权威专家；并且他在认知限制方面进
行了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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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里西亚大学举办的 “波兰
制造”电影节
2018-04-27
西里西亚大学的博士生与波兰语言文化学
院、国际波兰研究所和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共同合作组织了第六届“波兰制造”电影
节；今年电影节的活动口号是“波兰制
造，亚洲制造”。 电影节将于5月8日在卡
托维兹举行；地址：Uniwersytecka 4 ； 
在电影节上将展出来自波兰、格鲁吉亚、
吉尔吉斯和中国电影的作；这些作品将包
含及代表自己文化区域的特点。电影节的
目的是拓宽波兰和外国学生文化能力的范
围。 电影节的组织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
呈现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习俗。 电影
节还将向在西里西亚大学学习的学生介绍
波兰的外国文化。

格丁尼亚海军学院将收到800
万兹罗提补助资金
2018-04-27
格丁尼亚海军学院关于2014-2020年的“
运营计划知识教育发展”的项目获得了近
800万波兰兹罗提的补贴。学生和考生们将
开发更多技能，获得宝贵的证书和经验，
提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 项
目将在人文社会科学和海军作战司令部和
调查问卷部门实施。整个项目分为八个领
域，其中国际关系、军队公共服务体系、
教育、IT系统的安全和国家安全这五个领域
将确保学生们学习和发展自己的能力。 单
独的领域将在学院的调查问卷综合信息系
统中实施; 来自国际关系和军队的公共服务
体系的学生们将获得教育系统创建的电子
学习培训机会和带薪实习机会。

弗罗茨瓦夫就面对威胁的国家
安全问题进行了讨论
2018-04-30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和陆军学院共同组织
了关于 “在波兰救援系统以及民用和军事
安全” 的会议，超过300人参加了为期三
天的会议 。 会议的第一天，讨论了国家安
全问题和面对威胁以及专家救援和军事医
疗救援的作用和任务，讲座之后举行了三

场关于：战术医学，紧急医疗服务和专家
救援的讨论。 会议的第二天，就来自统一
服务，山区志愿者救护车服务，海上救援
和紧急医疗服务的专家等 复苏医疗后送车
辆，处理大规模事件并确保战场上的伤病
情况进行了讨论。 作为会议的一部分，还
举行了第一次下西里西亚省救援演习，期
间有200多名儿童学习了急救原则并获得了
小救助者的称号。

卢布林地方政府为学生提供奖
学金
2018-04-30
卢布林地方政府将为Zielona Góra大学的
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创业补助资金，奖学金
的目的是为学生们带来平等的教育和在大
学参加更多研究的机会。 根据最初地方
政府的计划，补助奖学金在500兹罗提至
1000兹罗提之间，将支付9个月；创业奖
学金的受益人将获得5000兹罗提的一次
性补助，其目的是鼓励学生不断发展和改
进所取得的成果，并与企业家和该地区进
一步合作。 奖学金和创业补助资金将主
要针对技术、经济和自然科学的学生。劳
动力市场调查显示该地区需要专家和管理
人员，尤其是与工程，机械制造，机械，
电气和信息技术相关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
员。

来自四川省的代表团参加学术
交流
2018-04-30
NAWA国家学术交流局代表会见了四川省
政府教育厅代表团，四川省政府代表团来
到波兰参加中国教育展。 据NAWA介绍，
中国教育博览会旨在向波兰学生和大学介
绍四川大学和学院的潜力，鼓励学生到四
川学习，并了解波兰大学在增加在波兰的
中国学生人数方面的优惠。 今年10月25
日，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和波兰大学将出
席的在成都举行中国教育博览会。

波兹南博士获得论文竞赛奖
2018-04-30
Paweł Jeżowski的博士论文 “基于从复
合正极预先锂化石墨电极的锂离子电容
器” 获得了波兹南第14届市级最佳硕士和
博士论文竞赛。 在博士组比赛中，Julian 
Balcerka的论文 “支持自动危险识别的
人机界面”、Przemysław Bartczak的“
评估天然材料在水体系中去除选定的无机
和有机污染物中的吸附能力”以及Rafał 
Brodziak的“使用人工渗透方法操作和
控制水分识别过程的情景”论文获得了奖
项。 在硕士组比赛中，Igor Chudaska
的“上肢假体组件的设计和快速制造方法
论”论文和Rafał Krzysztof Nowak的“
智能建筑中的过程控制可视化”论文获得
了奖项。 更多信息：https://www.put.
poznan.pl/pl/aktualnosc/poznanscy-
studenci-i-doktoranci-nagrodzeni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吉祥物比赛
2018-04-30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
场吉祥物公开竞赛，作品提交日期至5月
31日；吉祥物是唤起积极关联，弘扬大学
的价值观，通过参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
展塑造爱国主义，公民责任，社会活动，
相互尊重和宽容的态度。 作为欧洲著名的
理工大学开展创新研究和开发工作，为社
会和知识经济培养高素质的员工，并积极
影响该地区的发展，这个竞赛项目非常符
合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使命和愿景。 挑选
吉祥物时将考虑到信息的可读性，创新性
和独创性，项目的审美价值和促销潜力。 
更多信息以及关于竞赛规则http://www.
polsl.pl/Documents/Regulamin%20
konkursu%20-%20Koncepcja%20
maskotk i%20wraz%20z%20 je j%20
nazw%C4%85%20dla%20P%C5%9A.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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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ivitas学院将成立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研究中心
2018-04-30
华沙Civitas学院将和Andrzej Dembicz
基金会共同建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中
心，研究中心将进行研究和教学。 Civitas
学院网站报道说，新中心的主要作用是研
究拉丁美洲的当代政治，经济和社会进
程，同时考虑到国际关系的背景和拉丁美
洲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地位。 新中心的第一
个项目是研究生课程“拉丁美洲：商业和
文化”。  

罗兹举行“科学艺术”大会
2018-04-30
波兰创新战略协会、罗兹大学戏剧系、新
闻和社会传播系将于5月14日至15日举办
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科学艺术策略和创
造性过程“。 此次会议为跨学科会议，会
议组织者希望将重点放在与艺术作品，艺
术现象和创作过程的分析和解读传统相关
的主题上。 在分析这些过程时，希望特别
关注通过艺术对人类认知和学习的广泛了
解，以及塑造创造性生活的文化环境。 此
次会议的主持者是Grażyna Habrajska博
士和 Mariusz Bartosiak博士。

现代世界分离主义运动会议
2018-04-30
5月9日，卢布林玛利亚居里斯科沃多斯卡
大学政治学系将组织一场关于'现代世界分
离主义运动'会议；会议的目的是系统化和
评估与分离主义运动相关的经验，并指出
他们发展的潜在方向，以及他们创造的机
会和威胁 。 在会议期间，来自格但斯克大
学的Grzegorz Piwnicki教授将展示20世纪
和21世纪在欧洲的分离主义和分裂运动、
来自华沙大学的Roman Szul教授将谈论民
族领土和结构动态、来自波兹南亚当密茨
凯维奇大学的Wojciech Nowiak教授将带
来“北欧之后的分离” 的主题讲座。 除主
题讲座之外，会议期间还将有关于：分离
主义 - 问题与挑战，世界分离主义，西欧
国家的分离主义，前苏联国家的分离主义
以及中欧国家的分离主义的小组讨论。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科学家在凯
尔采“3D打印日”博览会上获
得成功
2018-05-07
来自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化学系高分子技术
部团队赢得了凯尔采“3D打印日”的主要
奖项和波兰技术倡议协会的提名。 获奖作
品是可堆肥和可生物降解的颗粒用于支撑
生产由可再生原料得到的BioGranAqua。 
颗粒由基于由欧洲专利保护的本发明的
聚合物技术椅中开发的聚合物组合物制
成。 在凯尔采的展会上，团队展示了
BioGranAqua颗粒本身及其特性以及从实
验室规模获得的细丝原型。 它们对环境无
害并且能在水中溶解、能够有机回收。 这
种材料有望替代石化原料。

来自奥波莱大学的Krystyna 
Modrzejewska教授荣获学术
棕榈勋章
2018-05-07
自1977年以来，Krystyna Modrzejewska
一直在奥波莱大学工作；目前在奥波莱
大学负责法国文化和语言系。 来自奥
波莱大学法国文化与语言系的Krystyna 
Modrzejewska教授荣获学术棕榈勋章 
；这是由拿破仑创立，也是最古老和最
负盛名的法国的奖项之一。 法国驻波兰
大使馆科学和大学合作专员Christophe 
Paoli博士在颁奖仪式上说：“Krystyna 
Modrzejewska，我将授予你学术棕榈勋
章的徽章，并且将授予你学士学位。” 学
术棕榈勋章是由法国教育部，科学和高等
教育管理，奖项主要办法给有助于法国的
思想智慧，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的大学研究
人员。

波兰大学名列新欧洲最佳大学
名单
2018-05-07
“时代高等教育”杂志介绍了最新欧洲国
家最佳大学的排名，即在21世纪成为欧
盟成员国的国家。 该清单包括来自12个
欧洲国家的53所大学。 排名最高的是来

自捷克的13所大学和来自波兰的12所大
学；排名由塔尔图大学（爱沙尼亚）和塞
浦路斯的两所大学开设：塞浦路斯理工大
学和塞浦路斯大学。 华沙大学是目前排
名最高的波兰大学，位于第六名、第十三
名是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位于第16名的
是华沙理工大学、位于第22名的是克拉科
夫AGH科技大学。 更多信息： https://
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
news/best-universities-new-europe-
ranking-2018  

来自卢布林玛利亚居里斯科沃
多斯卡大学的Jakub Nowak
博士获得了主要媒体奖项
2018-05-07
玛利亚居里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新闻办公室
的Katarzyna Kozielewicz宣布道：在第
一届“媒体和民主Karol Jakubowicz奖”
中，来自卢布林玛丽亚居里斯科沃多斯卡
大学政治学系新闻系的Jakub Nowak博
士因为“政策网络流行文化”著作而获得
了主要媒体奖项。 在获奖著作“政策网络
流行文化”中，作者探讨了在线内容的可
见性及其广播的政治、机制，公民活动的
新模式以及所谓数字中介的政治地位等问
题。 “媒体与民主Karol Jakubowicz奖”
的颁发仪式将在欧洲媒体管理协会大会期
间举行，于6月15日11:30在华沙大学图书
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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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的西伯利
亚研究人员
2018-05-07
弗罗茨瓦夫大学古生物系于5月10日星期
四邀请各位参加由托木斯克大学的学术人
员讲的公开讲座，届时讲座将用英语进
行。地址：弗罗茨瓦夫大学环境生物学研
究所，Sienkiewicz 21街道。 整个讲座被
分为两部分：在上午的会议中，来自西伯
利亚的客人将会谈到西伯利亚和欧亚大陆
北部地区猛犸象的灭绝事件：全球气候变
化，人类影响和环境地球化学变化以及楚
里姆河流域从中生代到新生代的自然环境
变化。 在下午的会议上，安排了题为“西
西伯利亚南部地区（地区，地质结构，古
生物地点，研究方法，探险队）的土地定
居点”的讲座。 所有感兴趣者也将有机会
熟悉托木斯克大学的科学和教学方面的提
议。 这次访问也是Erasmus ++计划的一部
分。

波兰和德国科学家在Tatra的共
同发现
2018-05-07
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网站报道：“
来自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的Paweł 
M. Owsianny博士与来自德国的科学家一
起Tatra国家公园发现了新的藻类。研究成
果使塔特拉山被纳入其中一个欧洲生物多
样性中心 “新兴物种” 中。” 对于Tatra
国家公园的研究由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的
Nadnotecki研究所开展，总部位于皮瓦
（Piła）。研究得到了北部基金会和残疾
人水肺协会（HSA）的支持，被发现的两
个（Dinoflagellata双鞭毛虫门）物种以
皮兰的Grzegorz Marciniak和Krzysztof 
Trawiński的名字而命名：Parvodinium 
marciniaki和 Parvodinium trawinski. 
Owsiannego博士的研究小组由来慕尼黑
路德维希大学的Marc Gottschling教授和
来自慕尼黑的Maximilian教授组成。  

“中国能拯救世界吗？” 来自
Grzegorz Kołodko教授撰写
的新书
2018-05-07
Grzegorz Kołodko教授的新书 “中国能
拯救世界吗？将于今年5月15日正式发行； 
Grzegorz Kołodko教授的著作是在世界上
被引用最多的波兰经济学家。 他曾四次担
任波兰政府副总理和财政部长。 目前，他
是华沙考明斯基大学（Akademii Leona 
Koźmińskiego）TIGER转型，整合和全球
化研究中心的主任。 Kołodko教授最近的
研究是关于中国经济成就的综合性文献； 
然而，这些只是为了试图找到中国经济
成功是否有助于解决全球问题的答案的背
景。 来自玛利亚居里斯科沃多斯卡大学的
Maciej Bałtowski教授在Kołodko教授新
书的评论写道：“这个非常重要和有趣的
研究解决了关键问题，我毫不犹豫地使用
这个声明，世界的未来。 对西方世界和波
兰的中国现象 - 特殊文明飞跃的原因，条
件和影响 - 的理解是肤浅的，受到传统观
察的污染，以及将已使用的措施应用于新
现象或与已确立的科学知识状态相矛盾。 
作者成功地克服了这种状况，这是该书的
关键价值，这远远超出了对中国经济的标
准研究。“

波兰与捷克共和国及斯洛伐克
进行的双向交流比赛
2018-05-08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通知：“双向交流比赛
已经宣布开始，目前来自法国的科学宣
布将参加比赛，来自奥地利和德国的科
学教将参加捷克共和国与斯洛伐克的比
赛。” 比赛的目的是支持科学家的流动
性，科学家将执行由伙伴国家的研究人员
商定和进行的项目；只有个人交换将得到
补贴。 资助申请包括：波兰科学院大学，
科学单位，根据单独条例设立的研究机构
和国际科学研究机构并且在波兰境内运
作。 更多信息： https://nawa.gov.pl/
naukowcy/oferta-wyjazdowa

奥尔什丁景观建筑学生获得的
成功
2018-05-08
奥尔什丁大学的电子报通知：“奥尔什丁
的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的学生在风景园林
领域赢得了最佳毕业论文和硕士学位的竞
赛。” Ewelina Pochodyła的作品 “沿着
Morąskie Rozlewiska海岸线的一段风景线
开辟了空间发展的概念” 获得了由波兰景
观设计师协会组织的工程类作品竞赛的奖
项，Katarzyna Wójcik的作品：“风力发
电站和风景；分析'Mikołajki Pomorskie'风
电场对景观的影响'获得了硕士类的奖项。 
这两篇论文的推荐人都是Mariusz Antolak
博士，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环境与农业发
展学院景观建筑系助理教授。

托伦大学在时代高等教育大学
排名“新欧洲”提名
2018-05-08
位于托伦的尼古拉斯哥白尼大学位于时代
高等教育大学 “新欧洲”的波兰大学排名
第五位；来自13个新欧盟成员国的高等学
校也被做了评估。 在相对靠前的排名中有
来自波兰的12所大学；托伦大学在波兰大
学中名列第五位，在波兰所有大学中排名
第六位的是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和波兹南亚
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在全球大学排名中，
托伦大学位于第31-40名之间。 时代高等
教育大学排名是高等教育机构中排名最高
和评价最广泛的三个排名之一；排名的组
织者将考察大学的三个主要因素为：教
育，科学和知识转移；并且使用以下标准
评估大学：教学，国际化，科学研究，报
价和与企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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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大学10周年开放大学
2018-05-08
5月9日至10日的华沙开放大学十周年之
际，计划召开 “在新的层面开展10年成人
教育” 会议。 据华沙大学报道，开放大
学为所有感兴趣的人组织课程，无论参加
者的教育程度和专业资格如何。 自2008
年以来，有超过1200名的讲师与开放课
程合作；去年，每个学期都有200多门课
程可供选择。 共组织了574个小组学习，
超过8,500人参加了这些课程。 今年的会
议将分为四个讨论小组：心理学院的Ewa 
Czerniawska教授主持的“为什么成年人
要学习？成人学习的未来能力”、由教育
质量办公室的Agata Wroczyńska教授主
持的“终身学习和劳动力市场及其需求“
、由物理学院Andrzej Wysmołek教授主
持的成人学习者，即大学的更高挑战“，
以及新闻息学院的Radosław Pawelec
教授主持的”如何教育成人？ 更多信
息： https://www.uo.uw.edu.pl/10lat/
konferencja_jubileuszowa

热舒夫大学与巴里大学的合作
协议
2018-05-08
热舒夫大学已与意大利大学西塔迪迪巴
里阿尔多莫罗签署了科学合作协议； 两
所大学均由各自的校长代表： Sylwester 
Czopek教授和Antonio Felice Uricchio
教授。 所签署的协议规定了教职员工和
学生的联合研究和交流。 此外，大学还
将交流组织教学过程的经验和研究类似专
业的课程。并且还将开展联合研究项目。 
Sylwester Czopek教授说：“建立与外国
中心的科学关系是我们大学奉行的优质政
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很高兴巴里大学
成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团队  。”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和德累斯
顿工业大学合作
2018-05-08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已与德国德累斯顿工业
大学IHI Zittau签署了合作协议；协议旨在确
保在学生流动领域的合作，并且学生有机会

从合作大学获得两个文凭。 合作协议将在
2019/2020学年生效 。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
学的国际商务英语硕士的学生和德国大学国
际管理硕士项目的学生将有机会获得两所大
学的硕士学位。 要获得双双重认证和学位
需要在合作大学研习第三学期的这些课程，
并满足两所大学的学习要求。

扎布热新实验室中心正式开始
运行
2018-05-08
西里西亚大学报道：“扎布热的实践和继
续教育中心将有一个配备混合动力汽车的
新车间；新实验中心运行仪式将在“新职
业教育质量”会议期间举行。 在仪式期
间，副校长兼理工学院社会经济环境合作
系教授 Janusz Kotowicz做了关于创新技
术的讲座；在讲座之后的小组讨论中，谈
到了需要新中心需要持续培养人才的必要
性。 在新实验中心，有美国HAAS公司提
供的数控机床工作站、芬兰FORTUM公司
提供的可再生能源以及ROCA卫生设备的
组装；并且配备新型全功能丰田混合动力
汽车的汽车车间也新实验中心。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在“波兰共和
国武装力量革新”竞赛中获奖
2018-05-08
来自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的滨海市省管理实验
室的用于特殊操作的导航模拟器设计在创新
防御技术实施监督组织举办的“波兰共和国
武装部队革新”竞赛中获奖。 模拟器用于
创建和实施先进的训练士兵在个人和团队导
航领域的特殊行动；它能够在周长的3.4米
虚拟CAVE-6屏幕的基础上运行并且同时进
行立体投影。 滨海省危机管理实验室准备
的逼真的培训情景，单独的个人或者一组团
队将完全沉浸在虚拟世界中的印象，并且这
个虚拟世界正在持续生成。  

Terry Rockafellar教授在波兹
南理工大学的讲座
2018-05-08
波兹南理工大学邀请您于5月10日参加
Terry Rockafellar 教授的适用于不确

定 条 件 下 的 决 策 优 化 公 开 讲 座 ， T e r r y 
Rockafellar 教授是优化理论和数学分
析及组合学领域的优秀科学家之一。 R. 
Tyrrell Rockafellar教授于1963年毕业于
哈佛大学；他的科学兴趣包括随机规划，
经济学，金融和工程应用中的最优控制。 
如果使用概率模型描述未来事件的不确定
性，我们正将处理随机优化。 做决定的常
见标准是将风险控制在一定水平以下。因
此， “风险措施”就是包括这一类别的新
措施 高速缓存的失败概率；这样既可以
更直观地描述情况，又不需要太多的复杂
计算 。   更多信息： https://sites.math.
washington.edu/~rtr/mypage.html

罗兹将建立国际科学中心
2018-05-09
波兰科学基金会为MAB PLUS竞赛提供资金
并且将在罗兹生物园建立一个名为“国际
创新生物基材料研究中心”的国际科学研
究中心（ICRI-BioM）。 据罗兹理工大学
所报道，罗兹大学的专家参与了该项目的
准备以及获得了美因茨马克斯普朗克研究
所的支持。 罗兹理工大学前校长和MAB的
发起人Stanisław Bielecki教授强调道：“
在罗兹成立的国际研究（IRA）机构意味着
将为我们的城市带来优秀的科学人员，独
特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华沙医科大学牙科中心正在建
设中
2018-05-09
华沙医科大学明年将增加一项新的设施：
大学牙科中心正在建设中。 将于5月14日
在巴拿卡校园的投资地点签署建设文件；
地点： Żwirkii Wigury 81。 新设施共有
五层，总占地面积将近19,000平方米，可
使用面积近17000平方米。 Archibis建筑
设计公司将提供设计，由Warbud公司施
工。 新牙医中心附近有临床研究和技术中
心，华沙医科大学儿科医院和华沙医科大
学图书馆和信息中心的综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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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尔采新学年起将有数据工
程学科
2018-05-09
在新学年里，凯尔采的Jan Kochanowski
大学将提供专家分析大数据集和相关的人
工智能学科；数据工程是一门新兴的专
业，在全球被认为是21世纪的主导职业。 
这个方向目前是波兰最受欢迎的方向之
一；根据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提供的数据，
在工程和数据分析领域的最后招生中，共
有超过54名候选人。相比之下，该专业
比工程管理多19.4个候选人、比化学和法
医毒理学多18.9个候选人、比医学方向多
16.7个候选人。 Jan Kochanowski大学的
学习时间为7个学期； 学生可以在人工智
能方法和数据分析方面选择。 毕业后将获
得工程师的头衔，专业也可用英语学习。

AGH科技大学的学生在塔吉克
斯坦建造了一个太阳能灯
2018-05-09
克 拉 科 夫 大 学 发 言 人 A n n a Ż m u d a -
Muszyńska说：“来自克拉科夫AGH科技
大学的学生在塔吉克斯坦项目框架内接受
了杜尚别塔吉克技术大学塔吉克同行的可
再生能源教育；他们介绍了他们的光伏秘
密，然后在访问杜尚别期间，共同建造了
一盏太阳能灯。” 太阳能灯与附属的测量
系统将成为塔吉克学生光电技术运行的一
个实例，也是实验室课程中的一种创新工
具。 塔吉克斯坦项目由AGH科技大学能
源与燃料学院的四名学生参与：Joanna 
Maraszek、AnnaŚcierska、Joanna 
Dubielewska和Hubert Stinia，他们决
定与塔吉克斯坦的同行分享他们对可再生
能源的知识，从而帮助缓解中亚地区能源
的短缺情况。 塔吉克斯坦超过百分之七
十的居民都会遇到断电的情况。 更多信
息： http://projecttajikistan.pl/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的学生
在美国机器人比赛中取得成功
2018-05-09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生
团队参加了北美最大的机器人比赛 - 普莱

森顿的Robogames 2018并且赢得了两枚
金牌和一枚铜牌。 据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
学报道，Hellire2机器人在MiniSumo类别
中获得了金牌；在MegaSumo类别中，
共有24个机器人参赛，比亚韦斯托克理工
大学的SumoMasters团队的两个机器人出
现在了领奖台上。获奖的是ACE；第三名
是Masakrator、第四名Speedster。 波兰
队在加利福尼亚州普莱森顿的比赛中大放
异彩。 作为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项目的一部
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为团队提供了发展
条件以及 “做到极致的最好！2.0“的财政
支持。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欢迎新成员
的到来
2018-05-09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迎来新的教学人员；
来自医学牙科系医学系耳鼻咽喉科和喉
科肿瘤科的部门和临床部门的Grazyna 
Lisowska教授获得了Andrzej Duda总统
的提名。 Grażyna Lisowska教授是耳鼻
咽喉科的专家；她的科学活动主要集中在
与听力器官客观评估有关的问题上。 最重
要的成就包括评估与HNO（Hals-Nasen-
Ohren）Universitätsklinik Kantonsspital 
Basel合作开发的橄榄齿轮系统的创新方
法。 Grażyna Lisowska教授主要处理突发
性耳聋和耳鸣以及窦性疾病的现代治疗方
法，以及在临床实践中使用现代鼻内窥镜
鼻窦手术技术。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已接受合作
伙伴关于无障碍的声明
2018-05-09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网站通知：“格但斯克
理工大学已接受合作伙伴关于无障碍的声
明；这将承诺合作实施2018-2025年政府
无障碍计划。” 投资和发展部实施的计
划包括以下领域：建筑，交通，教育，医
疗，数字化，服务，竞争力和协调。主要
目的是提供免费商品和服务，并参与有特
殊需求的人们的社会和公共生活。 共同签
署文件方为：波兰政府、地方政府、非政
府组织、企业家、公共机构和媒体的代表 
。确保有特殊需求人士以平等机会和获得

物质，社会和文化环境，娱乐，休闲，体
育，医疗保健， 教育，工作，交通，信息
和通讯手段。

在波兹南举行有关乌克兰人在
波兰的学术辩论
2018-05-09
波兹南经济和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邀请
大家于5月14日周一参在在波兹南举行的
第9界学术辩论“距离最近的外国人：在波
兰的乌克兰人”。 在Collegium Minus大
学，科学家们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乌克兰公
民来到波兰；们的涌入始于俄罗斯在2014
年的侵略之后。 从那时起，根据各种估
计，约有150万乌克兰人涌入波兰，最初的
抵达主地点是华沙和波兰东部的城市； 目
前他们分布在波兰的每一个地方。 第九届
学术讨论会的组织者希望连同在波兹南大
学相关的乌克兰人，共同探讨这一新现象
带来的各方面包括社会、文化、经济、人
口和政治的影响。

第35届“21世纪的世界经济：
挑战和前景”国际会议
2018-05-10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国际经济关系邀请大
家参加第35届“21世纪的世界经济：挑战
和前景”国际会议。 会议将与5月14日举
行；此次与全球和波兰经济以及包括下西
里西亚在内的地区发生的结构性和系统性
变化密切相关。 这次会议是波兰历史上规
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处理全球化时代地
区主义问题的会议；届时将讨论波兰的促
进出口政策和外国投资。 西里西亚会议的
传统是所有波兰学术中心的研究人员以及
国家行政，商业和媒体代表的积极参与。 
来自波兰和海外的50多位科学家将参加今
年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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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国家农产品市场转型的科
学研讨会
2018-05-10
2018年5月14日华沙生命科学大学于组织了
主题为 “欧洲农业市场共同农业政策 - 作物
生产发展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的科学研讨
会。 科学研讨会将介绍欧盟国家在共同农
业政策下农业市场变化的科学研究成果；在
研讨会期间，与会者将对特定农产品市场的
现状进行诊断，并反思动植物产品市场的发
展方向。 该计划还包括在欧盟当代经济转
型的背景下讨论共同农业政策的变化，以及
欧盟消费者保护政策的近似问题。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是IREG天文
台的学术排名
2018-05-10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加入了IREG天文台的学
术排名；这个国际组织旨在提高国际和国
家大学排名的质量。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
校长Jacek Namieśnik教授在大学的网站
上说：“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不仅我们
是该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而且我们
非常重视保持高标准的教育 。” IREG集
团（国际排名专家组）于2002年首次举行
会议，并于2009年成为全球性的非营利组
织。 除了格但斯克理工大学之外，吉达商
业和技术大学（沙特阿拉伯）和西里西亚
科技大学也加入了IREG集团。

在Collegium Civitas举行会议
将致力于经济欺诈的风险管理
2018-05-10
2018年5月21日在华沙Zielna会议中心由
社会和经济风险委员会Civitas组织的会议
的标题为 “管理经济欺诈风险 - 在拟议的
法律条例中的要求” 。 保护欧盟境内举报
违法案件的人目前是零碎而不一致的；目
前只有10个欧盟成员国为举报人提供全面
保护。而在其他国家，所受到的保护是局
部的，是指特定的部门或类别的雇员。 在
会议期间，将就以下主题展开讨论研究：
法律信号机的角色和法律地位、举报利用
银行活动实施犯罪或调查性审计的案例、
检测和防止组织滥用行为的创新方法。  

副总理Gowin在接受 
“Rzeczpospolita” 日报的专
访时解释了 “宪法” 对科学
的规定
2018-05-10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在接受Rzeczpospolita日报采访时
解释说：“由于实施新的科学和高等教育
法，一些大学将失去使用“大学”这个名
称的权利。“ 副总理Gowin强调说：“法
规草案直接指出，即使根据该法规定科学
类别不足以使用”大学“或”理工学院“
这个名称，该大学将能够使用现有名称”
。 关于使用“大学”这一名称的条件只
会涉及大学希望更改其名称并只获得“大
学”地位的情况。 Gowin副总理再次强
调道： “与大众所想不同的是，该法案所
采取的解决方案并未打击区域性大学。” 
Gowin副总理解释道：“新法案为地区性
大学提供了专门的解决方案；目的为特殊
计划“区域卓越计划”致力于加强学科领
域的科学潜力，使特定大学的学术活动以
特别高的水平进行 。”

第十四届克拉科夫国际MBA大会
2018-05-10
5月18日至20日，由克拉科夫经济大学商
学院举办的第14届国际MBA大会将在克
拉科夫举行。 今年的会议将以“当地商业
资源和公司的全球运营”为口号举行；它
由来自科学和商业领域的杰出专家领导的
五个讨论小组组成，与会者将能够参加商
业研讨会。 在今年的会议期间，将就以下
问题展开讨论：在全球管理的人力资源项
目中使用本地资源的案例研究、行为经济
学 - 非理性消费者决策和全球公司决策、
全球公司对当地市场的挑战 - 实践中的
多元化管理; 敏捷项目管理简介。 更多信
息： http://kongresmba.pl/  

欧洲大学中心将在卢布林成立
2018-05-11
卢布林市长Krzysztof Żuk和南锡（法国东
北部城市）市长 Laurent Hénart、玛丽
亚居里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校长 Stanisław 

Michałowski以及洛林大学（法国）校长
Etienne Criqui教授共同签署了关于在卢
布林建立欧洲大学中心的协议，以开展
欧洲一体化领域的研究和教学。 玛丽亚
居里斯科沃多斯卡大学的发言人Aneta 
Adamska说：“这项合作协议是卢布林
和法国合作伙伴城市南锡之间的续约协议
的一部分。” 该欧洲大学中心是由卢布林
市、南锡市、玛丽亚居里斯科沃多斯卡大
学、洛林大学和其他的三所乌克兰大学联
合倡议的：基辅国立Tarasa Szewczenki
大学、Czerniowiec Jurija Fedkowycza
国立大学及Wasyl Stefany和Iwan-
Frankowsk国立大学。

为来自东部伙伴关系国家和中
亚国家的学生提供的奖学金申
请时间延长至6月5日
2018-05-11
根据国家学术交流局的资料显示，由于
Stefan Banach奖学金计划的申请人过
多，申请时间特地延长至2018年6月5日。 
Stefan Banach奖学金计划是外交部和国
家学术交流机构的联合奖学金计划；作为
波兰发展援助的一部分执行。 其目标是通
过提高国家公民的教育水平和专业资格，
并且支持东部伙伴关系国家（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
瓦和乌克兰）和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社会经济发展。 这
项奖学金计划允许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门在
精确科学、自然科学、技术、农业、林业
和兽医科学领域监督的大学开展第二轮研
究。 为了在2018/2019学年开始实施奖学
金计划，波兰方面已拨出140万兹罗提的
补助金。 更多信息及申请表格： https://
nawa.gov.pl/studenci/studenci-
zagraniczni/program-stypendialny-im-
stefana-bana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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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期综合大学计划获得10亿
兹罗提补助金
2018-05-11
6月11日起将开始征集下一届大学综合方
案的建议；这一次，国家研究和发展中
心、科学和高等教育将为此计划分配10
亿兹罗提。 该项目由2014-2020年的“
运营计划知识教育发展”资助。 正如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Jarosław Gowin
强调的那样，作为大学综合研究竞赛的
一部分，将采取行动提高人员的能力或
通过邀请国外的讲师进行课堂来提高国
际化水平。 所公立和非公立高等教育机
构均可以申请补助资金；比赛将根据大
学的规模以三条路线的形式实施； 项目
将持续18至48个月、共同融资额从3到
4千万兹罗提不等。 更多信息： http://
w w w . n c b r . g o v . p l / f u n d u s z e -
europejskie/power/aktualnosci/
art,6176,konkursy-na-zintegrowane-
programy-uczelni.html

Andrzej Ślebarski教授获得
Kościuszko基金会的奖学金
2018-05-11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固态物理系的Andrzej 
Ślebarski教授获得了Kościuszko基金会
的奖学金；由于这笔奖学金，Andrzej 
Ś l e b a r s k i 教 授 将 能 够 在 加 利 福 尼 大 学
（UCSD）进修三个月。 Andrzej Ślebarski
教授将在2018/2019学年在加利福尼亚大
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进修；这并不是他所
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学，Kościuszko基金
会的奖学金他之前获得过两次；之前也获
得了富布赖特奖学金。 加州大学圣地亚
哥分校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也是世界
上最好的大学之一；这所大学的很多科学
家是诺贝尔奖得主：Maria Goeppert-
Mayer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她出
生在卡托维兹并在美国念完了大学。  

第六届波兹南珍奇动物日
2018-05-11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兽医和动物科学系的
学生和博士生于5月19日和20日邀请您参

加第六届波兹南珍奇动物日活动，届时将
举办第八届珍稀动物展。 波兹南珍奇动物
日是波兹南大学最大的非商业活动。据组
织者透露，展会将展出众近150种动物。 
除了珍稀的啮齿动物，游客还可以欣赏到
各种丰富多彩的爬行动物，两栖动物或节
肢动物。 在保持展览传统的同时，组织者
希望拓展他们在生物学，育种和生态学领
域的知识。 他们还希望鼓励年轻自然主义
者从不同角度探索动物迷人的世界。

格但斯克的学生获得了健康保
护领导人的称号
2018-05-14
格但斯克大学生物技术学院和格但斯克医
学大学的学生是Biolumo公司的创始人，
他们在第23届国际卡托维兹卫生保护系统
大会期间获得了三项“创新理念”奖项中
的一项。 Olga Grudniak和Marcin Pitek
被授予了卫生保护领导人的称号；在大会
上，他们介绍了设备的设计，以快速确定
哪种抗生素可用于特定患者。 评委团非常
赞赏他们的想法，强调不精确的抗生素治
疗问题的重要性，是作为现代医学的关键
挑战之一 。 在此此前，Biolumo项目进入
了InfoShare 2017竞赛的最后阶段，柏林
的Startupbootcamp数字医疗加速器以
及“The Journal of mHealth”杂志也将
该公司列入全球数字医疗100强名单。

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学
生的生态项目
2018-05-14
波兹南的三个项目在“IDEAMU！”比赛
中获得资助；其目的是发展“绿色”和社
会创新，并加强大学与环境之间的持久关
系。 获奖项目是“值得波兹南的莫拉斯
科” ；在莫拉斯科校园内放置箱子和动物
屋。 这些装置将包含它们所针对的物种的
描述以及所涉及的研究团队的信息。 获奖
的第二个项目是“生活壁画”；一方面将
包含绿化的装置，另一方面是玛丽亚·斯
科沃多夫斯卡 - 居里的艺术表现。 它将把
大学与居民联系起来，也是人与自然之间
的桥梁。 获奖的第三个项目是“绿色主
题”，即广播大学广播周期促进态度，想

法和促进生态活动。例如现代回收利用和
自制的可再生能源方法。

在华沙大学，Bilewicz教授就
蔑视性语言进行公开演讲
2018-05-14
Michał Bilewicz教授的公开讲座 “蔑视言
论；互联网的残酷语言如何改变了我们对
陌生人的看法？“将作为华沙大学周期“
新千年讲座8”的一部分进行。 Michał 
Bilewicz教授在大学偏见研究中心工作； 
Bilewicz教授认为： “我们几年来一直在
处理蔑视言论的真实流行。 侮辱穆斯林，
犹太人或乌克兰人是波兰媒体和互联网的
悲哀日常生活。“这个问题也具有全球
性。 Bilewicz教授希望在他的研究过程中
展示蔑视的语言如何改变媒体接受者。 在
讲座期间，他会尝试找到问题的答案：我
们是否因蔑视言论而对周围的邪恶变得不
那么敏感？ 我们看待陌生人的方式在改变
吗？

西里西亚大学 “世界报告文
学”大会
2018-05-14
波兰国际研究所所长和卡托维兹西里西亚
大学波兰语言文化学院于5月23日和24日
举办 “世界波兰文学”系列国际科学会
议；今年的会议主题是“世界报告文学”
。 讨论的主题将是各种媒体类型的报道和
相关趋势，“既存在于世界上，也存在于
全球，是文化间干预的主题，同时也在文
明现象的影响下演变”。 会议与会者将处
理外国接受波兰报告文学的问题 ； 包括对
波兰和世界的理解不一致。 他们还会考虑
向全球技术，地缘政治和社会文化进程报
告关系 - 数字革命，媒体的小报化，全球
化和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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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的全国性
会议
2018-05-14
瓦尔米亚大学和奥尔什丁大学波兰研究及
逻辑学研究所于5月14日至15日组织了“
语言，文字和交流新现象”系列全国性会
议。 奥尔什丁大学宣布到：“今年的会议
的口号是 “语言，文字和沟通情感”；在
会议期间，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媒体语
言研究人员将处理语言（文本）与情绪之
间以及情绪与通信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组
织者还说，会议参与者将重点讨论的话题
之一 是： 交流：语言中表达情感的新形
式，语义和实用表达中的情绪，政策语言
的情绪化，新闻信息中的表达表达和网络
传播中的情绪 。  

第三届克拉科夫学术核能论坛
2018-05-14
5月16日至18日，第三届学术核能论坛将
在克拉科夫举行；活动的组织者是AGH科
技大学能源与燃料学院核能工程系和核动
力工程 “铀” 科学角。 克拉科夫大学通知
到：“该论坛面向核能和物理相关专业的学
生，波兰各地的科学界成员和热衷者。将
邀请嘉宾进行专题讲座； 来自能源部核能
司的Zbigniew Kubacki将介绍波兰核电计
划“、来自等离子体物理和激光微流体研
究所的Natalia Krawczyk将介绍“热核合
成 - 未来的能源”、来自核电部的Mikołaj 
Oettingen博士将提出“使用能源轨迹的
前景”。 在论坛期间，还将举办与波兰科
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和公共政策研究所合作
编写的学生演讲和讲习班竞赛；并且共同
考察克拉科夫的Ekospalarni项目。 更多信
息： http://www.afej.agh.edu.pl/

波兰科学基金会为最有才华的
年轻研究人员办法奖学金
2018-05-14
波兰科学基金会将为来自波兰各地的100名
最有才华的年轻科学家颁发第26届START
奖学近；奖金高达28,000兹罗提。 START
奖学金是为波兰30岁以内的年轻研究人
员提供的奖学金项目；今年，基金会选

出了两位科学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华沙
大学天文台的Przemysław Mróz和博士
和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技术物理与应用数
学系的Michał Winiarski博士。他们的奖
学近高达36,000兹罗提 。 颁奖仪式将于
5月26日在华沙皇家城堡举行；下一届比
赛的提案征集将于今年秋季开始。 更多
信息： https://www.fnp.org.pl/oferta/
start/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年轻科
学家们获得了奖学金
2018-05-14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五名研究人员获得
了“波兰科学基金会”启动项目的奖学
金。 研究人员将获得28,000 兹罗提每年
的补助资金、 资金可用于任何目的。 弗
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以下科学家们获得
了奖学金：基础技术问题系的Mateusz 
Dyksik、化学部门的Anna Dzimitrowicz博
士和Jan Zaręba以及电子部门的Maciej 
Kowalczyk和Łukasz Sterczewski。 今年
奖学金获得者从890名候选人中挑选出来； 
他们是在完成博士辩论之前或之后的30
岁以内（如果有产假或育儿假）的科学家
们。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与瑞士
Västermanland Västerås医
院合作
2018-05-14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与瑞典Västerman
医院正式开始合作，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
主要假是学习和经验交流。 瑞典代表团在
弗罗茨瓦夫会晤期间，共同讨论了新的合
作领域：精神病学、肿瘤学、血管手术或
麻醉学。 来自瑞典的代表团对精神病学诊
所的科学活动感兴趣，除了药理学之外，
他们还将在处理自闭症，抑郁症，阿尔茨
海默氏症，阿斯伯格综合征以及寻求治疗
疾病的新形式。 在签署了延续自上个世
纪80年代的合作协议后，大学副校长Piotr 
Ponikowski教授强调了制定实践方面的必
要性：对双方感兴趣的合作研究，项目和
经验交流。

在卢布林举行的英语竞赛“接
受挑战”
2018-05-15
卢布林大学发言人Aneta Adamska 在网
站上说：“卢布林玛丽亚居里斯科沃多夫
斯卡大学邀请来自波兰各地的大学生，高
中生以及卢布林省的居民参加第三届英语
知识竞赛“接受挑战”。 英语竞赛由玛丽
亚居里斯科沃多夫斯卡大学促进中心和外
语教学与认证中心组织。 考试内容为45
分钟的写作题和60道单选题；比赛参与者
资格：16岁以上；比赛将于6月15日上午
10点15在卢布林玛丽亚居里斯科沃多夫斯
卡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举行，地址（Plac 
Marii Curie-Skłodowskiej 5）。比赛人数
限制为400人，所以组织方将根据申请顺序
挑选竞赛者。 申请最晚于6月13日之前通
过以下网站提交： www.umcs.pl.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福尔能
力”
2018-05-15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几百名学生在实验室
使用基础设施并且在小组中学习如何实践
从A至Z的中实施项目；比亚韦斯托克大学
与不同的雇主合作进行设计工作是东部技
术转移中心实施的“能力要求”项目的任
务之一。 东部技术转移中心主任Karina 
Sachpazidu-Wójcicka博士解释说：“参
加这些项目的学生在公司或办公室的经验
丰富的从业人员的密切关注下，可以由多
人组成的实践课程进行学习。 由于与当地
雇主建立了合作关系，学生将具备实际技
能，完全如他们所期望的雇主。” 作为“
福尔能力”项目的一部分， 36名不同雇主
与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包括：波兰
电视台、波兰比亚韦斯托克电台、波德拉
斯基省办公室、省劳动厅、Białostockie
供水局、警察局和中央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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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H科技大学面向创新行业的
科学家和工程师提出挑战
2018-05-15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材料与纳米技术学
术中心将于2018年5月17日举办“创新产
业科学家和工程师面临的挑战”研讨会。 
研讨会的嘉宾和讲师将是来自荷兰的Luc 
Van De Putte，目前在安赛乐米塔尔波兰
担任集团经理；在他的讲座中，他将就处
理钢铁行业中的创新问题进行讲述，这些
问题有时被视为一个老行业，但实际上也
有很多创新和投资。 这为在该行业的公司
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创造了一个行动领
域。 在研讨会期间，Luc Van De Putte
将介绍安赛乐米塔尔建模小组所面临的挑
战，科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材料工
程师）在这些小组中负责过程模型，规划
和后勤改进以及数据分析。

华沙Civitas大学举行“恐怖主
义心理学”研讨会
2018-05-15
华沙的Civitas大学恐怖主义研究中心与历
史邂逅之家共同邀请您参加 “恐怖主义
观点”系列会议；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将是
心理学上的恐怖主义。 关于恐怖主义心
理来源的讨论包括：Collegium Civitas
讲师Mariola Wołoszyn 、2004 - 2010
年华沙警察总局警察心理学家Dar iusz 
P iotrowicz、SWPS大学讲师Andrzej 
Mroczek和恐怖主义研究中心恐怖主义专
家Andrzej Mroczek。 研讨会将于5月25
日星期五18.00点在华沙Dom Spotkań z 
Historią举行(免费入场)；地址ul. Karowa 
20。 如需参加会议请与主办方联系并确
认：cbnt@civitas.edu.pl

哥白尼大学加入ATHENA-PL联盟
2018-05-15
位于托伦的哥白尼大学加入了ATHENA-PL
联盟；其运作的主要目的是开发项目文
件，并建立和整合ATHENA卫星组件（高
能天体物理学高级望远镜） 。 ATHENA
卫星是新一代X射线望远镜，收集有关星
系，星团，星系和黑洞的形成和演变的信

息。ATHENA-PL联盟将处理天体物理学
领域的空间观测和观测技术。 ATHENA-
PL联盟由波兰科学院尼古拉斯·哥白尼
（PAN）、华沙的太空研究中心PAS、理
论物理学院的PAS中心、Otwock的国家
核研究中心以及雅盖隆大学、弗罗茨瓦发
大学、什切青大学、罗兹大学、比亚韦斯
托克大学、凯尔采大学和托伦大学组成。

弗罗茨瓦夫大学和德累斯顿工
业大学的联合研究
2018-05-15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心理学家和德累斯顿
技 术 大 学 “ 烟 与 味 中 心 ” 的 科 学 家 们
将 共 同 研 究 失 去 嗅 觉 的 人 的 社 会 和 认
知功能。 由于欧洲计划“战略资金国
际化” （Strategischen Fördertopf 
Internationalisierung）的实施，这两所
大学的合作才得以实施。 该计划的资金致
力于发展德累斯顿工业大学，伦敦国王学
院和捷克布拉格和弗罗茨瓦夫大学之间的
战略科学合作。 目标是将课程和研究国际
化，并提高大学的形象。 研究人员计划组
织一个暑期学校，一系列研讨会和嘉宾讲
座，以及科学会议，使两所大学的员工国
际化并普及研究成果。 还计划制定一个交
流经验的方案 即双边访问和研究助理的辅
导计划。

波兹南经济大学的学生赢得
了“城市运动”竞赛
2018-05-15
来自波兹南经济大学的学生团队赢得了由
波兹南理工大学、波兹南经济大学、波兹
南市政府与大众汽车波兹南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组织的“城市运动”竞赛。 竞赛的
目的是探索波兹南大都市到2050年的发
展战略、特别强调城市交通和物流解决方
案、以及为发展地方政府管理，科学和商
业之间的合作创造场景。 获奖者特别关
注未来运输挑战的双重性，即货物运输和
人员运输。 该团队以应用程序的形式提
供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建议，旨在促进人员
和货物的流动。 获奖团队成员：Cezary 
Brudka、Klaudia Chomiak和Adam 
Rozynkowski -将获得22,000兹罗提现金奖

大众汽车波兹南有限责任公司两个月实习
的机会。

罗兹理工大学科学创新会议
2018-05-16
500强创新者协会和罗兹理工大学将于
2018年5月17日至18日举办一个致力于科
学创新的会议； 英国和波兰的初创企业
专家将出席这次活动。 来自剑桥全球协
会的Allan Barrell教授将表述他本人对英
国和波兰的创新集群的意见；Nicholas 
Coutts 将出席在欧洲各地共同创立的支
持创业公司的项目，创新论坛组织创始人
Mark Tyl将提出一份让年轻创业公司加速
并支持国际发展的提议。 在会议期间，将
会有一个关于筹资启动和研究成果商业化
的讨论小组；工业发展署发展和创新办公
室主任Bartosz Sokoliński、Allan Barrell教
授和波兰能源集团新能源项目总监Daniel 
Maksym将出席小组讨论会。

热舒夫大学的跨文化交流
2018-05-16
热舒夫大学的新学年招生已经正式开始； 
今年，热舒夫大学的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
方向 - 社会学和历史系跨文化交流。 热舒
夫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说，这个
新的研究领域是专门为那些希望不仅在喀
尔巴阡山发展自己的技能，而且还希望在
国际舞台上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学生们
提供的。 社会学和历史学院院长Paweł 
Grata教授：“认为新学习领域的优势在
于可以在许多职位上从事与公司内部和外
部沟通以及资源和人力资本管理有关的职
业生涯。” 新学年历史院招生名额为25
人。 更多信息： https://irk.ur.edu.pl/
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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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研发
了具有抗菌性能的氧化铜纳米
颗粒
2018-05-16
西里西亚大学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开发
了一种生产具有杀真菌和杀菌性能的氧化
铜纳米粒子的新方法；该解决方案已受专
利保护。 根据研发这Jerzy Peszke博士和
Anna Nowak MA博士说，所获得的纳米
颗粒的特征在于对各种微生物、真菌、细
菌和藻类的高杀生物效力。 例如，它们
可以用来保护建筑陶瓷以及建筑物的外部
和内部表面免受致病物质的影响。 Jerzy 
Peszke博士强调道： “与基于化合物的制
剂相比，它们的主要优点是作用持续时间
延长数倍。 此外，他们以粉末形式的低生
产成本以及易于应用于各种类型的表面允
许多功能应用。”

Andrzej Więcek教授获得了欧
洲肾病学会的奖项
2018-05-16
来 自 西 里 西 亚 医 科 大 学 医 学 院 肾 脏 病
学，移植学和内科疾病主席和诊所主管
Andrzej Więcek教授是获得了欧洲肾病学
会（ERA-EDTA）奖项；这一奖项是对教授
的杰出贡献的认可。 Andrzej Więcek教
授加入ERA-EDTA协会已有三十年；2011
年，他成为秘书财务长，三年后成为该组
织的主席。 在任期间，他稳定了协会的财
务状况， 促成了协会在帕尔马办事处的重
组，并且增加了协会成员的数量。Andrzej 
Więcek教授也是创建ERA-EDTA虚拟博物
馆及其第一任馆长。 颁奖仪式将于5月24
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欧洲肾脏病学会大会
开幕式上进行。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学
生参加国家生物技术日
2018-05-16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生物技术
和食品科学学院的学生们在由弗罗茨瓦夫
大学，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和生命科学大
学共同组织的国家生物技术日中展示了科

学有趣的一面。 弗罗茨瓦夫的生物技术
专家为则为成年人和儿童准备了有趣的实
验；成年人能够在显微镜下看到有色的制
剂和昆虫，了解植物如何在体外生长以及
在犯罪现场如何检测血液。 儿童则动手参
加到许多实验中去，如清洗钱币、非牛顿
液、火山熔岩和其他有色爆炸。 由这三所
大学共同策划了各种新颖有趣的活动，在
活动中可以得到大学的各种学术小工具、
由学生们手工制作的香皂以及AgarArty，
一种葡萄酒中存在的细菌培养物，可以用
玻璃瓶密封保存。

国际学术合作伙伴计划招募工
作已经开始
2018-05-16
波兰大学、科学院以及各科学单位在过去
三年中至少实施了三个国际化活动项目；
今年5月14日起，各研究机构可以申请学
术国际合作伙伴计划。 国家学术交流局作
为项目招聘负责人声称，研究和开发中心
将与教育领域的国际机构合作并且得到补
助资金；该项目的合作伙伴必须至少有3
个在国外设立和注册的大学或科学单位，
并且这些大学或科学单位不是由波兰政府
提供的预算资金。 更多信息： https://
nawa.gov.pl/instytucje/partnerstwa-
akademickie

华沙学术书展
2018-05-16
5月17日至20日，华沙书展将在华沙国家
体育场举行；活动组织者是华沙大学出版
社，华沙理工大学出版社和Murator。 作
为这次活动的一部分，学术书展和科学教
育会也在计划中。 活动期间还会有关于
学术和科学教育最佳书籍的竞赛；华沙理
工大学校长在技术和精确科学领域的最佳
学术刊物和华沙大学校长在社会科学和人
文学领域的最佳学术刊物均会参加比赛。
届时法律日报ECONOMUS （Dziennik 
Gazeta Prawna ECONOMUS）将会颁
发最佳经济类书籍和为Jerzey Skowronek
教授颁发历史和档案领域杰出作者奖。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医疗模
拟中心
2018-05-16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医疗模拟中心正式
开放；全日制课程将于10月在中心开始，
其投资成本接近2300万兹罗提。 医疗模拟
中心有6个模拟房间：手术室、新生儿重
症监护病房、儿童和成人重症监护病房、
医院急诊科、产房、救护车模拟器和护理
室。 模拟中心的设备和医院一样，患者模
拟器（幻影）忠实地反映了现实情况。 在
中心的课程中，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模
拟场景，并直接通过模拟器进行练习。 医
疗模拟中心还有一个虚拟现实室，学生将
学习对最高级别的模拟器进行超声波测
试，并在腹腔镜，内窥镜和血管手术领域
进行模拟操作。

Jerzy Buzek教授将在格但斯克
理工大学开设讲座
2018-05-16
Jerzy Buzek教授是波兰政治家和化学
家，1997 – 2001年间任第三届国会议员
及部长理事会主席；自2004年以来，他一
直是欧洲议会议员，并在2009-2012年欧
洲议会主席。 5月18日星期五13点Jerzy 
Buzek教授将在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开设主
题为 “波兰学生在欧洲和世界的未来” 的
讲座；讲座将在管理和经济学院007礼堂进
行。讲座入场费免费，但容纳人数有限。 
讲座结束之后是提问环节，学生能够直接
向教授提问； 在讲座中将会对格但斯克技
术大学的科学活动进行回顾，并将在管理
和经济系的大厅中介绍他们的成就。讲座
的组织者是大学生组织“地平线”和格但
斯克理工大学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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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elaka教授 “关于宇宙的
秘密” 的讲座
2018-05-17
2018年5月24日，卢布林玛丽亚居里斯科
沃多斯卡大学物理研究所邀请各位参加
Zdzisław Musielak教授的公开讲座 “宇
宙的秘密” 。 Zdzisław Musielak教授是
两次洪堡奖的获奖者以及其他众多出版物
的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在
美国工作和教学，最近在得克萨斯大学天
文系任教。 他还与北约和美国航天局合
作。 卢布林大学发言人Aneta Adamska
说：“这个讲座是一个听到关于宇宙末日
的开始和可能性，暗物质和黑暗能量的作
用，黑洞以及星球绕太阳运行的行星的可
能性的非常好的机会。” 讲座将于5月24
日11:15至12:45在物理研究所的Aula举
行；地址：Akademicka 7。  

Plus住房项目：华沙理工大学
建筑系的项目赢得了一个模型
单户住宅竞赛
2018-05-17
华沙理工大学建筑系赢得了BGK房地产
竞赛，比赛的合作伙伴是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竞赛的目的是发展独栋住房的概念。 
比赛是政府Plus 住房计划的一部分；最好
的解决方案将以原型房屋的形式实施。 理
工大学或建筑工作室均可以申请参加比
赛；在华沙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提交的项目
获得了第一和第二名的成绩，由建筑学院
团队提交的项目也获得了比赛排名。 副
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强调到：“BGK 不动产采取的主动
行动是在科学与商业世界之间搭起桥梁的
又一冲动。 只有在这两种环境的密切合作
以及在经济关键领域有效传播知识的基础
上，才能建立一个创新型国家。”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物理学家
加入欧洲联盟COST
2018-05-17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通知到：“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物

理学院磁体物理系将实施欧洲科学技术
合作项目（COST）。” 联盟中的荷兰
Radboud大学将负责  “非耗散信息技术
的超快光磁电子学”项目 、波兰科学家进
行的工作将由Andrzej Stupakiewicz教授
负责，比亚韦斯托克大坚信“这个项目将
使国际科学技术环境更好地融入与信息技
术有关的最具创新性的科学领域之一。”   
更多信息： http://www.cost.eu/

波兰 - 法国出版物各国的娱乐
和游戏
2018-05-17
波兹南体育学院Małgorzata Bronikowska
博士出版了一本书“不同文化的趣味和
游戏”，描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传统游
戏和游戏。 该出版物的合着者是来自全
民体育协会（TAFISA）的Jean-Francois 
Laurent。 作者解释到：“通过实施传统
游戏和游戏，例如小环，小学生，混蛋，
拔河比赛，课堂，青蛙或派克等等，您可
以进行“编程运动” ，并且这些游戏不仅
仅是只针对孩童。 据出版社反应，该书籍
是春季和夏季周末活动的最佳读物；这些
游戏可以由体育课的教师使用。 该出版物
对应于新核心课程的假设，该课程假定将
体育团队比赛引入体育课程。

中东欧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纪
念碑会议
2018-05-17
什切青大学邀请各位于5月18日星期五参
加 “与2018年与历史和解之中东欧第二次
世界大战纪念碑” 国际会议。 会议的合
作伙伴是波兰德国合作基金会，波兰 - 德
国科学基金会和欧洲地区波美拉尼亚波兰
市政协会。 在2016年通过关于禁止共产主
义和其他极权主义宣传的法律通过之后，
开始了一波定居潮。 这个行为还涉及纪念
二战中对纳粹主义的胜利，包括苏联红军
的名利和胜利纪念碑以及波兰社会的“感
恩”纪念碑或波兰 - 苏联“武装兄弟”的
纪念品。 会议的目的是分析中欧和东欧二
战纪念碑的处理情况。 与会者将讨论德
国，波罗的海国家，捷克共和国和乌克兰
的情况。   关于会议信息： http://www.

usz.edu.pl/attachments/article/1735/
Pomniki%20II%20ws_program.pdf

西里西亚大学对 Libiąż高中的
学术赞助
2018-05-17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已
经成为Libiąż高中的科学赞助方。 共同签
署关于教学和科学合作的协议的是法律和
行政学院法律和创业兼职研究院长UŚ Piotr 
Pinior 教授和高中校长Anetta Szewczyk 
。 作为合作的一部分，西里西亚大学的讲
师将在高中开设课程，同时高中的学生们
也能够参加西里西亚大学的讲座，研讨会
和讲习班，此项举动提供了对提高专业资
格的教师的支持。 西里西亚大学的学生们
能够在学校进行教学实践，同时教师和学
生能够进行课堂观察和研究。 研究成果将
成为学士，硕士和科学工作的基础。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在
2018 RoboGames竞赛获得
了金牌
2018-05-17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KoNaR科学角的学生
在美国2018 RoboGames机器人奥林匹克
竞赛中赢得了一枚金牌和四枚银牌；参加
此次竞赛的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828台机
器人。 弗罗茨瓦夫的学生在机器人棋盘项
目的最佳展示类别中获得金牌，其中对手
的角色是由建立在理工学院的社交机器人
EMYS发挥的，并由FLASH Robotics开发
为商业产品。 由Rafał Cymiński设计和建
造的“Sky Wave”和“Navy”机器人赢
得了三枚银牌；第在Nano Sumo类别中。
由MichałP iotrowicz和MichałBurdka
构建的机器人“Stasio”获得了第四枚
银牌。 RoboGames是全球最大的机器
人赛事，每年在硅谷举行。 自2003年以
来，KoNaR科学角一直在弗罗茨瓦夫技
术大学电子学系的控制论和机器人学系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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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招生正式
开始
2018-05-17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招生已经正式开
始，16个院校的61个不同的专业在等待学
生们填志愿；第一轮招生于7月5日结束，
其结果将于7月9日公布、第二批招生将于
7月15日开始。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为本
科全日制留了超过6.3万个名额，硕士研
究生名额为345名。今年非全日制名额为
950名；其中本科名额为600人。新学年理
工大学并没有开设新的专业，但是在计算
机科学管理系将出现一个新的专业：计算
机科学与管理系有一个新的专业：数据科
学（Danology），这门专业在冬季招生
时非常多的感兴趣者。 去年最受欢迎的专
业是由英语授课的的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
术与管理学院的系统工程，基础技术问题
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学院的机电
一体化。 更多信息： http://rekrutacja.
pwr.edu.pl/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开放创新周
2018-05-18
5月21日星期一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
开放创新周将开始，届时将有为期四天
的会议，计划举办关于设计思维，3D打
印，众筹，建立联系网络和科学与商业
相结合的讲座和研讨会。 本次会议针对
所有对开放式创新和知识商业化感兴趣
的人士；将呈现下西里西亚智能专业化
的概念。 组织者还宣布了学术创业孵化
器公司的介绍以及众筹议题的介绍。 开
放创新周是作为NUCLEI项目（技术转移
和高级加工行业网络）的一部分组织的；
来自奥地利，捷克共和国，德国，意大
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的十所大学和商业支
持机构将出席会议。 更多信息：http://
openinnovationweek.pl./

德累斯顿的学生们在Ignacy 
Kraszewski博物馆设计了一个
文学园
2018-05-18
来自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和弗罗茨瓦夫生
命科学大学的风景园林学生在德累斯顿
Ignacy Kraszewski博物馆设计了不同的文
学园；这些设计是在波兰 - 德国研讨会期间
创建的。 德累斯顿的Ignacy Kraszewski
博物馆是一位作家在这里生活了六年的别
墅；他在那里创造了一个花园，让他想起
了罗马家庭，他度过了童年最幸福的岁
月。 直到今天，Kraszewski的许多信件
都被详细地保存下来，描述了德累斯顿和
罗曼诺的花园。 波兰和德国的学生，作
家的笔记，重新创建一个德累斯顿文学园 
。 建造德累斯顿文学园是由来自德累斯顿
工业大学的Marcus Köhle教授和弗罗茨
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Justyna Jaworek-
Jakubska博士及德累斯顿Kraszewski博物
馆馆长Joanna Magacz的共同构思。  

锡隆纳葛拉大学与中国杭州大
学之间的合作
2018-05-18
锡隆纳葛拉大学校长Tadeusz Kuczyński
教授和浙江农林大学校长应义斌共同签署
了两所大学教学科研合作备忘录。 两所大
学将在以下领域进行合作：交换科学家和
学生进行共同感兴趣的研究; 邀请科学家参
观讲座; 邀请参加会议，座谈会，研究和培
训; 交流信息，科学材料和出版物; 通过大
学间的交流和访问，促进讲师和学生的流
动性。 锡隆纳葛拉大学此前与其他中国大
学签署了两项合作协议：重庆大学和上海
师范大学。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将研
究古埃及农民的财政状况
2018-05-18
来 自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古 典 语 言 学
系的Marcin Kotyl博士获得了
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DAAD）的奖学金；

该奖学金是与海德堡大学的ZentrumfürA
ltertumswissenschaften合作的“罗马埃
及农民的欠款”项目。 DAAD是全球最大
的支持学生和科学家国际交流的组织。 该
项目涉及与罗马埃及皇室财产租赁有关的
拖欠税款。 研究人员将调查未发表的纸质
文件，并学习如何计算和收取拖欠税款，
债务的原因以及官方文件中使用的术语。 
Marcin Kotyl博士处理希腊纪录片和文学
papirology - 首先是未公布的税务文件和
文学文本，主要是伊利亚特纸莎草纸。

来自雅盖隆大学的Robert 
Kłosowicz博士获得波兰非洲
社会博士奖
2018-05-18
  Robert Kłosowicz教授是克拉科夫雅盖
隆大学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系的负责人。 
来自雅盖隆大学国际和政治研究学院的
Robert Kłosowicz教授在2017年波兰非洲
社会最佳非洲 - 非洲出版物“发表了“哈
萨克斯坦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功能障碍的
背景”一书。 我们在获奖理由中了解到波
兰非洲社会奖励作者“从方法论上支持对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例子中的功能失调概
念进行实地研究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世
界该地区国家危机的基础并有助于发展现
代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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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
集成电路将遍布全球
2018-05-18
AGH科技大学是波兰大学集成电路设计领
域的绝对领导者；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
参与其高能物理，X射线成像和神经生物
学的创作。 这为与日本理学公司合作开辟
了道路。 因此，在克拉科夫设计的集成电
路将被用于世界各地。 集成电路的设计在
三个学院进行：：电子技术，自动装置，
计算机科学与生物医学工程、 物理与应用
计算机科学，以及信息技术。 根据支持
欧洲集成电路设计和生产的Europractice
报 告 ， A G H 科 技 大 学 是 波 兰 大 学 设 计
绝对的领导者。 更多信息： https://
www.agh.edu.pl/info/article/uklady-
scalone-z-agh-w-urzadzeniach-rigaku-
corporat ion-swiatowego- l idera-
produkujacego-aparature-ba/

华沙理工大学与海军学院的合
作协议
2018-05-18
华沙理工大学的Jan Szmidt与和波兰海军
学院的指挥官 Tomasz Szubrycht教授共同
签署了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将有助于“利
用两所大学的潜力，地位，经验和成就，
在保卫国家和海洋经济特别重要的领域开
展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活动。” 作为合作
的一部分，两所大学计划建立联合研究小
组，在实验室进入领域相互提供服务以及
使用技术设备。 华沙理工大学和海军学院
也将交流专家，共同组织科学和技术会议
和座谈会。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项目在
OPUS 14竞赛中获得资助
2018-05-18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三名科学家项目得益
于OPUS 14竞赛，已经正式获得了由国家
科学中心拨出的补助资金。 获奖者包括来
自大学生物技术学院的Rafał Sądej博士的
项目“FGFR2在乳腺癌自噬调控中的作用 - 
预后意义”和Patrycja Koszałka博士的项
目“CD73（ecto-5'-nucleotidazay）在

乳腺癌促进和进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作为
治疗靶点的评估”。 超过420万兹罗提将
为年轻科学家就职于博士后职位并为学生
和博士生提供奖学金。

波兰 - 日本信息技术研究院的
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2018-05-21
波兰 - 日本华沙信息技术学院将与SWPS
人文社会科学大学合作，在心理学和计算
机科学领域开展跨大学跨学科博士学习。 
信息技术学院在学校的网上公布到：“我
们提供的博士研究，将心理学与计算机技
术相结合，是对心理学和信息科学动态变
化的情况以及两个领域科学家面临的挑战
的回应。” 他们强调到：“计算机科学作
为一门科学正在越来越多地处理心理学领
域的研究问题。 作为一个例子，它提供了
情绪的自动检测或计算机生成表达正确情
绪的面孔。 反过来，心理学也必须面对，
例如，建立虚拟关系的问题以及新技术对
社会交往的影响。” 更多信息： http://
w w w . p j a . e d u . p l / i n f o r m a t y k a /
doktoranckie/studia-doktoranckie-
informatyka-psychologia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英语课程
2018-05-21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农业和生物学院的英
语授课项目：有机农业和粮食生产招生将
截止至7月6日。 这些研究旨在教育有机
农业和有机食品生产领域的高级专家，教
育计划是跨学科的。 课程将由华沙生命
科学大学（农业和生物学，人类营养与
消费科学，食品科学，园艺，生物技术
和景观建筑，动物科学，经济科学）的
各学院的教职员和来自其他大学的讲师
进行，也包括来自海外的知名教授和讲
师。 更多信息： http://www.sggw.pl/
dla-kandydatow/rekrutacja/studia-i-
stopnia

罗兹大学科学会议“战争人物”
2018-05-21
罗兹大学历史研究所于2018年6月7日和
8日组织一系列名为“战争人物”的战争
系列的科学会议。 罗兹大学的网站公告
如是说：“我们的目标是展示写在战争史
上的角色：英雄与叛徒，杰出的领导者与
失败者，知名人士以及那些一直处于阴
影中的人，获胜者与失败者。“ 会议为
跨学科会议；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政治
学家和其他科学学科的代表被邀请参加活
动。 在这次活动中，将有十多位演讲嘉宾
出席：来自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的Andrzej 
Niewiński、来自Opinogóra浪漫主义博物
馆的Rafał Wróblewski将带来主题为“威
廉元帅，有史以来最好的骑士”的演讲、
来自瓦米尔大学的Dariusz Radziwiłłowicz 
的“拿破仑一世的波兰骑兵”，他们会
提醒谁是“被遗忘的波兰师的西伯利亚
指挥官卡齐米日拉姆萨准将”。   更多信
息： http://www.obliczawojny.uni.lodz.
pl/

在卡托维兹经济大学举办的关
于货币的会议：昨天，今天和
明天
2018-05-21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邀请各位参加5月23日
的会议：“昨天，今天，明天，在西里西
亚，不仅是钱。” 其目的是介绍波兰和西
里西亚的货币历史。 鉴于现代市场经济中
发生的变化和相关挑战，组织者还公布了
关于未来货币形式的讨论。 卡托维兹经
济大学，华沙经济学院和波兰国家银行的
研究和教学人员将进行讨论。 参与讨论的
有：来自卡托维兹经济大学银行和金融市
场系的Janina Harasim教授、NBP支付
系统部副主任Robert Klepacz博士、来
自华沙经济学院的Anna Szelągowska、
来 自 波 兰 标 准 付 款 部 门 总 裁 D a r i u s z 
Mazurkiewicz和西里西亚大学经济系的
Jacek Pietrucha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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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820万兹罗提被投入Opus
和Prelude比赛
2018-05-21
弗罗茨瓦夫大学信息和推广部门的Michał 
Ciepielski说：“国家科学中心向弗罗茨
瓦夫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在Opus和Prelude
比赛中实施研究项目提供了近820万波
兰兹罗提。” Artur Podhorodecki教
授的 “基于胶体半导体量子纳米结构的
1000-2000nm范围内可调发射的薄膜光
源“项目获得了近150万兹罗提的补助资
金。 Podhorodecki教授的解决方案可
能在军事行业的红外显示器中应用，作为
传感器和微芯片生物传感器的元素，以
及各种检测系统中的光源。 在Opus比赛
中，近740万波兰兹罗提将分配给10名科
学家；而Preludium计划将71万波兰兹罗
分配给了理工学院的6位年轻科学家。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miliony-na-badania-dla-
naukowcow-z-pwr-10860.html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在线招
生正式开始
2018-05-21
2018年5月21日星期一，弗罗茨瓦夫医科
大学招生的第一阶段在线注册已经正式开
始。 硕士研究生可以在以下领域开始注册
报名：医学、牙科、药房;、医学分析和理
疗。本科日常制可以在以下领域注册：护
理、助产、营养学、紧急医疗护理和公共
卫生；硕士非全日制可以在物理治疗学科
开始注册报名。 7月12日硕士全日制及非
全日制第二轮招生将正式开始：护理、助
产士、营养学理疗和公共卫生。7月13日非
全日制本硕连读将可以在以下科目注册报
名：医疗，牙科医学，药学和医学分析。  

波兰科学院罗兹分部Peter 
Seeberger教授的讲座
2018-05-22
波兰科学院罗兹分院和波兰科学院分子和
大分子研究中心邀请各位于2018年5月23
日参加波茨坦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所长兼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Peter Seeberger教授

的讲座。 讲座将致力于碳水化合物疫苗在
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 Peter Seeberger
教授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发低聚糖自动合
成的专家。 讲座将开始于 15:30在罗兹
波兰科学院分子和大分子研究中心， 地
址：Sienkiewicza 112，9号大厅。

西里西亚大学的博士生探索南
极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
2018-05-22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生 物 与 环 境 保 护 学 院 的
Mariusz Wierzgoń博士正在利用分子生物
学研究南极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 分子生
物学在苔藓植物研究中的应用将检查是否
在近期的大陆上发现了南极特有植物 - 例
如，从亚南极岛屿扩散，或在南美洲，非
洲，印度，澳大利亚，南极洲和东南部地
区自南极开始生存 亚洲创造了一个超级大
陆 - 冈瓦纳。 直到最近，科学家们认为，
在地球上的寒冷时期，一些大陆被冰覆盖
着 - 这有效地阻止了任何形式的生命的发
展。 然而，研究表明，即使在最恶劣的环
境中，也可能出现绿洲，某些植物在不利
的时期存活下来。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的
新方向：药房专业
2018-05-22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招生已经正式
开始，在四个院系中有14个院系可供选
择，2018/2019学年药房专业将是一个新
的专业。 第一轮本科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招
生已经开始，名额为610人； 硕士研究生
全日制及非全日制名额为670人、本硕连
读全日制及非全日制名额为695人。今年
等待高考毕业生的名额为近两千人。外国
学生可以选择英语授课课程：医学和牙科
学院、阿斯克勒庇俄斯，今年大学英语课
程招生计划名额为100人。 去年，最流行
的是专业是：医疗（超过11人）、医疗 - 
牙科（8.5）、美容（3.1）、医疗分析师
（2.6）、物理治疗（2.5）和营养学（2）
。 全日制招生人数为一千一百人。

托伦大学和市政厅联合出版“
当代城市词汇”
2018-05-23
哥白尼大学的研究人员与托伦市政厅一起
创建了“当代城市词汇”，词汇包含与现
代城市概念相对应的条目。出版物作为
Gen-Y City项目的一部分创建。 词典中
的条目清单概述了涵盖各种问题的许多重
要主题 ，从建筑，城市规划和生物生态学
到城市中使用的智能解决方案。 该出版
物由城市研究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大学学生
共同合作：Stefania Środa-Murawska
博士， Elżbieta Grzelak-Kostulska博
士，Jadwiga Biegańska博士，Justyna 
Chodkowska-Miszczuk博士、Krzysztof 
Rogatka博士和旅游系学生 Leszek 
Dąbrowski。 Gen-Y City项目的目的是支
持创意产业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 波兹南
市是Gen-Y城市网络的领导者。

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博
士生获得了麦哲伦奖
2018-05-23
文学杂志的编辑颁发了麦哲伦奖最佳旅游
出版物；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现代
语言学院的Natalia Kołaczek博士的“
关于瑞典”的文章获得了奖项。 Natalia 
Kołaczek是斯堪的纳维亚语系的博士生，
从事瑞典语翻译和讲师；同时她还在运
行Szwecjoblog网站。 在“旅行手册”
类 别 中 ， 共 有 3 篇 出 版 物 获 得 了 麦 哲 伦
奖： Natalia Kołaczek的“关于瑞典的情
况”。 “Beata Lewandowska-Kaftan
的来自斯瓦希里语世界的传说和Tomasz 
Owsian的”菲律宾黑皮肤下“。 本次比
赛是对尊重旅游质量，唤起旅行热情和培
养新一代环球旅行家的出版商。 今年有76
个蔡赛项目，共颁发了14个主要奖项和21
个奖项以及特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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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建造了液
体火箭发动机液体
2018-05-23
根据华沙理工大学报道，经过3年的研究工
作之后，电力和航空工程学院的MELprop
科学角的学生们已经在波兰建造了第一台
液体火箭发动机。 主要构造者Alexander 
Gorgeri说：“我们彻底准备好了，我们
进行了计算，模拟和分析，并且逐步检查
了每个子系统，只有当我们确信它们全部
正常工作时，我们才组织完整测试 。” 他
强调到，该发动机只是一种技术演示器，
并不是用于太空行业的产品。 尽管如此，
学生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完善技术，使
其得到充分利用。 他们打算对引擎进行必
要的修改，例如限制其质量，并进行进一
步的测试。项目的最终目标是使发动机适
应工业应用。 更多信息： https://youtu.
be/MSdUNSSZeas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Anny 
Pasek比赛获胜者
2018-05-23
Henryk Grzywna 是来自弗罗茨瓦夫环
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环境工程和大地测量学
院环境塑造与保护研究所博士，是Anna 
Pasek奖学金比赛的获奖者。Anna Pasek
奖学金比赛旨在推动波兰科学单位最有才
华的博士生。 在比赛中获奖的设计是展示
遥感技术用于成像湿度条件的时间和空间
变化的有用性。 Henryk Grzywna希望开
发一种可能的基于卫星光谱数据的预测农
业干旱的操作方法。 更多信息： http://
www.annapasek.org/

“欢迎来到波兰”计划提高了
负责外国学生的工作员工能力
2018-05-24
2005年，在波兰学习的外国人为10,000
人；2017年，人次达到66000人。在波兰
有 来自全球166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在学
习，这种增长动态给学术界带来了新的挑
战；因此，国家学术交流机构宣布了 “欢
迎来到波兰” 计划，这将为与提高与外
国学生一起工作的员工能力有关的项目提

供资金。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Jarosław Gowin说：“2020年至21年，
在波兰的留学生将达到十万人次，这是一
个非常真实的目标。在今年1月份的会议 
“波兰留学生”中提到过，这些 计划将得
到国家学术交流机构的支持，还会特拨一
批公款到各大院校以促进学校的国际划程
度“ 。 副总理Gowin还强调说，在波兰
的外国研究毕业生对我们国家的评价非常
好，并且强调我们在文化上和经济上都具
有吸引力。 在“欢迎来到波兰”计划中，
资金会分发至拥有Erasmus高等教育卡的
大学、波兰科学院的科学单位，根据单独
条例在波兰设立的研究机构和国际科学机
构。 更多信息： https://nawa.gov.pl/
instytucje/welcome-to-poland

来自华沙大学的Krzysztof 
Górski教授获得2018年格鲁伯
宇宙学奖
2018-05-24
格鲁伯基金会在美国耶鲁大学宇宙学领
域久负盛名的奖项，今年将著名的奖项
颁发给了普朗克卫星队，这个团队最重
要的成员之一是来自华沙大学天文台的
Krzysztof Górski教授。 自1990年代初以
来，Krzysztof Górski教授参与了宇宙背
景辐射的研究；1993至1996年期间他是
COBE卫星小组的成员，该小组首次测量
了宇宙背景辐射的各向异性（Gruber和
2006年的诺贝尔奖）。 自1996年以来， 
Górski教授直接参与了普朗克团队的工
作。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交通运输
研究生课程
2018-05-24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经济科学系的运输和航
运专业研究生招生正式开始。 在研究生课
程中将介绍与公司运输和货运管理相关的
理论和实际问题。介绍物流，运输和转运
之间的联系以及所有能够实现运作并影响
公司竞争力的最重要问题。 完成研究生学
习后，学生们无需通过书面测试并记录商
业实体海关服务领域的资格，即可获得公

路运输专业能力证书，以便运输货物。 这
将为学生们申请进入海关代理名单提供便
利。 更多信息： http://transport.wne.
sggw.pl/

西里西亚大学跨学院教育20周
年
2018-05-24
二十年前，西里西亚大学发起了人文科学
院校个人研究项目；卡托维兹大学是该国
第二个提出新的学习模式的学校，可以免
费获得许多院系和跨学科课程，扩大了相
关学科的基本方向。 一年后，学生们能
够在跨学院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个人研究框
架内进行教育，并从2014年开始接受个
人跨学科研究。 这些研究是从913名学生
挑选出718篇文凭论文，他们获得了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长颁发的205个奖学金。 在
西里西亚大学的跨领域研究毕业生中，还
有Szczepan Twardoch ，当代流行的作
家、Aleksandra Dzik ，登山家和登山导
游，Aleksandra Sarna博士全国媒体心理
学家。

琴斯托霍瓦的Jan Długosz学
院将于六月成为一所大学
2018-05-24
琴斯托霍瓦Jan Długosz于6月1日在改
名为Jan Długosz人文自然科学大学。 
决议书由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Jarosław Gowin签署。 在副总理访问大
学期间，任命Anna Wypych-Gawrońska
博士为Jan Długosz人文自然科学大学校
长；副总理强调到，这个决定是整个学术
界努力工作的结果，也是众多琴斯托霍瓦
高中、政治家和社区支持的结果。 大学校
长在网站上说：“这是该大学近50年历史
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从1971年，当时的
教师学院成立，到后来的教育学院，然后
是学院。 Jan Długosz大学是后来的几代
学者，行政管理人员，博士生和学生的努
力，使其成为一所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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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大学Edward 
Norman Dancer教授获得
J.P.Schauder奖章
2018-05-24
澳 大 利 亚 数 学 家 ， 悉 尼 大 学 E d w a r d 
Norman Dancer教授获得了英国Julius 
P. Schauder 奖章2017年获奖，该奖项
将颁给在非线性分析，微分方程理论及
其应用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们。 
Edward Norman Dancer教授是非线性
数学和功能分析领域以及普通和偏微分方
程理论的杰出专家。 他是主要数学期刊
上发表的许多开创性著作的作者。 该奖
项由设立在托伦大学的非线性研究中心J. 
PSchauder选出，每两年颁发一次，用
于科学成就和对非线性分析及其应用的贡
献。 获奖者是从数学单位理事会提出的候
选人以及拥有数学教授头衔的人群中选出
的。

比得哥什技术大学校园内的电
动车充电器
2018-05-25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校长Tomasz 
Topoliński教授与RAWICOM公司股东
Adam Hłond共同签署了关于在校园内启
动电动汽车快速充电器的合作合同。 大学
的充电点将适用于执行运营和能源测试，
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和RAWICOM已在
该方面合作多年；目前，比得哥什技术与
生命科学大学正在设计一种新型快速充电
器，可使用各种充电系统和标准对车辆进
行充电。 根据波兰波兰汽车工业协会的报
告，目前在波兰约有2千辆电动车；电动车
缺乏的原因之一是允许电动车在波兰公路
上自由移动的基础设施并不健全。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招生正式
开始
2018-05-25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说：“今年的比亚韦斯托克大学
为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全日制招生准备
了2830个名额；非全日制名额为560人。

招生已于5月22日正式开始，并且通过互
联网注册系统（IRK）系统进行。” 在今
年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招生中，出现了新
的专业，有30个研究领域可供选择。 本科
全日制在历史和社会学系的历史领域的军
事历史和军警部门的专业、全日制和非全
日制学生在经济与管理学院均可以选择不
同的新专业：本科专业为商业物流，研究
生专业为国际物流。这些专业将在经济学
领域进行授课。 更多信息： http://www.
uwb.edu.pl/kandydat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的三名科学
家获得了START奖学金
2018-05-25
来自化学部门Mateusz Daśko和格但斯克
科技大学技术物理和应用数学系的Mariusz 
Szkoda的Michał Winiarski以及获得了
来自波兰START研究基金会的奖学金， 
Winiarski也获得了奖项。 获奖者从890名
候选人中选出，授予奖学金的基本标准是
科学成就的独特性。年度奖金金额为2.8万
兹罗提，特殊情况下为 3.6万兹罗提，且
这笔钱可以用于任何目的。 START是波兰
最大的为所有科学领域的为30岁以内的年
轻科学家们提供的奖学金项目。 这是波兰
科学基金会实施时间最长的项目。奖学金
持有者人数超过2,900人。 奖学金旨在帮
助青年科学家在职业生涯的艰难开端中获
得财务支持，并使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科
学研究。

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宇宙矿
业会议
2018-05-25
科学家们和学生在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
召开的宇宙矿业会议期间将会讨论如何评
估小行星，彗星的生命是否暴风雨以及如
何获取太空中的水 等问题。 第一届学生
空间矿业会议由四个研究小组组成：AGH
空间系统、采矿力学科学角、Skalnik科学
角和GEOFON的地球物理地球物理学组。 
会议赞助方是波兰空间局和波兰科学院空
间研究中心。 会议期间将会讨论与宇宙采
矿有关的技术：天体地质学、如何在失重
状态下用3D打印、空间推进、天体岩石取

样、地球物理方法在空间探索和空间机器
人中的应用。

来自华沙中央经济学院的
Roszkowska博士是全球40位
商学院最优秀的教授之一
2018-05-25
来自华沙中央经济学院经济分析与计算机
科学及数字经济研究所的客座教授Paulina 
Roszkowska博士世界各地商学院里年轻
教授（40岁以内）最优秀的教授之一。 
Paulina Roszkowska博士由霍特国际商
学院的学生提名，除了在华沙中央经济学
院任职外，她还担任旧金山霍特国际商学
院金融学副教授。 “40位年轻商学院教授
（40岁以内）”大赛组织者是国际诗人与
数学家组织， 对于最优秀的教授评选是根
据对其研究、学术活动的评估来选择的，
且必须是MBA学位。

华沙Vistula商学院关于爱尔兰
研讨会
2018-05-25
华沙Vistula商学院将于5月28日星期一组
织一场关于“爱尔兰在国际背景下与波兰
的关系的科学研讨会”，届时爱尔兰驻波
兰大使Gerard Keown将出席并且用英语
开始讲座。 讲座介绍将由Wawrzyniec 
Konarski博士负责，在研讨会期间将重点
讨论：主权国家爱尔兰作为国际关系主体
的地位、努力结束在北爱尔兰的冲突以及
波兰 与爱尔兰关系，从战争期间至波兰加
入欧盟之后。 Gerard Keown从2015年
3月起担任爱尔兰驻波兰大使； 自1996年
以来，他一直在从事爱尔兰的外交工作。 
2016年3月，他出版了名为 “小国的第一
次：1919 - 1932年间爱尔兰外交政策的开
端”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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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科
学家获得了“青年才俊”比赛
的冠军
2018-05-25
来自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是第
二届“青年才俊”竞赛的获奖者；他们
在“科学的成功”和“创新的成功”类别
中获胜。 Jędrzej Grzegrzółka博士来自
组织胚胎学系，在 “成功的科学” 类别
获奖。他的工作重点是寻找可能影响癌症
发展的机制，主要与乳腺癌（IDC）和皮
肤癌有关。 Miron Tokarski--博士来自分
子技术系和和医学分析专业的学生Izabela 
Pielka在 “创新领域的成功” 类别中获
奖。他们在分析技术方面能够快速识别设
备中用于移动诊断的病原体 - Genomtec 
Fresh - 基于特定DNA和RNA片段的扩增和
检测。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将参
加赛艇比赛
2018-05-25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具
体”科学角的学生们设计和建造了一个混
凝土独木舟，它将参加下一届荷兰大学的
Beton KanoRace的赛艇比赛。 来自欧
洲大学的17名学生将参加在埃因霍温的由
混凝土制成的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独木舟比
赛。在比赛期间，参赛者不仅要展示技术
的工程知识，还要展示体能和想象力。男
女混合双人队 将在100、200、400米的距
离上比赛。 来自“混凝土”科学俱乐部的
团队是第七次参加Beton KanoRace帆船
赛，在之前的两届比赛中，西里西亚理工
大学的年轻工程师赢得了“最具创造力的
项目”。今年他们将参加由他设计和建造
的“总统拳头”混凝土。

罗兹大学公开演讲“人与新技
术，人文视角“
2018-05-28
作为5月30日“实践”周期的一部分，罗
兹大学社会创新中心邀请各位参加公开会
议，届时Marta Songin-Mokrzan博士将

带来主题为“人和新技术，人文视角“的
公开讲座。 Marta Songin-Mokrzan是人
文的民族学领域博士，是罗兹大学历史民
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实践学院哲学系的人
类学实验室的助理教授，她所研究的领域
涉及物质人类学，技术人类学，生产过程
民族志，机器哲学和本体论。 讲座将讨论
人类身份问题，以反对非人为因素：动物
和技术产品，如机器人；还将讨论人文学
科在新技术领域的实际应用问题。  

弗罗茨瓦夫学生科学俱乐部国
际会议和大会
2018-05-28
弗罗茨瓦夫第23届国际会议和第35届学
生科学俱乐部会议邀请学生科学界的成员
参加会议，共550名学生和监护人在弗罗
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会面。 会议
期间讨论了各种议题：从人类学的角度
讲述蜘蛛的演变和网络媒体对波兰合作
伙伴选择的影响、巧克力与面粉米勒幼虫
的感官评估、受技术工艺影响的马铃薯
维生素C含量以及从蔬菜浓缩物中获取果
冻。 与会者还讨论了城市交通空间的模
型，研究其对噪音和污染排放的影响以及
波兰韭菜根和马营养的摄入动态。 青年
科学家关注了雪貂肝癌情况以及汽车空调
中的真菌和公路运输中的生态安全等问
题。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
edu.pl/aktualnosci/47904/spotkanie_
studenckich_kol_naukowych_na_
upwr.html  

来自波兹南的学生赢得了最有
趣的体育课的比赛
2018-05-28
波兰第十一届最有趣的体育课程竞赛已经
结束。 在体育教育专家的大学生竞争中，
体育学院的Klaudia Urbanek和Paulina 
Mendowska赢得了比赛。 波兹南的学
生参加的体育课是采用有吸引力的体育活
动形式实施核心课程，并提供来自流行卡
通世界的课程：“探索gummi果汁的成
分，即改善基于胶质故事的基本动作形
式”。 在领奖结束之后，来自波兹南体育
学院的Mikołaj Morawski带来了“在通过

遥远星系旅行时塑造运动技能”课程；来
自Konin国立高等职业学校的Radosław 
Bartycha和Klaudia Łasicka准备的“
我们改善普通健身 - 功能站电路”公开课
程。

来自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
Bolidy出现在 Kirkistown赛道
上
2018-05-28
西里西亚Greenpower车队在北爱尔兰
Kirkistown赛道赢得了Formula F24 +赛
车的第一名和第二名；西里西亚科技大学
的学生再次证明，他们建造的汽车是独一
无二的。 格利维采学生为比赛投了两辆
车：SG Bullet II和SG Bullet240W。 在赛
道上表现都很好，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和
第二名。 最快的是SG Bullet II，紧随其
后的是SG Bullet240W，这也是最快的一
圈。 Greenpower Formula F24 +比赛是
在职业F1比赛中进行的，Bolide的任务是
在一小时内克服最大距离。 这个周期由九
场比赛组成，包括最后一轮的赛道。 团队
可以参加所有比赛，但在总体分类中有三
项最佳成绩且最后一轮必须参加。

Zimbardo教授访问了弗罗茨
瓦夫大学
2018-05-28
5月28日星期一，Philip Zimbardo教
授，世界上最知名的同时也是最有争议
的科学家之一和心理学家访问了弗罗茨
瓦夫大学。 在访问弗罗茨瓦夫大学期
间，Zimbardo教授宣传了他的最新著
作“live better, love smarter 爱的精明，
活的精致”。Zimbardo教授点评和参阅
了由弗罗茨瓦夫的学生们根据他的 “时间
观点” 一书而准备的题为“Zimbardo的
生活观点”的演讲。 Zimbardo教授是美
国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在二
十世纪七十年代初， 他做了一场迄今为止
都很有影响的监狱实验。 作为开创性研究
的一部分，他将志愿者分成了两组： “囚
犯”和“警卫”以才来观察分配给他们的
角色是否会影响他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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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多姆技术与人文科学大学的
四个新专业
2018-05-28
拉多姆技术大学和人文科学新学年招生正
式开始，大学在8个学院开设课程，实施
本科、硕士、博士、本硕连读和学士后
课程。 拉多姆大学在2018/2019学年发
布了四个新专业：医学材料工程，应用
语言学，时装设计和时尚配饰以及机械
和机械制造。 这些专业也可以用英语授
课。 全日制注册报名将于2018年七月11
日结束。 更多信息： www.rekrutacja.
uniwersytetradom.pl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邀请儿童乘
坐电车模拟器
2018-05-28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机械学院铁路车辆研究
所为儿童日为最年轻的儿童日做了特别
的准备，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邀请儿童及
监护人于6月2日乘坐模拟电车。 据克拉
科夫理工大学通知，他们将在11.00点至
下午2点于Jana Pawła II 街道37号等待
大家，活动针对5至岁18岁的儿童和青少
年开放。 这是波兰第一个运作的NGT6电
车模拟器，参观者能够体会到驾驶者的
角色，并能够面对真实驾驶过程中可能
发生的情况。模拟电车会模拟在滑道，
行人或汽车进入道路或车辆故障。 模拟
器真实地反映了电车客舱情况。 更多信
息： https://www.facebook.com/
events/2092540401030623/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的生态能源
2018-05-29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
的教学与科学中心和游泳池内的光伏板是
安装在公共设施上的弗罗茨瓦夫最大的光
伏设施。 教学楼和科学中心大楼的整个前
墙位于 Grunwaldzki充满了光伏组件，这
应该可以提供超过80kWp（kWpeak，峰
值功率，最大值）。假设一个朝南的容量
为1kWp的太阳能电池板将在一年内产生
900到1100kWh的电力）。 大学建筑的太

阳能装置对可再生能源研究人员来说是一
个机会 - 科学家和学生进行测量并检查各
种建筑变体的有效性。 弗罗茨瓦夫大学
也注重节约，该建筑已被LED照明取代，
并安装了现代照明和加热控制系统。 更多
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pl/
aktualnosci/47906/na_upwr_energie_
czerpiemy_ze_slonca.html

来自卢布林的学生是全国医学
模拟大赛中获得了最佳成绩
2018-05-29
卢布林医科大学的学生参加了在格但斯克
医科大学医学模拟中心举行的全国医学模
拟竞赛。 来自第10所医学院的团队必须解
决临床情况的任务：急性心力衰竭的院前
干预、心脏骤停的心肌梗死治疗和呼吸心
肺复苏术、管理肺水肿和哮喘、接受分娩
和手术治疗伤口。 参赛队由具有国际比赛
经验的裁判进行评估。 获得第一名的是卢
布林医科大学，第二名是克拉科夫雅盖隆
医学院，第三名是波兹南医学院。 共有八
十九名参加者参加了比赛。

来自绿山和格但斯克考查学生
宇宙射线对组织细胞的影响
2018-05-29
锡隆纳葛拉大学空间医学科学学会与格但
斯克技术大学SimLE研究所合作，开展了
第一个平流层任务，作为ANTARES项目的
一部分。 任务是提升到平流层 - 在那里观
察到更高强度的宇宙辐射组织细胞。 在托
伦进行的实验中，带有样本的平流层气球
达到24万657米，仪器显示的辐射量比地
球表面大12倍。 学生现在正在进行样品测
试，以了解可能由宇宙射线数量增加引起
的变化。 ANTARES项目专注于宇宙射线影
响下的致癌过程。 这是该大学的学生计划
与科学俱乐部Simle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合
作开展的一系列任务中的第一项。

2亿兹罗提拨给 “第三大学使命”
2018-05-29
社会和专业激活和社会排斥的预防是实
施“第三大学使命”竞争的主要目标，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是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长将为此分配2亿波兰兹罗提。 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说：“我们为所有想要
深化和发展知识的人提出建议，并且最重
要的是强调终生需要发展。” “第三项
大学使命”是一项新的竞赛，由于有特殊
教育计划，它将使大学有机会向学术界以
外的学员提供扩大教育机会的机会。 计
划参与者将有机会发展他们的技能并获得
能够实现他们的专业和社会激活的能力。 
更多信息： http://www.ncbr.gov.pl/
fundusze-europejskie/power/konkursy-
--aktualne-nabory/mu18/

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的逻辑学
术会议
2018-05-29
位于奥尔什丁的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以及
波兰言语治疗协会的瓦尔米亚马祖里分会
的波兰研究和逻辑学研究所将于2018年6
月8日至9日邀请各位参加“言语障碍患者
的诊断，治疗和支持”会议。 根据奥尔
什丁大学报道，组织者希望把重点放在诊
断，治疗和支持语言障碍患者的问题上。 
除了诊断和言语治疗的问题之外，还要特
别注意支持言语治疗的形式，例如：戏
剧，艺术，音乐和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以
及各种语言和交流障碍情况下的机构护理
和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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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大学的法律系学生
获得先进的模拟器
2018-05-29
在弗罗茨瓦夫大学法律，行政和经济学
院，创建了“虚拟犯罪室” - 一种先进的
教学模拟器，使用虚拟现实设备，帮助未
来的律师学习其商业活动如在检查或保护
痕迹时的用途。 我们的学生可以“参与”
犯罪现场调查，对其进行详细分析 - 他们
所需要的只是特殊的护目镜。 来自法律，
行政和经济部门的Damian Mroczyński
在大学网站上引用说，由于有两名管制
员，虚拟现实中的同行将收集证据并保护
踪迹。 犯罪室不是“虚拟”大学计划的结
束。 虚拟现实技术中心即将在那里创建。 
虚拟技术的发展是技术转让领域合作的可
能性，以及研究项目的实施和研究成果的
商业化。 更多信息： https://uni.wroc.
pl/studenci-uwr-na-tropie-wirtualnych-
zbrodni/

科学部管理层访问以色列
2018-05-29
波兰和以色列大学之间的联系加强以及国
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和以色列工业研究与发
展中心研究项目框架内的技术合作。副总
理Jarosław Gowin与以色列科学和技术
部长奥菲尔阿库尼斯进行了讨论。 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和科学部
副国务卿Piotr Dardziński于2018年5月27
日至29日访问了以色列。 行程议程还包括
与以色列和爱沙尼亚高等教育代表会面：
与规划和预算委员会主席，以色列高等教
育委员会成员Yaffa Zilbershats教授和爱
沙尼亚邮电代表教育和研究部长。 科学部
通知，部长们将讨论与波兰改革高等教育
体系相关的问题，与国家科学大会上的学
术环境谈论独特的咨询过程，并介绍波兰
科学国际化和该领域活动的概念。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校友大会
2018-05-30
2018年6月8日至9日，卢布林天主教大学
世界校友大会将在卢布林举行。 6月8日的
活动将由卢布林大都会大主教Stanisław 

Budzik主持。Stefan Sawicki教授将开设 
“卢布林100年天主教大学---意图和挑战“
的公开讲座；并且在活动期间展开”自由
学生“的活动讨论。 Marcin Kydryński和
波兰著名歌手Anna Maria Jopek将带来
音乐之夜的艺术活动。

新学年博士研究方向：数字人
文
2018-05-30
新学年博士学位招生已经开始。 数字人
文学科是由波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波兰
日本信息技术研究院共同组织的跨学科研
究。 参加博士招生的人员必须具有任何人
文或信息技术领域的大学学位，并且在语
言和写作方面应具备良好的英语水平（最
低B2级由相应文件证明）。 截至2018年8
月底，将对候选人提供的文件进行分析。9
月上旬，对博士研究方向感兴趣的候选人
应向征聘委员会提交数字人文学领域研究
项目的想法。 更多信息： http://ibl.waw.
pl/pl/edukacja/-interdyscyplinarne-
studia-doktoranckie-humanistyk

比亚瓦波德拉斯卡国立高等学
校参加国际体育项目
2018-05-30
比亚瓦波德拉斯卡国立高等学校作为唯一
的波兰大学，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国际
项目，项目涉及监测欧盟成员国的体育活
动和体育活动。 该方案由葡萄牙体育青
年研究所管理。 EUPASMOS计划涵盖包
括波兰在内的若干欧洲国家，并由欧盟
（Erasmus + Sport Central Project）共
同出资。 其目标是通过开发一种“综合
和共同的方法学过程，实现体育活动和体
育运动监测系统，提供关于体育活动的可
比较的，确定的和可靠的数据以及有关欧
盟成员国参与体育运动的数据”。 更多信
息： www.eupasmos.com

北京代表团在国家学术交流局
2018-05-30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代表团参观
了国家学术交流局的总部；会晤涉及大学

与科学单位之间的合作以及科学家交流的
各种可能性。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是北京政府机构，负责提高研究人员的
流动性。 向与会者介绍了国家学术交流机
构的使命和优先事项，以及该机构开展的
项目。 中方在与波兰交换研究人员方面较
为感兴趣并支持校际合作并且强调，这可
以在原子能机构实施的学术国际伙伴关系
方案框架内进行。

Alina Wieliczko教授是利沃夫
大学兽医和生物技术的博士生
2018-05-30
弗 罗 茨 瓦 夫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的 A l i n a 
Wieliczko教授成为利沃夫兽医和生物技术
大学的荣誉博士，她是这所大学历史上第
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Wieliczko教授在弗
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兽医系兽医学系兽
医学与鸟类和外来动物诊所工作。 她是兽
医学方面的杰出专家，是禽类病理学领域
丰富科学和普及成就的创造者。 Wieliczko
教授在接受 “Głos Uczelni” 的采访时
表示，在被授予教授之后，拿到了博士的
头衔，这对她来意味着更多。当然，这种
尊严可以在不是教授的情况下获得，因为
它是为了取得特殊成就而获得的，但它是
对许多领域而不仅仅是科学领域的极大荣
誉，区别和赞赏。 这也是对综合活动的欣
赏。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
edu.pl/aktualnosci/47907/prof_alina_
wieliczko_doktorem_honoris_causa_
lwowskiej_uczeln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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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双体船在格但斯克大学运营
2018-05-30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海 洋 学 系 开 始 运 营 现
代“Oceanograf”科学研究双体船；所
涉及的有实验室：湿式，测量式，无菌，
恒温以及研讨会和电脑室。 海洋学研究所
所长Mariusz Sapota说：“它的航海能
力的非常好，单位非常稳定，而且提供双
层船体设计的巨大工作平台的优势不容忽
视。” “Oceanograf”是一艘全长49.5
米，宽14米的双体船，侧面高度为3.80
米，与上层甲板的高度为6.55米，船的吃
水仅为2米。 双体船将对波罗的海的环境
和自然进行生物，化学，物理和地质研
究，并为学生提供教学课程。

华沙大学举行 “1968年的波
兰、欧洲、世界”科学会议
2018-06-01
2018年6月27日至28日将在华沙大学举行 
“1968年的波兰、欧洲、世界” 科学会
议；华沙大学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学院主
管部门在会议的邀请函中写道： “在1968
年的事件过去了50年之后，我们意识到，
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国家，还关系到世界
其他地区。 “反叛的年轻人”、反传统
文化，国家的新价值观，更多的民主和参
与形式是我们在6月会议上讨论的决定因
素。” 会议期间将有6个讨论小组： 1968
年3月的新一代年轻人、新时代即将到来：
社会如何变得政治化、我受到的冲击：社
会政策中显而易见的结局、我们都想改变
世界：反叛一代的反传统文化和改革、这
个世界的阴暗面和邪恶面：冷战时期的6年
和1968年“铁幕”之后的出路。 政治学和
国际关系学院院长Stanisław Sulowski希望
参加这次会议能激发人们对五十年前以及
与当代世界相关事件的有趣思考。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与铁路运输
局之间的合作协定
2018-06-01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与铁路运输办公室签署
了关于在研究教育和人力资源领域开展联
合活动的合作协议。 根据合作协议，铁路

运输办公室将就铁路运输专业领域的教育
计划发表意见，为学生提供文凭论文的主
题并协助实施，并组织学生实习。 另一方
面，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宣布启动并开展研
究生学习和课程以及与铁路运输相关的培
训，大学还将参与并支持实施联合项目和
可能的专利成果。 并且将开展研究和获取
办公室的测量设备。

华沙大学和克拉科夫雅盖隆大
学在2018 展望高校排名中
2018-06-01
最新的第十九届大学展望排名已经出炉，
公立大学中排名第一位的是华沙大学和
雅盖隆大学，第三位是华沙理工大学。
华沙考明斯基大学是非公立大学中排名
第一位的大学。 排名第二位的是克拉科
夫AGH大学、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
和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 在非公立大学
排名中，华沙考明斯基大学位列第一，
其次是华沙SWPS社会与人文科学大学和
华沙拉扎斯基大学。 在国立高等职业学
校的排名中位列前三位的是：比亚瓦波
德拉斯卡约翰保罗二世国立高等职业学
校、兹维耶克Jakub z Paradyż学院和位
于雅罗斯拉夫尔的Bronisław Markiewicz
国立技术经济大学。 更多信息： http://
www.perspektywy.pl/RSW2018/2-
aktualnosci/29-uw-i-uj-najlepszymi-
uczelniami-w-polsce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
与以色列总理Benjamin 
Netanyahu会面
2018-06-01
在 以 色 列 开 展 创 新 专 题 国 际 会 议 期
间 ， 副 总 理 兼 科 学 和 高 等 教 育 部 长
Jarosław Gowin与以色列总理Benjamin 
Netanyahu进行了会谈。 这次谈话主要
涉及两国之间的技术发展和研究合作。 
Jarosław Gowin在耶路撒冷时说到： “
以色列的经济基于现代技术，目前以色列
正在推动以色列作为初创企业的概念。 在
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以色列朋友那
里学到很多东西 。“之后他补充道，这次

谈话只涉及经济和科学合作，因为以色列
这两个领域是不可分割的。

奥波莱大学是克鲁兹堡高中的
赞助人
2018-06-01
奥波莱大学赞助了克鲁兹堡高中，大学对
高中的实质性关怀主要关注具有生物和化
学特征的班级。 考虑到青年人的福祉及
其全面发展，双方表达了在克鲁兹堡第一
中学支持和丰富教学过程的合作意愿，以
激发青年人在获得新技能和选择继续教育
方面的独立性和心理活动。 合作协议由
大学校长Marek Masnyk教授和高中校长
Mariusz Kaczmarski共同签署；该合作协
议的荣誉赞助人是奥波莱省省长Andrzej 
Buła。克卢奇堡高中是在奥波莱大学的
照料下另一所学校，在奥波莱的第二所
学校和在尼萨的高中卡罗琳姆学院之后 
。 更多信息： http://www.uni.opole.
pl/page/2313/i-lo-w-kluczborku-pod-
opieka-uniwersytetu-opolskiego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将与中国的
大学合作
2018-06-01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签
署了为期五年的合作协议。 在访问中国
期间，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校长和副校长开
始与其他四所大学进行会谈，并参加了西
安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会议。 格但斯克大
学校长Jacek Namieśnik和组织部副主任
Janusz T.Cieśliński教授还访问了哈尔滨工
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长安大学和上海
科技大学。 会谈结束后宣布了将在未来一
一合作。 格但斯克大学的校长还参加了丝
绸之路大学联盟国际会议，来自36个国家
的135所大学聚集在一起，其目标是实现高
等教育的国际化，并刺激与丝绸之路经济
带有关的国家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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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里西亚大学招生从6月1日
正式开始
2018-06-01
从6月1日起，各位将可以登录西里西亚大
学的在线招生系统进行报名；在今年的校
庆50周年之际，大学在新学年为学生在76
个学院准备了235个专业以供选择。 西里
西亚大学在位于西里西亚省四个城市的12
个学院开展研究：卡托维兹，霍茹夫，索
斯诺维茨和切申。 2018/2019学年的教育
提议将涵盖人文，社会科学，科学，自然
和工程以及艺术等领域。 有兴趣超越传
统教育框架的候选者可以选择个别地区间
研究。 新学年在线报名招生（IRK）将于
6月1日中午开始，涵盖所有类型的研究。 
注册时间持续到7月8日23:59。 更多信
息： www.kandydat.us.edu.pl

中国河南省代表团访问了罗兹
大学
2018-06-04
应罗兹大学当局邀请，由河南省行政机关
代表和中国大学代表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
罗兹大学，代表团参观了经济学和社会学
系，并且确定每年都有学术教师前往罗兹
大学讲学，并准备在罗兹大学开展研究。 
中国代表团由河南省教育厅厅长荣希海和
郑州大学国际教育系主任史茂生带领。 此
次访问的目的是为了加深罗兹大学与郑州
大学在2 + 2经济学（前两年在波兰学习，
之后两年在中国学习）的合作，这是中国
教育部在波兰和中国大学之间认可的第一
个这样的计划 并与河南省其他高校建立新
的合作形式。

弗罗茨瓦夫大学古生物学家
邀请各位参加“Stefania z 
Gorzowa的生与死”科学野餐
活动
2018-06-04
弗罗茨瓦夫大学古生物学系的研究人员邀
请各位于6月8日至10日参加兹维耶克日活
动；届时将会谈到在建设环城公路期间发
现的被称为斯特凡尼亚（Stefania）的灰

背隼的犀牛框架。 犀牛遗体已超过12万 
年，是波兰保存最完好的动物骨骼之一。 
6月8日星期五卢布林省，兹维耶克市和弗
罗茨瓦夫大学将就促进古生物学知识的联
合活动签署一份意向书。 弗罗茨瓦夫科学
家将为凯诺克公园创造一个概念，他们将
在周五在卢布斯基博物馆讨论这个概念；
星期六，将举行论文会议、星期日是“古
生物学的乐趣” 的教育电影，电影将介绍
骨骼，岩石和矿物，以及用石膏制作犀牛
和菊石。   更多信息： http://mckgorzow.
pl/dni-gorzowa-2018-energia-miasta-
program/

西里西亚大学的新专业
2018-06-04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将于2018学年增加
新的研究领域和专业；从十月开始，学生
们将可以学习信息架构和多媒体音乐。 本
科全日制艺术系将会有两个专业：游戏音
乐和视听艺术作曲；语言学习本科全日制
学习将会有信息架构这一专业。 西里西亚
大学的研究生（全日制与非全日制）专业
还将增加一个全新的学习专业：艺术治疗
与聋哑教育；将在残疾人教育学中进行运
用艺术疗法。 西里西亚大学扩大了教育提
议并且启动了全新的专业化教学理念，在
为学生们创造利益的机会的同时也满足了
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雇主的期望。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代表团访问
美国
2018-06-05
2018年5月27日至6月2日，由Łukasz 
Wojdyga领导的国家学术交流局代表团
参加了在费城举行的NAFSA展会和会议。 
NAFSA是全球最大的处理国际教育的非政
府组织。 国家学术交流局局长会见了国际
教育学院院长Alan Goodman，并参加了
维拉诺瓦大学的国际化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提议小组。 波兰科学家，波兰协会代表以
及维拉诺瓦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其他机构
的科学家参加了此次活动。 全国学术交流
机构代表团在芝加哥会见了来自伊利诺斯
州，威斯康星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大学代表
以及波兰媒体。

卢布林理工大学是波兰最具创
新力的大学
2018-06-05
卢布林技术大学今年在“展望”月刊的高
等教育学校排名中被公布为创新的领导
者。 卢布林科技大学校长Piotr Kacejko
说：“这是我们的荣幸。 我们再次站在领
奖台上，并且在创新领域居于首位。 我
们的优势是众多的发明，且作者都是大学
员工和学生。 他们的解决方案已在国内
和国际比赛中多次获奖。子2011年以来，
我们的学生是“学生 - 发明家”竞赛的获
奖者，并在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赢得奖
牌。“ 在过去六年里，在卢布林技术大学
提交了441项专利，其中383项获得了专利
保护权。 就报告的发明数量（2017年为93
件）和获得专利（2017年为71件）和保护
权而言，该大学名列前茅，考虑到每名员
工的申请和专利数量，卢布林工业大学占
据第一名。

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招
生已经正式开始
2018-06-05
2018年6月1日起，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
奇大学招生已经正式开始；在2018/2019
学 年 中 ， 学 校 共 推 出 了 7 个 新 专 业 ： 本
科4个，硕士研究生3个新专业。 波兹南
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学生事务副校长
Bogumiła Kaniewska教授说：“学生
将能够在以下领域学习：生物学和人类健
康，历史上的经济和经济或自然保护以及
自然和森林教育，这是由我们的大学和波
兹南生命科学大学领导的联合指导”。 新
专业为：地理与地质科学院的地理学、特
殊教育系的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康复、物
理和化学领域的新教学。今年物理学院将
以英语授课的方式供大家学习能源加工以
及先进物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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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舒夫技术大学与Ożarów集
团合作
2018-06-05
热舒夫技术大学将与Ożarów集团合作，
共同研究和开发项目领域。 合作协议由
热舒夫理工大学大学发展与经济副校长
Mariusz Oleksy教授以及Ożarów集团战略
总监Marek Surowiec共同签署。 根据合
作协议，双方同意在讲座期间为学生举办
关于水泥生产及其使用，组织会议，参观
和学生实习的联合活动。 这项合作也将涉
及研究和开发事业。

华沙VISTULA学院能源管理专
业
2018-06-05
华沙VISTULA学院金融和商业学院在新学
年推出了新能源管理专业化管理。 硕士生
将可以选择英语教学，在新专业中大家将
学到：传统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 
并且课程将讨论与“全球能源市场，需求
分析，供应链管理和危机管理”有关的问
题。 这些研究由欧洲基金共同出资； 项目
将与能源行业的专业人士密切合作开发。 
更多信息： https://apply.vistula.edu.
pl/?_ga=
2.174564962.1362139288.
1528035651-1621160966.1528035651

热舒夫大学与广东技术师范大
学代表会面
2018-06-05
热舒夫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说：“
热舒夫大学领导层会见了广东技术师范大
学（GPNU）的代表；会议的主题是在“
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方向上，制定有
关教育过程组织的详细规则。” 会议期
间，还制定了实施假定学习计划所需的科
学和行政人员交流的详细规则。 共同合作
的学习中，前两年的课程将用英语教学，
之后两年用中文教学。热舒夫大学学费为
1500欧元每学期，在中国的学费为一万三
千人民币每学期。如Maciej Ulita博士认
为，这是一个与全球经济，工业和文化交

流有关的未来方向；如果有人对中国文化
和商业的具体细节感兴趣，那么这个学习
就是值得的。  

诺贝尔奖得主将在哥白尼科学
中心开设讲座
2018-06-06
波兰科学院与青年科学家和哥白尼科学中
心共同邀请各位于6月14日18.00点参加
Tim Hunta教授的讲座；Tim Hunta教授
是2001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获得者。 
Tim Hunta教授届时将谈论他关于细胞周
期调控的研究并分享他对成功研究事业的
看法。 在讲座之后，Tim Hunta教授将就
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科学家们在
当代世界中的角色、如果保持开放与竞争
力以及如何在专业和个人生活之间做出在
科学平衡与大家展开讨论。

比亚韦斯托克 “跨界数学”
2018-06-06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和比亚韦斯托克大
学于2018年6月15日至17日举办一次跨学
科会议“跨界数学”。 会议目标是在我们
生活的各个领域普及数学的使用和存在：
建筑，艺术，自然，空间甚至音乐。 会
议的任务是连接波兰东部边界两侧的环
境，同时寻求数学和其他科学领域之间的
桥梁。 主办方邀请所有来自波兰和东部
邻国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
的所有感兴趣人士。 更多信息： http://
mp.wi.pb.edu.pl/index.php/en/

波兹南理工大学与圣玛利亚天
主教大学合作协议
2018-06-06
波兹南理工大学将与秘鲁阿雷基帕的圣玛
丽亚天主教大学合作，交流和学术合作协
议是秘鲁代表团访问波兹南时签署。 合作
协议由圣玛丽亚天主教大学副校长Cesar 
Cáceres、阿雷基帕大学院长José A. 
Villanueva Salas和波兹南理工大学校长
Tomasz Łodygowski教授共同签署，合同
目的为像合作双方大学的学生和博士生开
展部分研究提供可能性。 秘鲁代表团访问

波兹南期间，讨论了在化学技术和相关领
域的共同研究领域进一步开展活动的愿景
和战略。 代表团还参观了许多地区的实验
室，包括生物技术，功能材料和生物材料
的制造和表征，聚合物加工，色谱，能量
存储和新型电极材料。

弗罗茨瓦夫孔子学院新总部
2018-06-06
弗罗茨瓦夫大学孔子学院的新总部将建
设在Krętej街 1号，并计划在三个月内竣
工。未来新总部将建造一个新的屋顶和一
个中式花园。 孔子学院Adam Jezierski
校长说：“我们非常需要孔子学院的新总
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越来越多的
居民来参加由研究所组织的讲座和其他活
动。” Adam Jezierski教授补充到，该学
院主要是一个科学机构；基于这个基础，
弗罗茨瓦夫大学将与厦门大学合作。孔子
学院可能是大学结构中的一小部分，但却
相当重要。中国是一个经济和科技大国，
我们的合作特别重要且难得；得益于孔子
学院，我们才会有这样弥足珍贵的机会。

克拉科夫AGH的招生已经正式
开始
2018-06-07
理工大学新闻办公室告知Natalia Wójs通
知到，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招生已经
正式开始，考生可以选择来自16个学院的
62个不同领域；今年学校又增加了四个新
的科目以供选择。 新学年本科招生名额为
7330人，全日制6060人，非全日制1270
人。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在新学年推
出了四个新科目：可再生能源与能源管
理系、地理信息科学、地球物理与环境保
护。 更多信息： www.kandydaci.agh.
ed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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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tas学院就巴勒斯坦事态发
展研讨会
2018-06-07
巴勒斯坦驻波兰大使馆和Civitas委员会于
2018年6月21日共同组织 “巴勒斯坦局势
发展前景”研讨会。 会议将于2018年6月
21日18点在Civitas学院礼堂Aula B（华沙
文化科学宫12楼）举行，届时将由波兰巴
勒斯坦国大使Mahmoud Khalifa发表开幕
演讲。会议期间还会有一场关于巴勒斯坦
的宣传电影的辩论和放映。 2018波兰高等
学校展望排名中，私立大学Civitas学院在
社会学和国际关系方面名列首位。

Różański将军在拉多姆经济学
院发表演讲
2018-06-07
2018年6月3日，Miroslaw Różński将军在
拉多姆商学院举行的武器大会中，发表了
面对国家和北约军队和全球安全体系的挑
战的演讲。 2011年，MirosławRóżński将
军获得了国防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2015
至2017年间，他被任命为武装部队总司
令。 在讲座期间，MirosławRóżński将军
对于内部安全与管理领域的一年级硕士学
生，重点强调了国家武装部队在属于北约
组织结构和波兰武装力量现代化的背景下
塑造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 并且着重强调
了华盛顿条约。该条约规定北约成员国有
义务保持其个人抵抗攻击的能力。

副总理Gowin任命了新的科学
政策委员会
2018-06-07
2018年6月5日，在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长官
方公报上宣布了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部长Jarosław Gowin任命了新的科学
政策委员会成员。 科学政策委员会是一个
咨询和咨询机构，支持部长编制有关科学
融资和发展的文件，并确定国家和外国的
投资重点。 新科学政策委员会成员为：
  1. Stanisław Czekalski博士
  2. Natalia Garner博士
  3. Janusz Gołaś 教授

  4. Wiesława Grajkowska教授
  5. Andrzej Jajszczyk教授
  6. Barbara Klajnert-Maculewicz教授
  7. Krzysztof Leja博士
  8. Jacek Łęski教授
  9. Jerzy Marcinkowski教授
10. Marcin Nowotny 博士
11. Jerzy Szwed教授
12. Tomasz Żylicz.教授

格丁尼亚海事大学与德国不来
梅港Hochschule大学合作40
周年
2018-06-07
格丁尼亚海事大学与德国Hochschule 
Bremerhaven共同合作了40年，合作自
1978年6月12日缔结双边科学研究和教学
联合协议起至今。 今年6月19日在不来梅
港举行周年纪念仪式的主题为“青春的
礼物”。 两所大学都将组织人员交流，
举办系列讲座和联合研讨会。自1985年
起， “不来梅港与格丁尼亚海事大学联
合诉讼”杂志已出版。 1993年至今，青
春礼物友谊协会一直在不莱梅港开展业
务。 从2000/2001学年起，两所大学通过
Erasmus交换项目共同彼此交换了学生以
及教职工。自2005年以来，格丁尼亚海事
大学的教职工一直参加由Hochschule大
学组织的国际暑期学校。

西里西亚大学的小雕像获得 
“Amicus Librorum”奖项
2018-06-07
卡 托 维 兹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的 小 雕 像 获 得
了 西 里 西 亚 图 书 馆 颁 发 的 “ A m i c u s 
Librorum”奖项。 这个雕像是一个表彰对
丰富和加强文化，地区和城市作出贡献的
杰出人物和机构。 该奖项是在西里西亚大
学成立50周年之际颁发的。 它表达了对大
学的欣赏及认可其对该地区发展的贡献。
西里西亚图书馆的许多科学和科普作品是
由于丰富的，通常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
的研究成果。 2006年建立了西里西亚数字
图书馆。 该项目促进文化和科学，提供在

西里西亚收集的文化遗产和特别宝贵的科
学出版物，教育和教材。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获得波兰
智能发展奖
2018-06-07
在波兰共和国专利局的赞助下，波兹南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创 新 与 技 术 转 移 中 心 的
EkoBioFood项目 - PULS PLANTINOVA 
PPNT荣获波兰智能开发奖2018年大学创新
未来解决方案奖。 波兰智能发展奖在全国
范围内得到了欧盟和国家项目中由科研机
构，研究机构和公司参与的最具创新性项
目的奖项；它将赋予以其创新活动和面向
未来的方向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并提高当地社区生活水平的实体。 颁奖典
礼将在2018 Uniejów3.0智能国际发展论坛
期间举行。 http://www.ciitt.up.poznan.
pl/Projekt-ININ,p82.html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规划教育与
发展国际会议
2018-06-08
2018年6月7日至9日，比亚韦斯托克大学
教育心理学系将举办一场专门规划教师教
育与发展的国际科学会议；会议主题为 “
为21世纪设计教师教育和专业发展：未来
的当前趋势，挑战与方向” 。 会议的组织
者是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教育心理学系和欧
洲教师教育协会（ATEE）。 比亚韦斯托克
大学发言人Katarzyna Dziedzik强调，来
自世界各地的近160位研究人员和教育机构
的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会议的主要目标
为就21世纪教师教育和培训的趋势，挑战
和前景展开国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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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医科大学拥有最好的
生物化学家
2018-06-08
来 自 格 但 斯 克 医 科 大 学 医 学 院 的
Julia Denis、Izabela Kotlewska和
Małgorzata Styczewska获得了全国生
物化学知识竞赛“Superhelisa 2018”的
团队奖项。 来自波兰高校的30名最佳医
学生参加第15届全国生物化学知识竞赛，
除了生化斗争（对问题的书面分析，对整
个材料的测试以及最终口头陈述）之外，
学生们还参观了欧洲团结中心和格但斯克
老城。 Małgorzata Styczewska是最优
秀的年轻生物化学家；她在比赛的所有三
个阶段中得分最高。 第二名是来自华沙
医科大学医学系的Dominik Rus，第三名
是来自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的Piotr 
Mielczarek。 来自卡托维兹和华沙的团队
在团体赛中的排名为第二名和第三名。

弗罗茨瓦夫大学SCALINGS研
究项目
2018-06-08
科 学 与 创 新 融 合 社 会 的 途 径 和 局 限
（SCALINGS）项目已经开始实施，来自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小组参与了
这个项目。 SCALINGS项目是作为竞赛的
一部分实施的，旨在让社会参与科学与创
新的共同创造以及负责任的科学与创新（
正确的研究与创新 - RRI）的发展。 波兰团
队将研究实施新技术的经济和财务方面 ，
特别是城市的可再生能源。 项目执行团队
包括35个欧洲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埃
因霍温理工大学、丹麦理工大学、洛桑高
等理工学院、巴黎矿业学院、维也纳自然
资源与生命科学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和社
会创新交流中心。

琴斯托霍瓦青年发明家学院
2018-06-08
琴斯托霍瓦Jan Długosz人文与自然科学
学院将实施“青年发明家学院”项目，项
目旨在扩大儿童和青少年创造性思维的视
野。 年轻发明家学院将致力于向年轻人展
示学习可以成为一种乐趣，将在动员儿童

和青少年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激发想
象力，解决问题和创新行动的同时使他们
获得和深化知识。 该项目仅涵盖培养项目
参与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必需的关键能力和
普遍技能 - 横向技能的教学活动。琴斯托
霍瓦大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系的技术和人力
资源将投入开展活动。

Hermann Maurer教授将在弗
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开设讲座
2018-06-08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邀请各位于6月12日星
期二参加奥地利科学家Hermann Maurer
教授的公开讲座，讲座主题为“我们需
要很多想象力来解决大人类面临的一些问
题”。讲座将作为跨学科科学研讨会的一
部分举行。 Hermann Maurera教授来自
格拉茨理工学院，1965年，他获得数学科
学博士学位，并且从卡尔加里大学毕业。 
他曾在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德国，
新西兰和美国的大学讲学。 他在信息技
术，数据收集和处理或互联网络发展领域
开发了许多创新解决方案。 跨学科科学研
讨会主席ArkadiuszWójs教授说，该讲座
主要针对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例如人口
过剩，全球变暖或数字化）的非常规解决
方案进行处理。  

雅盖隆大学新科目：全球发展
研究
2018-06-08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国际政治研究学院本
科在新学年推出了新的科目：全球发展研
究。 这是一个用英语教学的跨学科科目，
目的是让学生熟悉法律，政治，经济，历
史，社会学，文化和传播等各个领域的全
球化进程。 新课程将了解世界社会学，哲
学，政治和经济的趋势；学生们能够继续
在国际关系，地区研究，政治学或经济学
领域的硕士或研究生学习。

热舒夫大学盛宴
2018-06-11
2018年6月7日，热舒夫大学庆祝其建校纪
念日，当天各位博士以及博士后的名称都

被提升，且热舒夫市长Tadeusz Ferenc
授予Anne Blom教授热舒夫大学荣誉博士
奖项。 开场典礼在Bożena Stasiowska-
C h r o b a k 博 士 指 导 下 的 合 唱 团 演 奏
Gaude Mater Polonia，并且由热舒夫大
学校长Sylwester Czopek教授致辞。 典
礼结束后 Sylwester Czopek校长说：“
我要感谢所有发起人和参加今天的严肃宣
传活动期间的博士们付出的努力。 我希望
各位博士们能够进一步发展他们的科学兴
趣。“ 庆祝活动的第二个部分为荣热舒夫
市长Tadeusz Ferenc授予Anne Blom教授
热舒夫大学荣誉博士奖项以及为其他工作
人员办法奖项。

弗罗茨瓦夫和捷克奥洛穆茨大
学的合作项目
2018-06-11
弗罗茨瓦夫大学和捷克城市奥洛穆茨的帕
拉奇大学正在共同实施一个项目，提高波
兰和捷克边界高中和大学毕业生的语言能
力以及减少该地区的失业率。 奥洛穆茨大
学斯拉夫研究系波兰语言学系主任Ivana 
Dobrotová解释道：“我们项目的受益者
将是在捷克共和国学习波兰语的人以及在
波兰想要在邻国寻找工作的捷克公民。” 
“提高未来毕业生在跨境劳动力市场的语
言能力”项目的主要内容是持续一个或两
个学期的课程；在奥洛穆茨，完成课程的
学员将会收到一份语言学习证明同时也语
言考试（A2或B1；项目将于2021年上半
年结束。 更多信息： https://uni.wroc.
pl/polacy-i-czesi-pomoga-zdobyc-
prace-absolwen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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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克洛多
夫斯卡大学编程学院的最后一
场比赛
2018-06-11
2018年6月11日，在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克洛多夫斯卡大学举行了第一届“算法
与数据结构” 的决赛。 大学新闻办公室
Katarzyna Kozielewicz 讲到，：“编程
学院”是一项旨在普及卢布林省学校学生
信息技术的长期教育项目，学院为广泛对
编程感兴趣的学生提供课程。“ 竞赛组织
者希望激励年轻人拓宽视野，并证明IT问
题可以以有趣和可访问的形式呈现。 最
终，“学院”将提供完整的编程课程循
环，从编程的基础知识到涵盖信息技术主
题的课程。

EcoPark在格但斯克大学校园
内
2018-06-11
EcoPark在格但斯克大学的校园成立，这
是滨海省唯一一个将教育，科学和娱乐功
能相结合的项目。 其总成本几乎为300万
兹罗提，其中超过200万兹罗提来自欧洲
基金的共同融资。 EcoPark创建于格但斯
克奥利瓦大学校园内的生物学，化学和数
学，物理学和信息学系之间。 这是一个
保护和促进生物多样性的领域，同时为整
个当地社区提供教育，科学和娱乐功能。 
EcoPark还将对需要特殊护理和实践课的
学生进行研究，将通过增加进入绿地的途
径，为格但斯克的生态价值增加做出贡
献，并为三连城的学生和居民提供适宜的
休闲娱乐区。

什切青大学政治社会工程会议
2018-06-11
什切青大学政治学和欧洲研究所邀请各位
于6月12日和13日参加全国科学会议，主
办方打算在政治领域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营
销领域对社会工程活动进行重要考虑。 主
办方宣布为期两天的会议将讨论以下议
题：政治社会工程与政治营销的关系，社
会工程文书; 社会技术影响主题，政治主题
活动中的社会工程学; 在政治和媒体上贬低

政治对手和社会工程的破坏性方法。 会议
将结合“什切青人文主义”周期事件，在
会议期间 Mirosław Karwat博士将讲述与
什切青和西波美拉尼亚有关的历史和社会
问题。

第十届弗罗茨瓦夫夏季音乐学院
2018-06-11
弗罗茨瓦夫音乐学院邀请各位参加第十届
夏季音乐学院，参与者可以为音乐学院内
部教师及学生，也可以是往届毕业生和其
他音乐学校教师。 夏季音乐学校计划将于
6月26日至7月1日在优秀音乐家和老师的
指导下进行。 申请截止日期为6月12日。 
夏季音乐学院的课程主要面向音乐小学、
音乐中学、青少年、毕业生以及音乐学校
教育工作者。 弗罗茨瓦夫音乐学院将提供
演奏技巧和演绎的改进，声乐技巧和演绎
的改进，以及合唱音乐和交响演奏领域的
技巧，以及塑造构图技巧的基础和创造性
表达的语言以及艺术个性的发展。  

在MOTO POWER竞赛中，西
里西亚理工大学获得400万兹
罗提补助资金
2018-06-11
作为投资与发展部组织的MOTO POWER
竞赛的一部分，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获得了
400万兹罗提的补助资金。 作为“西里西
亚理工大学汽车行业教育领域研究中心”
的项目的一部分，五个教育计划在波兰资
格框架的第五级进行计划和测试。计划将
起到衔接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水平的职业
教育之间的桥梁的作用。 教育计划将在五
个领域实施：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电力
系电力学、交通工具、机械工程和管理与
生产工程。

Emilio Meneses教授在罗兹大
学的讲座
2018-06-11
罗兹大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系邀请各位于018
年6月12日参加Emilio Meneses教授主题
为“中欧和拉美：前线或周边地区”的讲
座。 讲座将讨论在美中俄竞争的背景下的

中美洲和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地位和经济
重要性问题。 Emilio Meneses教授毕业于
乔治敦大学和牛津大学。 在1981 - 1984年
期间，他曾是智利国防部长顾问；之后，
他一直在担任智利天主教大学国防部研究
部主任和智利海军战争学院国际关系部主
任的工作。

锡隆纳葛拉大学加入波兰
ATHENA联盟
2018-06-12
大学发言人Ewa Sapeńko通知到：“锡隆
纳葛拉大学成为波兰ATHENA联盟的一部
分，作为建造和使用ATHENA卫星（高能
天体物理学先进望远镜）项目的一部分，
该联盟的目的是协调波兰一组科学家和工
程师的活动 。” ATHENA将在软X射线辐
射领域观察天空，并加深对空间物质簇演
变的认识。 波兰队将负责建造两个主要仪
器之一的子组件并进行模拟，以评估观察
各种现象和物体的可能性。 该联盟由哥
白尼（PAN）科学院、华沙空间研究中心
PAS、理论物理学院的PAS中心，Otwock
国家核研究中心、雅盖隆大学、弗罗茨瓦
夫大学、什切青大学、罗兹大学、锡隆纳
葛拉大学、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凯尔采大
学和托伦大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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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高校跻身全球1000所最好
的大学排名
2018-06-12
在世界QS世界大学排名中，华沙大学排名
第394为、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在411、华
沙理工大学在601至650之间。
QS世界大学排名中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
1000所最好的大学，今年波兰的14所大学
均在排名中。 QS世界大学排名由英国公司
Quacquarelli Symmonds编写，该公司
出版致力于教育和出国留学的出版物。 它
是时代高等教育，上海排名和U-Multirank
排名中四个最重要的全球教育排名之一。 
评估报告评估了六项标准：学术环境声
誉、用人单位名望、讲师人数与学生人数
的比例、文章引用次数以及外国学生和雇
员人数。 排名前三位的是美国大学：麻省
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 更
多信息： https://www.topuniversities.
c o m / u n i v e r s i t y - r a n k i n g s / w o r l d -
university-rankings/2019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与高中的合作
2018-06-12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与另外一所高中签署了
合作协议， 目前Bytom职业技术学校、
卡托维茨三号职业技术学校和希隆斯克地
区沃济斯瓦夫高中均与卡托维兹经济大学
签署了合作协议。 在签署合同时说，教育
和国际化副校长Sławomir Smyczek教授
说：“经济大学是研究经济，商业，IT和人
文的理想场所。 我们很高兴，在学生中，
我们拥有与我们合作的最好的高中毕业
生，包括奥运会主题的获奖者和入围者。 
候选人和学生的成功激励我们进行更加密
集的工作，以提高教育和科学的质量。”

弗罗茨瓦夫大学夏季民主学校
2018-06-12
弗罗茨瓦夫大学政治学研究所邀请各位于
6月17日星期天参加夏季民主学校，今年
的参与者将在现代世界中讨论信息，并讨
论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 组织者宣布，在
夏季学校上课时，学员将讨论当代媒体的
运作情况，信息如何使用以及它如何影响

社会。 还将讨论社交媒体领域的问题，未
来的假情报，平民主义和媒体发展机会问
题。 在信息访问无限的情况下，正确选择
和验证到达我们的内容非常重要。 通过
这种方式，创造和接受无所不在的信息所
需的能力的重要性就会增加。 暑期学校
将持续到6月28日。 更多信息： http://
summerschool.politologia.uni.wroc.pl/
Programme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赢得
了马拉松比赛
2018-06-12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在巴黎RKC卡丁
车巴黎的Battery Electric Prototype类别
中赢得了生态马拉松比赛。 Smart Power
团队的学生成功通过了技术检查，并在
Battery Electric Prototype类别中名列第
一。 设计师希望来自法国的经验将有助于
在7月份计划的壳牌生态马拉松欧洲锦标赛
中取得成功，第34届节能建筑竞赛将在伦
敦举行。 此前，他们在氢气地平线汽车挑
战赛中获得了最佳大学称号。

奥波莱大学的跨院系研究
2018-06-12
奥波莱大学在新学年将在语言、法律、企
业家、提供跨院系研究课程。 奥波莱大
学第一个跨院系学科方向是在培养员工的
思想的基础上创建的，他们为开展国际合
作的实体提供语言，组织，行政和法律支
持。将培养精通两种外语的专家，能够有
效地将法律应用于他们的专业活动。 这些
研究针对将针对想学习捷克语的学生，同
时继续学习英语，并在法律和创业领域获
得专业知识；毕业生将全面准备好在需要
法律知识的业务流程岗位上工作。

在红衣主教大学将成立医学院
2018-06-12
华沙红衣主教大学将成立医学院，在议会
教育期间，科学和青年委员会对在红衣主
教大学设立医学院提出了积极意见。 近
几年来，华沙大学一直努力培养未来的医
生； 2014年，实验中心在医学领域开展

基础研究、2016年，虚拟解剖与手术模
拟中心成立，生物学专业在生物学领域启
动。 大学校长Stanisław Dziekoński教授
在众议院时强调，医学院是波兰医学界获
得新的国际合作伙伴的机会。 近年来，红
衣主教大学与罗马的Gemelli综合医院，
卢加诺瑞士大学的欧洲眼科高级研究学院
（ESASO）以及慕尼黑的Isarklinik建立了
合作关系。

Civitas学院辩论： “俄罗斯的
世界杯会安全吗？”
2018-06-13
Civitas恐怖主义研究中心邀请各位参加
6月13日的辩论 “俄罗斯世界杯是否安
全？” 来自政界，媒体和体育界的专家均
参加了辩论会。 会议于 17:30在Civitas学
院总部（华沙文化科学宫12楼1222室）开
始；波兰前足球代表Roman Kosecki，
现任众议院成员，2012-2016担任波兰
足球协会副主席; 体育记者Przemysław 
Iwańczyk、 2012年至2016年期间国土安
全局发言人Maciej Karczyński、恐怖主义
专家Andrzej Mroczek和恐怖主义研究中
心主任Krzysztof Liedel博士均出席了辩论
会。 辩论将围绕以下主题展开：群众性体
育赛事是高风险事件、世界大众体育赛事
的安保措施、在高风险条件下运动 - 我们
如何看待当代体育眼镜和安全支持：良好
做法和建议。  

海事大学和什切青警察的合作
2018-06-13
海事学院和什切青省警察总部共同签署了
合作协议，目标是支持所有倡议和联合
行动，以改善所有道路使用者和支持这
些活动的机构和组织之间的道路安全和
改善汽车文化。 合作协议由什切青省警
察局长 Jacek Cegieła和海事学院院长
Wojciech Ślączka上尉共同签署。 警察局
长 Jacek Cegieła说：“在对指挥官的评
估中，关键将是开发新的道路安全改进项
目并积极实施。 我们相信，与警方合作，
学院可以利用知识和经验；观察日常生活
和分析结果并且创造一个对所有道路使用
者友好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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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省医科大学获得医疗模拟
中心的资助
2018-06-13
卫生部长批准将拨给什切青滨海省医科大
学约140万兹罗提的财政补贴，这笔补助资
金将被分配到新兴的医疗模拟中心。 医疗
模拟中心位于什切青大学健康科学学院附
近，具体地址为Żołnierskiej街道；它由两
个由三层地上层的玻璃大厅连接在一起。 
在医疗模拟中心有手术室、重症监护室、
医院急诊室、救护车模拟器、产房和护理
室、以及低保真模拟室：技术技能实验
室、临床技能和外科技能教学实验室、超
声波实验室和内窥镜，“虚拟病人”和医
生办公室形式的检查室；并且还配有研讨
室和电脑室。

波兰 - 中国化学家项目
2018-06-13
托伦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的化学家将就“
用于分离液体和气体混合物的新型混合基
质膜（MMM）”进行合作。 项目中方
负责人为南京理工大学的金万勤博士，波
兰方负责人为Wojciech Kujawski教授；
科学家们将处理膜技术，特别是气体和
蒸汽的分离（可用于例如提取页岩气）和
全蒸发，允许分离不能通过蒸馏分离的
液体混合物（有助于生物燃料的生产）。 
Kujawski教授是与法国鲁昂大学合作开展
的创新聚合物膜项目的负责人，同时也是
波兰 - 奥地利项目“有机溶剂通过膜转运
机理的实验和理论研究”的负责人。

科沙林罗理工大学新设物流课程
2018-06-13
科沙林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将在新学年开设
物流课程，课程将在物流行业公司的支持
下进行。 具体课程为：公司物流和贸易
及分销物流；在毕业之后学生们将获得由
欧洲物流协会（ELA）颁布的证书，以确
认欧洲物流师的专业能力。 这两个专业的
教学过程都假定来自经济环境的从业人员
的参与。 商业物流将准备毕业生执行复杂
的物流任务，同时考虑到有效降低成本和
改善客户服务。 贸易和分销物流反过来可

以获得物流管理方面的知识和实用技能，
从而动态地发展波兰的分销和贸易网络。 
更多信息： http://www.tu.koszalin.pl/
ckeditor_assets/attachments/1400/
kierunek_logistyka.pdf

根据最新的考古研究 20世纪冲
突和犯罪的重要遗骸
2018-06-13
第二次世界大战博物馆科学部与格但斯克
省历史古迹保护办公室共同举办的 “根
据最新的考古研究，20世纪冲突和犯罪
的重要遗骸”会议将于6月14日和15日在
格但斯克博物馆举行。 会议期间，来自
波兰和乌克兰各地的学术中心和博物馆的
23位演讲者将发表论文；与会者将向大
家介绍他们的工作成果，已开展活动的新
方向，并介绍与使用获得的文物有关的机
会。 这些问题还包括乌克兰及Rawka和
Bzura附近的挖掘和考古工作，道路建设
期间的发现以及波兰海域的研究成果。 还
有关于考古学问题的计划，例如媒体的接
待。 更多信息： https://muzeum1939.
pl/konferencja-naukowa-materialne-
pozostalosci-konfl iktow-i-zbrodni-
xx-wieku-w-swietle-najnowszych/
aktualnosci/1347.html

Wiak教授成为 d'Artois大学荣
誉博士
2018-06-13
罗兹理工大学校长Sławomir Wiak教授成
为法国d'Artois大学名誉博士。 在过去的9
年中，Wiak教授一直在d'Artois大学担任
客座教授；他在那里进行研究，并讲授用
于设备设计，软件工程和计算机辅助设计
的现代计算机建模和仿真技术。 d'Artois
大学荣誉博士的称号是法国大学对教授学
术环境的承认，也是对Sławomir Wiak教
授的研究和组织工作以及国际合作的发展
的认可。

罗兹大学管理学院与CIMA计划
2018-06-13
罗兹大学管理学院与CIMA管理会计学院
签署了合作协议，旨在为学院的学生创
造机会，让学生们在获得资格的同时能
够在管理会计领域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 
CIMA计划将帮助管理和财务学生获得商
业会计证书，获得CIMA考试豁免，并在
标准化的Pearson Vue考试中心进行考试
期间确认知识。 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协会
（管理会计协会CIMA）成立于1919年，
目前拥有超过23.2万名员工，拥有来自179
个国家的成员和学生；其成员在商业世界
中占据重要地位。

想成为百万富翁吗？来克拉科
夫AGH理工大学学习吧
2018-06-14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第三次编制的经济毕业
生报告中表明，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的
毕业生是小波兰省的最高收入者之一。 在
报告中表明，目前在小波兰省的收入名单
中，AGH理工大学的IT和采矿和地质学毕
业生居于前列；他们的月薪是8,000兹罗
提。 Kuwik Ciesielski家庭办公室编写的第
二版“由最富有的波兰人衡量的2018年高
等学校排名”也表明，克拉科夫大学毕业
生的专业成就名列前茅；根据排名所包含
的信息，AGH理工大学教育了波兰所有大
学的百万富翁，有多达9名毕业生的资产超
过1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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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获得波兰
银行协会奖和“太阳之光”基
金会奖
2018-06-14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获得波兰银行协会和
太阳之光基金会的奖项， 该大学因为残疾
人的杰出创新技术解决方案而备受尊敬。 
该奖项的发起人是“太阳之光”基金会，
与业务合作伙伴一起以这种方式奖励机构
和公司，以便利用新技术支持残疾人社
区。 该奖项是在华沙举行的第13届电子经
济大会上颁发的。 Jerzy Borowiec代表理
工大学校长接受了奖章，他在获奖时说：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因为
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正在参加比赛。 我们
更加高兴的是，我们正常的日常工作为残
疾学生获得奖励”。

波兹南经济大学博士生赢得了
EFC学院竞赛
2018-06-14
来自波兹南经济大学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
系博士Marcin Flotyński成为了EFC学院（
欧洲金融大会）内最有趣的论文竞赛的获
奖者；他的获奖文章“波兰在欧元区 ：我
们应该进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是从波
兰和海外的一百多件作品中选出来的。 作
为欧洲金融大会在格但斯克欧洲团结中心
的一部分，年轻科学家参与了开设EFC学
院的小组。 金融大会对波兰和欧盟联合
成功的良好解决方案进行了辩论，其目的
也是为了在关于发展和安全的国际讨论中
提出波兰的观点。 约1,300名商业管理团
队，媒体，国家管理部门，咨询公司，科
学家，政治家，监管人员和监管机构的代
表将参与其中。

诺贝尔得奖者Ben L. Fering在
波兹南大学做了一次演讲
2018-06-14
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化学系和波兹南
市邀请您参加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Ben L. 
Fering的开放式讲座 “建设小城镇的艺
术” ；讲座将开始于 6月21日星期四12点

在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化学系礼堂（264
室）举行。 Ben L. Fering教授是荷兰最
高科学奖的获得者，除了2016年的诺贝
尔奖（Jean-Pierre Sauvage和J. Fraser 
Stoddart爵士）之外，他还获得了许多
其他设计和合成Fering分子机器的著名奖
项；2004年的斯宾诺莎奖和2012年的洪
堡基金会奖。 Feringa是超过800种科学
作品的共同作者，被引用近50,000次。 波
兰化学会将居里夫人奖章的最高奖项授予
Fering教授。

弗罗茨瓦夫陆军学院与国家纪
念研究所合作
2018-06-14
弗罗茨瓦夫陆军学院与国家纪念研究所签
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合作协议旨在发展科
学并塑造未来青年波兰知识分子的坚定爱
国和民间态度。 合同涉及对波兰武器历史
的研究，以及寻求在独立和波兰国家统一
的斗争中遇难的人们的安息之地。 它还在
纪念历史事件，地点和人物以及举办爱国
活动和宣传军人精神方面开展合作。 签署
方还将组织关于波兰最新历史的专题讨论
会，科学会议，展览和讨论小组。 此外，
合作协议将允许两个机构在互惠基础上提
供其档案馆和图书馆馆藏供科学用途使
用。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将培养学生
的创业精神
2018-06-14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已获得国家研究与发
展中心“青年探索大学”计划中的另一
个项目的资助，这次将开发学生们在创
意，创新或创业领域的能力。 比亚韦斯
托克大学东部技术转移中心主任Karina 
Sachpazidu-Wójcicka博士解释，该项目
旨在发展劳动力市场所需的普遍能力，未
来将可以使用该能力，无论哪个行业或公
司将会工作。 最新项目资金为34.3万兹罗
提， 项目的教育为三个模块：合作、认为 
、解决;  ABC创业; 我自己的创业 - 从创意
到实施。 该项目的招生将从9月份开始。 
来自波德拉谢省小学的144名学生将能够参
加课程。

波兰科学网络：罗兹医科大学
的科学
2018-06-14
2018年6月21日至23日波兰科学网络会
议：科学与医学将在罗兹举行。 会议的主
要目标是创建一个论坛；这是一个为科学
家和医生设法在临床实践中实施医学最新
成果的共同空间。 会议由波兰科学院青年
科学家学院、科学与高等教育部、波兰科
学基金会奖学金俱乐部和罗兹医科大学共
同合作举办。会议主要针对非临床科学家
和临床医生，以及所有希望通过与医生和
科学家合作来支持创新的机构和公司。 在
会议期间，科学家将展示表观遗传学，癌
症，生物化学，脑科学，发育生物学，生
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和生物模型领域最
有趣的项目。 更多信息： psn.pan.pl

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登上第一
届建筑大赛
2018-06-14
砖结构建筑竞赛的目标是提出可以分两类
实施的最佳解决方案：房屋建筑和未来建
筑。 华沙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学生Klaudia 
Lachcik的“多线程”项目赢得了由建筑
陶瓷雇主协会和波兰建筑师协会组织的未
来建筑类竞赛组织的竞赛。在住宅建筑类
别 - 单户住宅中，第二名的获胜者是来自
华沙理工大学的Piotr Zalewski，他为登山
爱好者设计了房屋。 此次来自13所大学的
学生提交了54个项目参加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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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新研究生
课程
2018-06-15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已开始开设了一个新的
研究生学习领域：康复管理专家。 来自滨
海省的学生均可以申请入学。 这些研究首
先是针对心理学家和社会教育工作者，社
会保障机构的雇员，社会，法律和医疗领
域的专家以及与家庭或工作中的残疾人接
触经验的人员。 这个方向也是以下职业
关注的领域：职业健康与安全的员工，工
作委员会和残疾人代表，人力资源经理，
职业医师和医疗康复专家，物理治疗师，
职业治疗师，护士。 更多信息： https://
zarzadzanierehabilitacja.gumed.edu.
pl/47269.html

弗罗茨瓦夫的学生选择最好的
讲师
2018-06-15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信息和推广部门的
Michał Ciepielski说：“截止到6月17日
星期天，弗罗茨瓦夫大学和学院的学生和
毕业生可以将他们认为是最好的领导人的
名单提交至第六届“讲师杯” 比赛。” 具
有给定名称和候选人所在大学名称的申请
应发送至地址：kub@radioluz.pwr.edu.
pl。 在所有参赛者中最后会选出10人。从
6月20日起，您将可以通过Facebook调查
投票。 我们将在6月28日公布投票结果。 
弗罗茨瓦夫的所有大学的讲师都可以参加
公民投票，但是他们不能成为持有管理职
能的员工以及之前几届比赛的获奖者。 获
奖者将被授予“杯子为讲师”的小雕像，
并邀请卢兹电台现场采访。

国家学术交流局为波兰侨民启
动奖学金计划
2018-06-15
正如国家学术交流局通知，已经正式开
设2018/19学年第二轮波琳尼亚奖研究学
金计划，奖学金计划旨在为有着波兰血
统的年轻人提供在波兰留学的机会，并且
提高他们对波兰语的了解。 波兰侨民可
以在（除了语言专业之外的所有专业，如

波兰和古典文献学）之外的大学完成高等
教育，并且可以完成国家学术交流局的月
度奖学金以支付生活费用。如果考生的本
科学习是在波兰之外的国家完成的，那么
研究生学习则需要在波兰进行为期一年的
预科课程（也可以得到奖学金）。 更多
信息： https://nawa.gov.pl/studenci/
s t u d e n c i - z a g r a n i c z n i / p r o g r a m -
stypendialny-dla-polonii/ogloszenie

来自波兹南的科学家是“2018
年医学超级分析”竞赛的获胜
者
2018-06-15
波兹南医科大学神经化学和神经病理学系
Alicja Kalinowska-Łyszczarz副教授（博
士）赢得了“2018年医学超级人物”竞
赛，今年的参加者有数十位来自学术界
和临床医院的与医学相关的医生和毕业
生。 Alicja Kalinowska-Łyszczarz负责多
发性硬化症的诊断和治疗，并开展促进医
生和患者MS知识的教育活动。 在她的科
学和研究工作中，处理多发性硬化症和相
关疾病的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理学问题。 
Supertalenty是自2012年“普尔斯杂志”
举办的比赛，它的目标是挑选和奖励年轻
一代的医生和兼顾方向的毕业生，这些人
将在未来几年影响波兰卫生保健部门的变
化。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不同环境
的宏基因组” 科学研讨会
2018-06-15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生物与环境科学学院将
于2018年6月28 - 29日举办第三届全国科
学研讨会 “不同环境的宏基因组”。 本次
研讨会的目的是总结当前的知识，并介绍
宏基因组学，微生物学，遗传学，不同环
境中微生物与大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
对微生物学，生物技术，农业和环境保护
发展的重要性的最新进展。 会议期间，将
介绍和讨论各科学中心开展的研究成果。 
科学研讨会的共同组织者是华沙生命科学
大学，卢布林玛丽亚居里斯科沃斯卡大学
和波兰科学院的生物学研究所。

第一届弗罗茨瓦夫地方领导人
学校已经结束
2018-06-18
在弗罗茨瓦夫的经济大学，第一版地方领
导人学校在下西里西亚省与经济大学签署
的合作协议下实施完成。 该学院的目标是
加强大学及其学生与下西里西亚地方政府
在知识转让，刺激基层举措，发展全省创
业和合作网络等领域的合作。 来自各种学
院18名学生参加了第一届学校，在此期间
他们参加了培训，讲座，研讨会和考察旅
行。 学生们检查了几个下西里西亚人社区
的需求，作出诊断，进行研究并提出具体
解决方案。 为市政提出了市场复兴，小型
酒店和餐厅业务的推广和整合，或创建合
作区 - 创业孵化器的建议。

雅盖隆大学新课程：波兰 - 乌
克兰研究
2018-06-18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在新学年的国际和政
治学院开设了一个新的本科学习研究领
域：波兰 - 乌克兰研究。 新学科为跨学
科研究，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同时进
行。 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将对波兰
和乌克兰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
的各个方面有广泛的了解。 乌克兰语和英
语的整体学习将成为波兰 - 乌克兰研究的
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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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实施 “
从零开始编程”项目
2018-06-18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一年来一直在实
施“从零开始编程”项目，大学在“让
孩子们自主思考：从零开始学习数学和
编程”会议期间总结了这一年来的项目活
动。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获得了波兰数
字计划的资助，用于“发展比亚韦斯托克
和索科尔斯基县1-3年级的教师和学生的数
字能力”。 该项目由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
学IT部门实施直到2019年底，项目价值超
过100万兹罗提。 方案的主要目标是在比
亚韦斯托克和索科尔斯基农村的农村和城
乡公社推行1-3所小学班级的课程（以课
外活动的形式，以及更长期的综合教育内
容）。 作为课程的一部分，早期教师可以
获得教授编程所需的技能。

Gowin：由于新法律的颁布，
地区大学将会着重发展
2018-06-18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在Polsat TV的“
事件和意见”计划中说：“作为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长，我参加了120多次不同的会
议，在此期间我与环境代表就法案形式进
行了交谈。 关于没有征求法律的指控是不
真实的。”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他对
新科学和高等教育法案投票态度冷静。他
还透露，他与 “法律与正义”组织主席
Jarosław Kaczyński一起多次分析法律。 
副总理Gowin说：“总统热衷于尽可能
考虑地区大学的敏感性和利益，因为法律
和司法确实是一个强调发展中小型中心的
团体由于这一法律，地区大学将会着重发
展”。

第一次大学双学位学习： 技术
和餐饮组织
2018-06-18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推出技术和餐饮
组织学习，这是波兰第一所大学的双学位
学习，并且将由两个实体实施：大学和企
业。 生物技术部门的院长和大学食品科
学Anna Czubaszek教授解释到：“这

个课程的学习周期为三年半，其中只有4
个学期将在大学的实验室和工作室度过，
其余的学期将在HoReCa部门（酒店餐
饮服务）的进行学习。” 新领域的学生
将在学习期间在四家不同的公司工作并获
得收入。 每个实习技术，工艺，管理和
文凭都会带给他们不同的实践技能。 完
全专门用于具体实际问题的毕业论文将
在营养产业专家和学术老师的监督下创
建。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
edu.pl/aktualnosci/48008/pierwsze_
uniwersyteckie_studia_dualne.html  

华沙大学COST研讨会
2018-06-18
7月2日将在华沙大学举办COST欧洲科学
技术研究合作研讨会。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国际合作主要专家Jadwiga Mrozowska
将在研讨会上向大家解答一下问题：什
么是COST计划？ 一位波兰科学家如何
参与COST计划活动？ 如何加入当前活动
（COST行动）？ COST是36个欧洲国家
和以色列（作为合作国）创建的欧洲科学
技术合作计划（欧洲科学技术合作），其
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成员国的多边科技
合作。 报名信息： http://bob.strony.
uw.edu.pl/seminarium-cost-europejski-
program-wspolpracy-w-dziedzinie-
badan-naukowo-techn icznych-
european-cooperation-in-science-
and-technology/

波兹南大学的韩文语言学已存
在15年
2018-06-19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邀请大家参加韩国
语言学会15周年纪念活动，庆祝活动将
于6月21日星期四 上午10:00在Lubranski 
Collegium Minus大厅举行。 作为庆祝活
动的一部分，将计划举办“韩国论坛3”
会议；受邀嘉宾为：韩国大使馆、华沙大
学、雅盖隆大学、弗罗茨瓦夫大学和韩国
外国语大学的大学代表以及韩国语文学专
业的毕业生。 语言学学生不仅学习韩语，
还学习韩国的文学，文化和历史。 他们可
以参加韩国语课程，作为与大韩民国进行

学术交流的一部分，并在韩国大学进行研
究或学习。 毕业生均参加了一下工作：
外交官，韩国最大公司的经理，翻译，商
人，部长级官员，学术教师和企业雇员。

别尔斯克 -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
科学大学的重金属博士论文
2018-06-19
比尔斯科 -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科学大学人
文社会学院理事会已通过决议，通过16年
来的首次博士论文； Mateusz Żyła是波兰
语文学专业毕业，也是获得文学研究博士
学位的人选。 Mateusz Żyła博士生提出的
博士论文题目是： “重金属文本中的年轻
文学启示（Miciński，Przybyszewski）” 
；博士论文的 推荐人是技术与人文科学学
院Ireneusz Gielata博士和 Tomasz Bielak
博士。 两位科学家都是比尔斯科 - 比亚拉
大学人文和社会学院的波兰文献学系的雇
员。 比尔斯科 -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科学学
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从2015年11月起有
权授予文学学科的人文学博士学位。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测试访问
JOVE
2018-06-19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主图书馆已经启动了
对期刊JOVE可视化实验杂志（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s）的测
试，JOVE是第一本科学期刊，在Web of 
Science，Scopus，PubMed和Medline
进行评论和索引，该杂志以视觉形式发表
科学研究成果。 直到6月26日，大学网络
中的所有计算机都可以无限制地访问影
响因子（IF）的同行评议文章的视频数据
库，这些文章在科学，医学和工程领域均
可使用。 作为测试访问的一部分，您可以
使用超过8000个 同行评议的视频期刊文章
和大约600个科学教育可视化。 JOVE提供
物理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实验和实验
室技术。 通过发布，作者可以动态展示他
们的方法，结果和数据分析。 世界上最好
的机构有数千篇关于JOVE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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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理工大学开设了一个帮助
设计智能建筑的实验室
2018-06-19
在罗兹理工大学电气系开设了智能家居
Grenton系统实验室，实验室将帮助学生
们深入学习楼宇管理系统的概念，设计和
编程。 该实验室与创新型楼宇自动化系
统的领先设计者和制造商之一克拉科夫的
Grenton公司共同合作建造；实验室已配
备格伦顿驱动程序，它可以让您可视化系
统对实物的影响。 智能家居Grenton将被
列入波兰独特方向的智能建筑控制系统课
程中，该系统允许学生获得跨学科能力，
以便在智能和节能建筑的管理系统的设
计，编程和集成领域有效执行任务。

雅盖隆大学获得欧洲公共卫生
领域最佳教育项目奖
2018-06-19
雅盖隆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研究所实施
的Europubhealth +项目获得了第一届
ASPHER院长和董事奖，以表彰欧洲地
区公共卫生领域最好的教育项目。 欧洲
地区公共卫生学校协会（ASPHER）是一
个独立的欧洲组织，通过改善该领域专
家的教育来加强公共卫生。 此次获奖的
Europubhealth +计划已经由公共卫生研
究所连同其他欧洲大学共同实施了12年：
位于法国雷恩的EHESP公共卫生学院，谢
菲尔德大学卫生与相关研究学院（英国）
，格拉纳达大学 - 安达卢西亚公共卫生学
院（西班牙），雷恩大学1（法国）和马斯
特里赫特大学（荷兰）；这些大学的课程
均在公共卫生领域进行Erasmus Mundus
交流项目的硕士研究。

副总理Gowin访问了位于海乌
姆的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2018-06-19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访问了国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并
且签署了一份合同，根据合同，大学将获
得超过1,600万兹罗提的赠款。 这笔资金
将用于在海乌姆大学机场建造一条混凝土
带。 在新闻发布会期间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说：“我完全知道建筑工程的费用
最近有所增加，因此该部准备为这项投资
分配额外的资金；投资在海乌姆国立高等
职业学校的每一分钱都将被用于为当地社
区带来最大利益。” 这条混凝土跑道长
1020米，不仅适用于大学，训练飞行员，
也适用于与航空和整个地区相关的公司；
海乌姆大学还计划建造一个新的飞机维修
和检查机库。

波兰 - 葡萄牙交流计划已经启动
2018-06-19
国家学术交流局、葡萄牙语基金会和科技
基金会联合发起了双边交流计划。 交流计
划下的项目资金可分配到与旅行相关的费
用，并留在合作伙伴的国家，不包括研究
本身的资金。 项目的申请可在2018年7月
31日前提交。

副部长Müller关于科学和高等
教育法修正案
2018-06-20
众议院通过了近90项修正案以及“科学与
高等教育法”的条款； 7月3日，将对该教
育法案进行进一步的投票。 科学部管理层
相信，新法案将于今年10月1日起生效。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Müller在波
兰电台的广播节目1说道：“目前波兰的各
个大学因为该法案的通过而了解了很多条
款以及对教学任务做出了及时的调整。” 
副部长还解释了这些修正案出台后会发生
什么变化。 Piotr Müller补充到： “首先，
随着法案的通过，大学理事会的权力发生
了变化，理事会的权利在逐渐地缩小；尽
管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举措。 但是这
个行为是在妥协的基础上， 理事会将完全
由学术界选出。 它适用于大学内的大多数
人。 然而，它必须有来自外部的代表，这
些代表将由大学参议院选举 。”

马佐夫舍省科学联盟：华沙中
央经济学院与华沙理工大学
2018-06-20
华沙经济学院和华沙理工大学的代表会见
了马佐夫舍省省长Adam Struzik， 大学

与马佐夫舍省政府将一起组成科学联盟。 
会议所涉及的项目旨在开发最有利的工具
来支持该省的和谐发展，以加强马佐夫舍
省分区域的经济发展，并减少华沙大都市
与省份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 在 “波兰
在全球化市场条件下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 
GOSPOSTRATEG”计划的“中等收入和
平均产品陷阱”类别中，马佐夫舍省政府
和首府大学联盟赢得了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为研究项目举办的竞争中获得的最高分
数。 更多信息： https://www.mazovia.
p l / a k t u a l n o s c i / a r t , 6 5 7 8 , r o z w o j -
m a z o w s z a - w - w a r u n k a c h -
globalizujacych-sie-rynkow.html

什切青大学总结了
PhilosophUS项目
2018-06-20
什切青学校学生参与了2017-2018年在什
切青大学人文系实施的Philosophus项目和
辩论会。 项目的目的是提高滨海省小学生
的议论和沟通技巧水平；将涉及该地区的
10所学校 - 九所高中和一所初中，其中人
文学院的员工和博士生进行哲学教育。 该
项目由业务计划知识教育发展基金共同出
资。 在辩论中，学生们展现除了他们的辩
论技巧，并且寻找以下问题的答案：“电
脑能像人一样思考吗？ “有普遍的文化价
值吗？”; “你能理解其他文化吗？”和“
后真相和谎言。 他们是一样的吗？ 后事实
是一种真相还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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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夏季学校
2018-06-20
6月25日星期一至6月29日星期五，将在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进行暑期学校 “物理学
在考古学，地质学，材料工程学，环境工
程学” 中的应用；这是西里西亚理工大学
致力于高中毕业生的一系列课程。 夏季学
校的主要目标是介绍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科
学与教学中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课题；选
择这个科目是为了除了扩大物理学知识之
外，参与者还将了解其应用解决与其他领
域相关科学家面临的问题的可能性。 在
学校期间，将能够访问物理研究所的专业
实验室并参加由专家进行的实践研讨会；
参加者将获得暑期学校的参与证书和3个
ECTS积分（欧洲学分转换系统），目前有 
60个空位等待报名。 更多信息： https://
www.polsl.pl/Documents/program%20
szkoly%20letniej.pdf

弗罗茨瓦夫三所大学的学生实
施了联合建筑计划
2018-06-20
弗罗茨瓦夫三所大学总结了联合建筑倡
议，体育学院，理工学院和美术学院的学
生与教师一起合作，共同消除残疾人公寓
的建筑，沟通和技术障碍。 团队的建设出
发点针对一下几种病症：痴呆症患者、多
发性硬化症、盲人、轮椅使用者、他们还
开发了康复和教育中心的建筑理念，为普
瑞德威利（俗称小胖威利症）综合症患者
提供了独立的住所。 项目显示了从不同位
置的角度来看病症的重要性；学生和导师
在帮助患有各种疾病综合征的人群中的工
作可以为投资者/患者制定正确的方法，
将他们置于项目的中心，而不是作为接受
者。

普沃茨克市将资助当地高等职
业学校的研究项目
2018-06-20
普沃茨克市市长竞争的资助项目中实现“
与大学合作”项目，  超过10万兹罗提的
补助资金将发放至国家高等职业学校的六
名讲师。 竞赛的目的是通过持有博士或博

士后医生学位的人的个人发展来加强普沃
茨克地区的科学潜力。 普沃茨克大学校长 
Maciej Słodki教授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
将有助于该地区科学学科的发展和研究潜
力，地方创业精神的发展以及普沃茨克地
区创新和竞争力的提高。

华沙理工大学与威立雅能源合作
2018-06-21
华沙理工大学达尔凯旗下的花洒和威立
雅能源签署了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由董
事会主席，威立雅能源华沙总经理Jacky 
Lacombe和 华沙理工大学校长Jan 
Szmidt教授共同签署。 根据协议的规定，
将启动学生和博士生的实习。 这两个实体
将组织科学和技术会议，专题讨论会和研
讨会，以及编写出版物和比赛。 华沙理工
大学和华沙威立雅能源的活动也将在新技
术领域的研究和开发领域开展，特别强调
城市和工业系统的能源效率，包括智能区
域供热。

科学回报
2018-06-21
Rzeczpospolita日报引用了来自ELA系统
的数据，即全国高等教育毕业生经济命运
监测系统；数据表明来自格但斯克理工大
学的计算机科学、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
华沙维斯瓦金融商业大学管理系以及华沙
理工学院的电子和电信专业的2016年毕业
生取得了最好的成绩。 这些专业毕业生的
月薪超过8,000兹罗提。分析数据强调，在
读全日制的大学的同时工作，特别是在毕
业后的第一年收入会很可观。 同时，ELA
系统表明这是值得研究的，教育能够及时
得到回报。 波兰大学的毕业生每年都会挣
更多的薪水，而且他们的工资增长速度要
快于居住地的平均收入。

格但斯克大学是丝绸之路商学
院联盟的成员
2018-06-21
格但斯克大学已被正式考入丝绸之路商学
院联盟（ASR），该联盟的目标是在新丝
绸之路上与各国的科学和商业机构进行

合作 丝绸之路商学院联盟成立于2016年
6月，汇集了150多所大学。 除了50多所
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之外，协会成员还包括
来自亚美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捷克共和国，柬埔寨，哈萨克斯坦，立陶
宛，拉脱维亚，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塞
尔维亚的20个国家近100所大学。 格但斯
克大学的录取在中国国际商业教育一带一
路会议上宣布。 在会议期间，大学科学与
国际合作办公室主任Katarzyna Świerk博
士获得了关于该大学国际化进程的文章和
论文的二等奖。

来自比得哥什大学博士生获得
了波兰教育学会奖
2018-06-21
Katarzyna Grzesiak获得了2017年波兰
教育学会第四届博士论文竞赛的获得优秀
奖。 论文以教学人种学的形式出现，其主
题是芬兰瓦萨ÅboAkademi教育领域博士
研究生的科学成功案例。 论文具有理论和
经验性，共分三部分，八章。 波兰教育学
会自2014年以来一直颁发最佳博士论文。 
竞赛的目的是促进以最高质量为特征的教
学科学项目。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开放式课程
招生
2018-06-21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开放大学推出了夏季开
放式课程；课程包括拥有丰富经验的英语
语言教师所讲授的语言课程和培训课程，
以及网络营销和自我介绍研讨班。 课程
价格为200兹罗提起，每个人都能在大学
的夏季课程中找到感兴趣的东西。大学每
年假期组织的课程为：SQL查询的数据库
语言 - 基础知识; 气象学的基础知识和在
实践中使用天气知识的要素; 媒体和公司
的法律问题。 今年的夏季学校也推出了
一些新的课程：法语学习：节假日和旅行
的超级强化课程（A1级）; 求职过程中的
在线简历和社交媒体中的小公司。 更多信
息： https://www.uo.sggw.pl/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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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在
国外获奖
2018-06-21
来 自 弗 罗 茨 瓦 夫 理 工 大 学 的
PaulinaGocoł和Wojciech Motyka的两
件作品被法国波兰建筑师协会（SARP）授
予了同等奖项；Zoia Fedorów在伦敦语
言博物馆设计的国际竞赛中获得第三名。 
法国建筑师协会颁发最有趣的工程项目
奖。 来自18所高校的18件作品参加了今年
的比赛。 评审团选择了Paulina Gocoł题
为“Introversus：实验剧院和长廊，弗罗
茨瓦夫 - Na Grobli” 的项目和Wojciech 
Motyka的“冬宫：创意作品之家”的项
目。 另一位理工学院学生Zoia Fedor的作
品在Archasm举办的伦敦语言博物馆国际
竞赛中获得第三名。 她成功在来自世界各
地的专业建筑师和学生创作的近300幅作品
中脱颖而出。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研究员获
得COPERNICUS 2018奖
2018-06-21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Piotr Ponikowski
教 授 和 来 自 柏 林 C h a r i t é 临 床 医 院 的
Stefan Anker因心脏病领域的杰出成就
赢得波兰德国2018COPERNICUS科学
奖. COPERNICUS奖由波兰科学基金会和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每
两年颁发一次。 其目的是促进波兰与德国
之间的科学合作。 获奖学者希望德国与
波兰的合作具有特殊优势，结合不同的经
验，知识和资源共同解决研究问题。 科
学家们很荣幸紫金在心脏衰竭方面的研究
被评审团选中，这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这种
疾病的病理生理和开发新的治疗策略的研
究。 科学界报道了奖项的候选人，在今年
的竞赛中评审团对29项申请进行了评估。

波兹南理工大学参加费城
NAFSA会议
2018-06-21
波 兹 南 理 工 大 学 参 加 了 在 费 城 举 行 的
NAFSA会议，并且在NAWA全国学术交流
机构上推出了大学的推广活动：“准备好

学习了吗？来波兰吧！” 在会议期间，与
哥伦比亚Areandina大学和韩国天主教大
学签署了两项新的合作协议。 与现有合作
伙伴举行会议以加强合作，并与美国，墨
西哥，智利，西班牙和法国的新合作伙伴
建立了联系。 NAFSA是全球最大的处理
国际教育的非政府组织。 其年度会议和展
览会致力于中国。 外国学生和大学国际化
大约有一万人左右 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参
与者。 今年的会议以“多样声音，共同承
诺”为口号。

玛丽亚居里斯科沃多斯卡大学
新研究生课程：专业活动经理
2018-06-21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斯沃多夫斯卡大学推出
了新的的研究生课程：专业活动经理。 教
学人员是多年来在波兰和国外举办活动
的专家以及卢布林大学的研究人员。 大
学发言人Aneta Adamska说：“这些课
程将为组织会议，会议，参观，音乐会，
表演，节日，体育赛事，集市，群众活
动和其他活动提供了真正的准备。 它们
既针对初学者，也针对那些已经有行业
经验的人。 会有热情的人想要获得专业
活动项目管理的知识和技能。” 更多信
息： https://www.umcs.pl/pl/eventy.
htm

托伦大学经济系荣誉博士荣获
诺贝尔经济学奖
2018-06-22
托伦哥白尼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已经正式
成立五十周年；在周年庆期间， Robert 
Franklin Engle教授—哥白尼大学荣誉博士
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Robert F. Engle是
纽约斯特恩大学金融学教授，他于2003年
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来研究条件变异性
模型，从而创造了条件变异的创新回归模
型 - ARCH模型。Engle教授是世界上处理
金融时间序列计量经济模型最杰出和最着
名的学者之一。 作为周年庆的一部分，该
大学还举行专门讨论波兰和世界经济，科
学会议和会议问题的辩论：波兰科学院金
融委员会和波兰金融和银行业协会。  

“直接国际化”系列会议
2018-06-22
6月29日，波兰国家学术交流机构邀请各位
来华沙参加 “直接国际化” 系列的会议。 
此次活动将致力于印度，中国和乌克兰的
市场营销，用户体验和教育市场培训。 会
议针对的是负责对外招生和招聘外国学生
的大学代表；将以Study Portals总经理
Edie van Rest和EAIE总理事会成员的演讲
开始。 Van Rest是专门从事搜索和选择学
习课程的最大门户网站的负责人，EAIE新
星奖得主和Change the World组织授予
的荣誉。 更多信息： https://nawa.gov.
pl/images/art.-biurowe-i-spozywcze/
Program-29.06.pdf

副部长Dardziński关于科学的
普遍性和跨国性的看法
2018-06-22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
接受“政治神学周刊”的访问时说“波兰
应该是一个世界不同角落的学生来到这里
并感觉世界科学遗产的重要部分在这里发
展的地方。” 副部长Dardziński强调，年
轻科学家正在寻找专门研究他们感兴趣
领域的大学，并且这些学术人员不仅仅来
自波兰，还有来自全球其他国家的学术人
员。 他接着补充到：“他们在这里与最强
大的思想竞争 ，无论是来自美国和中国这
样的世界大国，还是一些投资于科学发展
的小国，甚至来自瑞士或以色列。 我们落
后了。 在我看来，这在波兰转型和国际竞
争的维度上。 如果不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科
学家的成就，我们如何在过去和未来发展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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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足球的硕士论文在论文比
赛中获奖
2018-06-22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的Michaha Górnik
的关于在机器学习的帮助下进行足球数据
分析的论文获得了第二十届经济科学领域
硕士论文的二等奖。 论文的推荐者是计算
机科学和金融学院计量经济与运筹学系的
Marek Kośny教授。 Wincenty Stysia论
文大赛由波兰经济学会弗罗茨瓦夫分会组
织。 波兰共和国公民在波兰撰写的经济科
学领域的硕士论文参与其中。 这对于研讨
会来说必须是正确的工作，为商业实践带
来有趣的解决方案。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赢得了2018
年创业大赛
2018-06-22
来 自 格 但 斯 克 理 工 大 学 的 学 生 的
MedTagger项目获得了最佳商业创意，这
是一个由电子，电信和计算机科学系学生
创建的收集和标记医疗数据的平台。 获奖
项目将学习与商业相结合;它的主要设想是
创建公开和开放的数据集，以便开发医学
领域的人工智能。 这个想法是在云中提供
平台，并提供一组志愿者来标记图像。 获
得第二名的是化学小组的PiaŻel项目，这
是一种由聚氨酯泡沫和吸收液体的水凝胶
制成的高能材料。 获得第三名的是Stripes 
Care项目，这是一种创新的身体护理产
品。 该产品与脂肪团相抗衡，其创新是基
于使用红茶咖啡因提取物。

卓越战略 -研究型大学扩展征
求建议书
2018-06-22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表示， “卓越战略 - 研
究型大学”项目征集提案的截止日期已延长
至7月6日。 竞赛主题是支持科学研究和分
析，旨在制定长期大学发展计划的目标和假
设，包括旨在提高国际学术活动认可度的活
动，加强与国际上高信誉的研究中心的研究
合作，提高学生和博士生的教育质量，全面
解决大学生职业发展问题，提高大学管理素
质。 竞赛预算为2000万兹罗提。

华沙大学2018夏季学校
2018-06-22
2018年7月2日至13日，华沙中央商学院
的夏季课程将开始，这是为期两周的经济
与管理国际课程，所有课程均由讲座和研
讨会组织，包括众多案例研究，讨论和小
组项目。 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通过参加华
沙夏季大学将有机会获得全球公认的4或8
个ECTS学分。 夏季课程如下：财务管理; 
公司治理，投资项目管理; 创新经济学; 品
牌管理和跨文化谈判。 夏季课程的讲师
将是华沙中央商学院的老师，并邀请参加
Erasmus + KA107交换项目的合作大学的
嘉宾以及国际公司的从业人员。 更多信
息： http://suw.sgh.waw.pl/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
的媒体交流中心成立
2018-06-25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媒体传播
和信息科学中心正式成立， 副总理兼科
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出
席了仪式。 媒体交流中心将于2019年第
二季度投入使用，凯尔采大学的三个人文
学院届时将加入其中。 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共拨发了1800万兹罗提建筑费用。 副
总理Gowin在仪式期间强调，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是波兰发展最快的大学
之一，在过去十几年中，该大学已加入我
们国家最好的大学。 副总理Gowin说：“
作为一个哲学博士，让我感到特别高兴的
是新大楼将为人文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与社会科学一起，他们是建立国家意识和
与另一个人的关系的基础。”

世界Unihockey曲棍球锦标赛
将在罗兹举行
2018-06-25
6月26日至30日，罗兹理工大学将举办
Unihockey世界曲棍球锦标赛，来自8个
国家的250名竞争对手将参与其中。 根据
罗兹工业大学学术体育协会通知， 来自捷
克，芬兰，日本，波兰，新加坡，斯洛伐
克，瑞士和瑞典的学生将参加比赛。 比赛
将由女性和男性组成六人队。 锦标赛将在

罗兹工业大学运动之湾举行， 6月26日至
28日为小组赛；6月30日星期六，将进行
决赛。 在上周六的比赛后，优胜者的装饰
和Unihockey世界锦标赛的闭幕式定于晚
上八点。

来自波兹南理工大学的年轻科
学家获得了奖学金
2018-06-25
波兹南市科学奖章授予波兹南科学界青年
研究人员的奖学金。 在获奖的十二名年龄
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他们已经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科学成就。 其中有来自波兹
南理工大学的年轻研究人员 奖学金颁发
给：在计算机辅助决策支持领域的杰出成
就和科研成果的Krzysztof Ciomek（IT）; 
为促进现代能量储存设备的发展做出突
出的科学成就 - 锂离子电容器的Paweł 
Jeżowski（技术电化学）; 卓越的科学成
就的Anetta Płatek（化学技术）和研究
植物表面活性剂在芳香族化合物卤素衍
生物生物降解过程中的应用的Wojciech 
Smułek（环境生物技术）。

波兹南经济大学“第16届
INFINITI国际金融大会”
2018-06-25
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参加了波兹南经
济大学举办的“第16届INFINITI国际金融大
会”国际会议。 这是在波兹南大学举办的
最负盛名的欧洲金融会议之一。 今年的会
议是三个学术中心 - 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
院，澳大利亚墨尔本莫纳什大学和波兹南
经济大学之间的合作成果。 来自欧洲，澳
大利亚和北美的200多人参加了会议。 80
％ 参与者是科学员工。 介绍科学工作成果
的会议论文包括国际金融，金融市场，资
产评估，投资组合多样化，公司治理，行
为方面以及在国际金融领域分析的许多其
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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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获得建筑项
目排名
2018-06-25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建筑和建筑部门是建
筑师月度TOP10 FOR THE FUTURE排名中
的赢家，排名是根据“未来建设者”教育
计划中的教师学生的活动编制的。 该计划
的目的是支持年轻建筑师和建筑工程师补
充教育，扩大专业和实践知识，技能和能
力。 “未来建筑师”是针对年轻建筑师和
建筑工程师的两个环保项目。 该计划得
到了杰出的波兰工程师和建筑师的支持，
以他们的知识，经验和权威创造了一批导
师。  

格但斯克大学招生已经正式开始
2018-06-25
大学发言人Beata Czechowska-Derkacz
博士宣布到：“格但斯克大学的招生已经
开始，新学年本科的招生计划有78个专
业，研究生223个专业以及本硕连读。 我
们还提供博士研究和提高研究生学习专业
资格的机会 。” 格但斯克新学年将有4门
新专业 ，其中2门为英语授课：自然资源
保护和实验遗传学和生物学，欧洲的跨文
化和商业关系以及文化交流。 新的研究
方向可以满足劳动力市场和文明挑战的需
要。 他们在各个领域获得知识和发展技能
增加了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 它
们是与专家和未来雇主合作创建的，这些
做法将在最好的机构和企业中实施。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的IT专家获
利最多
2018-06-25
根据第三届全国大学毕业生经济命运监测
系统显示，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的IT毕业生
是他们在波兰领域薪酬最高的专家。 他们
毕业后几乎立即就业且失业的风险几乎为
零。 根据ela.nauka.gov.pl网站上的数据
显示，格但斯克理工大学信息技术学院硕
士毕业生的薪水总额可达每月9 681.71兹
罗提。 这是在该国完成本课程的人中最高
的。 找工作需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失业
风险为零。 监测系统为该国所有大学的每

个研究领域生成自动报告指南。 它收集关
于波兰大学毕业生的经济命运的数据，并
确定他们赚多少钱，他们找工作多久以及
有多少失业人员。

Gowin提出的改革为人文学提
供了一个机会
2018-06-25
哲学家Mieszko Tałasiewicz博士
在 “ R z e c z p o s p o l i t a ” 日 报 中 强
调：“Gowina提出的改革为科学的发展
提供了机会，这些科学学科在今天大多
都衰败了；新的科学和高等教育法为波
兰人文学科开辟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Tałasiewicz博士在他的文章中反驳了现
在的一个说法： “新颁布的法律有利于
大都市和大学府，对于小城市和省级大学
并无助益” 。他把这项法律定义为一个
半真理，因为他认为这对大学是有益处
的。 Tałasiewicz博士写道： “这一法律
并不代表大的就是好的，小的就是不好
的；小城市和大城市都有很好的大学。 新
法律的颁布将使大学能够看到他们拥有什
么样的优势，什么样的弱势，什么是有用
的，什么是无用的。 然后，要感谢地区
性大学发展基金，通过法律的引入能够看
清楚什么是最好的发展，应该做怎样的
改善。” 更多信息： http://www.rp.pl/
Publicystyka/180629922-Reforma-
Gowina-Humanistyka-20.html

考明斯基大学是全球20所最好
的未来金融家教育大学之一
2018-06-26
英国“金融时报”发布了全球金融硕士研
究的排名，排名前三的大学是巴黎HEC商
学院，欧洲ESCP大学和Edhec商学院。
华沙考明斯基大学排名第17位，是排名
前20位里唯一来自中东欧的大学。 根据
资料显示，考明斯基大学的金融研究受
到越来越多的年轻波兰人和外国学生的
青睐，他们在这所学校受到了良好的教
育，这也是对将来就业的保障。 在考明
斯基大学可以选择波兰语和英语授课来
学习研究财务和会计。 从今年新学年将
开始实施大数据分析、反洗钱、企业融

资、国际金融、会计和财务报告等新专
业。 查看排名： http://rankings.ft.com/
businessschoolrankings/masters-in-
inance-pre-experience-2018

罗兹医科大学与波兰罗氏公司
签署了合作协议
2018-06-26
根据罗兹医科大学与波兰罗氏公司所签署
的合作协议，波兰罗氏专家将与罗兹医科
大学的科学家将开展研究和开发项目，
并寻找支持医疗保健可持续发展的新解
决方案。 波兰罗氏法律事务兼传媒总监
Agnieszka Kosowska在签署合同后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学术为中心作
为执行医疗合资企业的合作伙伴是非常宝
贵的。 我们与罗兹医科大学的合作正式谨
遵这以原则。” 罗兹大学与欧洲150多所
最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均有合作，如：卡
罗林斯卡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
国理工学院，IESE商学院，鲁汶大学和马
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波兰罗氏公司也是
提供健康保护领域创新解决方案的公司之
一。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开
放式暑期学校
2018-06-26
暑期学校的主要目的是支持克拉科夫科技
大学建筑系的教学科学活动，波兰和国外
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将参加七月份的课程。 
课程将由波兰和外国学术中心，建筑师和
技术专家的代表主持，结识将采取演讲和
演讲的形式。会议参与者将处理当代建筑
和城市规划问题。   更多信息： http://
www.cracowsummerarchitecture.
pk.ed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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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国际会议期间关于旅游
的讨论
2018-06-26
在第二届全国科学大会“旅游体验实验
室”在波兹南体育学院举行，会议期间来
国内及海外的四十名科学家就“现代旅游
经济争议和问题旅游体验实验室，关于现
代旅游经济的争议和问题”主题展开了讨
论。 讨论关于旅游业及其形式的丰富，特
别是有争议的话题，如：进步后的变化，
生产者的创造力，旅游部门的创新使得越
来越多的游客专业化发展成为经验社会时
代的一种试验场。 在讨论结束之后，最好
的会议论文将发表在波兰体育和旅游杂志
上。

来自弗罗茨瓦夫小学的学生获
得了发明学院的奖项
2018-06-26
来自弗罗茨瓦夫第25小学的学生关于支撑
婴儿车的驱动系统的设计赢得了发明学院
的奖项。 发明学院旨在唤起年轻人对科
学的兴趣，并鼓励他们进行创造性思考；
这是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第八次加入该项
目。在今年的比赛中，评审团认可了由弗
罗茨瓦夫25小学的学生设计的独立驱动系
统支持婴儿车的设计。 婴儿车的驱动由两
个电动马达提供动力并且根据前行的速度
来调节婴儿车的动力 设备是较安全的，
当您的手指离开启动按钮时，电机会自动
关闭。学校将收到5000兹罗提的奖金用
于装备技术工作室。 更多信息： http://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gala-inalowa-akademii-wynalazcow-
boscha-na-pwr-10916.html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总结了企业
准备证书计划
2018-06-27
由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学生就业办公室协调
的企业就绪证书计划已经完成。 今年的入
选人数为174人，其中包括来自理工学院
的97名学生。 公司就绪证书计划是与波
兰的埃森哲高级技术中心IBM和ING Tech 
Poland共同合作实施的。目标是西里西亚

理工大学，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和西里西亚
大学技术，信息技术或IT和经济学研究的
大三学生。 学生们还参加了由母校和合作
伙伴提供的免费课程，讲座和实验室。 他
们获得了非常使用的知识，学会了如何在
复杂的现代化商业环境中运作，并获得了
有声望的证书，并且获得了带薪实习的机
会。

什切青大学与Szajna 光学实验
室签署合作协议
2018-06-27
什切青大学已与Szajna 光学实验室签署合
作协议，合作承担开展教学课程的合作，
为大学提供有关行业概况的信息资料，咨
询创建和修改与眼镜光学相关的研究计
划，联合举办研讨会，专题讨论会，展览
和实践活动。 眼科光学是培养实用技能非
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因此，在实验室和实
践中进行的大量班级在具有光学轮廓的公
司中进行；需要与雇主进行合作，这些雇
主是配镜师，实验室，以及波兰和全球生
产镜片以及光学材料和设备的公司。 在这
之前，什切青大学与当地企业家和业内的
全球性公司以及波兰盲人西波美拉尼亚区
协会签署了协议。

华沙理工大学的华沙设计工厂
项目
2018-06-27
华沙理工大学已经开放华沙设计工厂的创
新管理和技术转移中心，该中心将帮助学
生和大学工作人员创造创新并开展与环境
的合作。 华沙设计工厂的目标是建立一
个现代化和创新型大学，拥有具有开发及
创造行的跨学科年轻科学家和学术人员
的团队。 华沙设计工厂将为学生和员工
举办课程，研讨会，培训和计划。 在这
里实施的项目是促进科学和商业之间的合
作以及华沙理工大学教职员的教学技能的
发展，并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 更多信
息： https://www.wdf.pw.edu.pl/

格但斯克大学将与地区法院合作
2018-06-27
格但斯克大学已与格但斯克地区法院签署
合作协议，合作协议文件由大学校长 Jerzy 
Gwizdała教授和法庭庭长Rafał Terlecki
共同签署。 合作协议规定为司法部门的需
求制定分析，专家意见。包括为诉讼需求
发表付费意见，以及在格但斯克地区法院
指定的地区组织研究生学习，对法律和经
济问题以及管理和实验科学进行培训。 协
议各方还将合作组织科学会议，专题研讨
会等形式的知识和经验传授，共同启发与
司法系统相关的研究方向，并组织优秀学
生实习。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Jan 
Cwajna教授是Henry Clifton 
Sorby奖得主
2018-06-28
来自西里西亚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冶金学
院的Jan Cwajna教授获得了由国际金属
学会Henry Clifton Sorby颁发的奖项。 
Cwajna教授毕业于西里西亚理工大学，
他于1991年在母校获得材料工程博士学位
和博士后学位，2002年获得教授职称。 
他的科研成果包括381件作品（其中专著
7部，国际期刊80部，国家期刊58部）
，科研著作84部，欧洲专利4部。 Henry 
Clifton Sorby奖主要针对国际科学界为广
泛理解的金相学和材料工程做出全面贡献
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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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便捷软件赢得了Samsung 
LABO计划
2018-06-28
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理工大学的第三届
LABO计划已经完成，计划旨在帮助学生
开始职业生涯，成为当地企业家创意和项
目的温床。 获得第一名的是Rambler，
这是为飞行员和导游所设计的软件；通过
这个软件您可以快速轻松地与旅游团队的
成员取得联系，并创建并共享旅行计划或
笔记。 获得第二名的是Clever Tracker，
使用这个软件可以在大巴和酒店预定座位
和房间。第三名GYM4YOU，通过这个
软件可以快速找到健身房，私人教练和营
养师。 Samsung LABO是三星公司与理
工大学及当地政府共同签署的合作协议成
果，Samsung LABO旨在培养学生的数字
化战略能力，并支持建设知识经济。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将与
General Electric合作
2018-06-28
格 但 斯 克 理 工 大 学 的 海 洋 工 程 和 船 舶
制造系和波兰Alstom Renewable公
司、Baker Hughes公司以及General 
Electric公司签署了科学和教学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包括为公司员工举办讲座、组织
去埃尔布隆格学习访问、格但斯克理工
大学学生参与实施项目的评估，提供实施
工程和硕士论文的主题，以及组织学生实
习。 此外，公司的员工将有机会继续在科
学领域进行博士学习，合作协议还涵盖研
发合作；在合同实施的第一阶段，理工学
院的10名学生将在General Electric公司
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专业实习或为期六个月
的研究和工业实习。

Gowin：人文学科对于社会的
文化和精神发展至关重要
2018-06-28
在 “Rzeczpospolita”日报的报道中，
副总理兼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
说：“在新系统中，一所大学的科学哲
学家的成就将与其他大学或研究机构的
哲学家的成就，某所大学雇用的律师的

成就 - 以及其他研究中心雇用的律师的成
就等进行比较。未来的评估将比现有的
更公平和可靠。” 这篇文章中，副总理
提出了“科学宪法是否威胁到人文主义
者？”的问题，并且认为未来的评估体系
将考虑到人文科学的特殊性，新规则是波
兰人文主义者的良好信息。 Gowin解释
说： “人文有其特殊性，这也是社会文
化和精神发展的必要条件，新的评估模式
同样有利于发展民族文化的出版物，以及
那些将波兰人文主义研究成果纳入全球
思想发行的文章。” 更多信息： http://
www.rp.pl/Publicystyka/306259930-
Czy-konstytucja-dla-nauki-zagraza-
humanistom.html

第十五届美国人论坛在比亚韦
斯托克大学举行
2018-06-28
第十五届美国人论坛由比亚韦斯托克大学
美国历史系组织，该论坛将于2018年6月
29日开始，会议期间将以波兰恢复独立
100周年为背景来讨论波兰 - 美国工会的
问题。 论坛将讨论波兰人和美国波洛尼
亚代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或者伍
德罗威尔逊总统对波兰独立的态度。 会
议嘉宾是美国驻华沙大使馆文化参赞Dan 
Hastings，届时他将发表主题为“百年共
同：人，历史，未来”的演讲。 在为期三
天的会议期间将讨论25篇论文并且探讨以
下主题： 海外媒体对巴尔联盟绑架国王
Stanisław August Poniatowski的评价、
回忆十一月起义、Kazimierz Pułaski是美
国骑兵的父亲吗？Thomas Jefferson和
Tadeusz Kosciuszko有什么关系？

瓦尔米亚马祖大学研发健康奶
酪食谱
2018-06-29
位于奥尔什丁的瓦尔米亚马祖大学食品科
学学院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新成熟奶酪的
配方，新配方必须为健康食品配方且旨在
为患有疾病的人们提供。 奥尔什丁大学
实验室已经开发了十几种成熟奶酪配方，
其中包括著名的克罗地亚奶酪市场。 这
一次，为“心脏和糖尿病患者”开展的奶

酪工作正在进行中。 根据奥尔什丁大学
的研究，由食品科学学院科学家开发的奶
酪配方符合食品生产技术的最新趋势。 
Justyna Żulewska博士解释到： “如今，
乳制品进入特定的消费者群体是一种时
尚。 我们希望响应市场的需求，这就要求
食品也具有健康特性。 我们的酪蛋白含量
增加的奶酪是针对有心血管疾病及心脏病
人群而研发的，且目前在波兰市场上还未
出现这种奶酪。” Justyna Żulewska博士
研发了了生产新奶酪的工艺流程。

什切青海事大学与弗罗茨瓦夫
的内陆航海技术学院合作
2018-06-29
什切青海事大学与弗罗茨瓦夫的内陆航运
技术学校签署了合作协议，旨在不断提高
专业领域的教育质量。 合作协议由海事大
学博士校长Wojciech Ślączka上尉和内河
航运的学院院长校Paweł Zapart共同签
署；海事经济和内陆航运部Janusz Karp
海事教育司司长参加了会晤。 在两所学校
的合作下，我们将扩大已承诺在开发和实
施专有课程方面提供支持的教师和讲师的
合作。 这一合作还将导致开展新的教育项
目并在实践中应用创新的教育方法。

诺贝尔得奖者在弗罗茨瓦夫科技
大学纳米光子学会议上的演讲
2018-06-29
诺贝尔奖得主William E. Moerner教授将于
7月2日在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举行的第11
届纳米光子学国际会议ICNP2018上发表演
讲。演讲时间为7月2日上午9点，地点为弗
罗茨瓦夫理工大学D-20教学楼。 William 
E. Moerner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工作，他负
责处理单个分子的光谱学，追踪他们的运
动并将其捕获。 William教授也是超分辨
率显微镜的先驱之一，他与Eric Betzig和
Stephan Hell一起于2014年获得诺贝尔化
学奖。 讲座的主题为“基于个体分子和光
的纳米光子学上升到3D超分辨率成像和超
越”，ICNP2018将讨论纳米和微米级光
学和光子学领域的最新发展和解决方案。 
更多信息： http://www.icnp2018.pwr.
edu.pl/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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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衣主教大学的新研究生课程
2018-06-29
华沙红衣主教大学在新学年中将提供十几
种新的研究生专业课程。 新专业包括：教
会中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律和行政学院）
、当代移民身份和安全、地理信息学和地
质统计学、19和20世纪波兰军事史、收
藏管理和博物馆学院（历史和社会科学学
院），研究生外语教学研究、波兰语学习
（人文学院）和创意领袖学院（基督教哲
学系）。 报名可在以下网站进行： www.
podyplomowe.uksw.edu.pl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教授获得斯
普林格出版商奖
2018-06-29
来 自 卡 托 维 兹 经 济 大 学 的 T o m a s z 
Wachowicz教授获得斯普林格出版社二
等奖，并且将作为2018年在中国南京举
行的集团决策和谈判会议的最佳出版物。 
该出版物涉及计划到组织和分析双边谈判
实验研究成果时的研究错误和局限性，这
些研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进行。Tomasz 
Wachowicz教授提到必须考虑许多因素，
这些因素决定了不同层次普遍性文化差异
的发生，例如：国家，组织和集体文化的
学生文化。 获奖的文章为：“组织和分析
文化间和文化间谈判实验的一些方法论考
虑”，共同作者是康科迪亚大学蒙特利尔
分校的Gregorym Kersten博士和比亚韦
斯托克大学Ewa Roszkowska教授。

热舒夫理工大学获得了东欧国
家高等学校的赞助
2018-06-29
两所大学将在科学和教育领域开展合作，
推动现代解决方案和创新与创业的科学
研究 由热舒夫科技大学校长Tadeusz 
Markowski教授和Przemyśl东欧国立高等
学校校长Paweł Treler博士共同签署了
合作协议，协议旨在教育质量领域开展合
作，创建和开展研究生课程，增加培训课
程和培训。 合作协议还包括联合发组织
和发展与外国大学，特别是来自东欧的联
系。

AGH理工大学的学生研究吉他
构成
2018-07-02
Monika Sobolewska是克拉科夫AGH理
工大学声学工程专业的学生，她的硕士论
文是在模拟吉他上进行研究；从专业结
构来确定仪器各个元件对其声学参数的影
响。 模块吉他的构建包含了古典吉他的所
有传统元素 。 唯一的方法是将板与侧面
以及颈部的固定结合起来，使用齿形压力
机连接，而不是使用胶水粘连。这一想法
是受日本的细木工启发。 在克拉科夫大学
机械与振动声学系的消声室内对吉他进行
了全面研究；在对吉他特性的研究中，配
合使用的是Mikolaj Wilczyński的机器人项
目；机器人的任务是以正确的位置和遥远
的方式刺激吉他弦。 通过自动化解决方案
设法获得重复的声音从而客观分析其参数
的基础。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无人驾驶车
辆竞赛
2018-07-02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邀请各位参加2018年智
能自动驾驶汽车及无人驾驶车辆竞赛，竞
赛将于7月6日上午9点至下午3点在格但斯
克大学体育中心举行。 竞赛包括三项比
赛：无人机、标记搜索和自由发挥；参赛
者将凭借其独创性给观众带来惊喜。 比赛
由电子和信息技术; 电工学和自动化以及
SafeIDEA科学角组成。 竞赛将在IAV 2019
专用于智能自动驾驶汽车会议之前进行。 
参加比赛可以采用自主和遥控车辆。 希望
尝试自己动手组建的参赛者可以在以下网
页先进行注册：eti.pg.edu.pl/safeidea/
rejestracja。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致力于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
录中的古迹
2018-07-02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开始与波兰塔尔努夫山
土地爱好者协会共同合作，合作主要是保
护和开发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名录的塔诺戈尔古迹。 合作协议在波兰
塔尔努夫山共同签署，这是这是与波兰大
学之间的第一个运营具有全球网站等级的
非政府组织的协议。 合作协议包括交流经
验并获得投资的补助和补贴，其中之一将
是银矿的蒸汽发动机露天博物馆的现代化
改造。 额外资金也将用于保护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建筑物。 签署
方将准备研究和教学项目，组织研讨会和
会议，以及合作实施和传播科学和研究工
作的成果以及组织实习。

波兹南医科大学博士获得奖项
2018-07-02
来自波兹南医学科学大学的Piotr Eder博
士在2015年 - 2017年胃肠病学和肝病学领
域发表的文章获得了国际Bares博士奖。 
获奖作品是发表于2015年的科学报告：“
用抗肿瘤坏死因子抗体治疗的回肠和回肠
结肠克罗恩病的一年结果的磁共振肠道预
测因子” 。 研究是与放射科共同合作完
成的，并与磁共振肠镜在预测克罗恩病
抗TNF-α治疗的长期结果方面的有用性有
关。 Bares奖成立于1994年，主要针对来
自中欧和东欧的研究胃肠病学和肝病学的
研究人员。 Piotr Eder是第四位获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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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和考纳斯大
学的联合项目将获得一百万兹
罗提赞助金
2018-07-03
“十六世纪的雅盖隆王朝财政能力”比亚
韦斯托克和维陶塔斯·马格努斯大学在立
陶宛考纳斯大学的研究人员的共同研究项
目。 根据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报道，研究
人员将从国家科学中心获得近100万兹罗
提的项目补助资金，项目将作为与立陶宛
科学理事会联合举办的DAINA竞赛的一部
分进行。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项目负责
人是立陶宛方面的历史和社会学系的Piotr 
Guzowsk i博士，立陶宛方面的代表为
Marius Sirutavičius博士。 该项目的主要
目标是在16世纪（1492-1586）研究波兰
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的财政能力。 研究人
员希望计算税收收入的数量，估算一位君
主的收入，检查当时的信贷市场以及两个
雅盖隆州之间的资金流动情况。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技术基本
问题学院成立50周年
2018-07-03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技术基本问题学院庆
祝正式成立50周年；目前学院有的研究
领域为：技术物理、计算机科学、生物医
学工程、量子工程和光学。学生为两千
名。 技术基本问题（WPPT）学院成立于
1968年9月1日，是波兰第一个该领域的
学院。 目前学院教职工为180人：其中教
授为19人，持有特许任教资格证的博士为
32人，持有博士学位为100人。 到目前为
止，WPPT的7.5万名毕业生已完成学业；
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在公共管理、科学
和商业领域担任或占据重要地位。 学院的
员工在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几乎所有研
究领域开设数学和物理课程，为数以万计
的工程师的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更多信
息： http://wppt.pwr.edu.pl/50-lecie-
wppt

华沙理工大学的假期科学营
2018-07-03
华沙理工大学科学营是一个科学和娱乐性
质的度假项目，面向对精确和技术科学感
兴趣的小学，中学和高中学生。 华沙理
工大学2018年科学营将在Giżycko附近的
Piękna Góra举行。这是一个理想的假期
学校，为正在考虑在华沙理工大学或其他
大学教授精确和技术科目的人们度假。 科
学营的目标是为每位参与者提供参与由华
沙理工大学的研究和教学人员，华沙大学
的毕业生和学生进行的精选的25小时科学
研讨会。 更多信息： https://klatrat.org/
projekt/oboz-naukowy-pw-2018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图书馆的数字革命
2018-07-03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图书馆拥
有了一个新的多搜索引擎工具，搜索引
擎将用于搜索图书馆资源的“窗口”和
HAN（隐藏自动导航器），新的远程访问
电子资源。 现有的图书证将由员工身份证
取代。 借助多搜索引擎，用户可以在一
个地方搜索所有资源、打印和获取电子搜
索结果、访问电子书、杂志和数据库的全
文，从所有目录订购书籍以及检查图书馆
帐户的状态。 HAN系统将为大学员工，博
士生和大学学生提供对网络和大学网络外
部的电子资源的访问。 它可以在世界任何
地方全天候提供，可在计算机和智能手机
上使用。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
upwr.edu.pl/aktualnosci/48052/nowe_
narzedzia_w_bibliotece_rewolucja_w_
przeszukiwaniu_zasobow.html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的博士是
Polpharma科学基金会竞赛的
获胜者
2018-07-03
来 自 弗 罗 茨 瓦 夫 大 学 生 物 技 术 系 生 物
化学系的Aleksander Czogalla博士
赢得了Polpharma科学基金会竞赛。 
Aleksander Czogalla博士获得了51万兹
罗提的补助金用于实施 “设计，制造和检

查用于抗癌疗法的新TP53基因载体的有效
性” 研究项目。 今年竞赛的主题是医学生
物技术过程的发展和优化；拥有博士学位
的科学家可以参与优化现有的药物制造方
法 - 或潜在的生物技术药物; 创造新的，更
好的表达系统; 生物技术过程的数学模型，
使其能够优化和控制; 改善生物技术过程的
设备或技术解决方案。

西里西亚大学职业发展学院
2018-07-04
西里西亚大学邀请各位参加职业发展学
院的培训研讨会，研讨会组织方是西里
西亚大学就业办公室以及合作公司的代
表：波兰凯捷、VEO全球服务、普华永道
SDC、WEM咨询和波兰Belbin 。 职业发
展学院是为西里西亚大学的学生和毕业生
提供的一系列假期培训。 课程将于7月、8
月和9月在卡托维兹大学的学生活动区举
行，地点为 Bankowa街道 12号，133
室。 职业发展学院该项目面向希望发展技
能并增加劳动力市场机会的志愿者，每位
参与者将收到确认参加研讨会的证书。 会
议的主题将涉及有效的沟通，自信，团队
合作，时间管理，电子品牌和应对压力。 
更多信息： www.bk.us.ed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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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选择波兰
2018-07-04
根据波兰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在过去
的一年中，波兰大学的外国学生人数创
下了历史记录。 根据2017/2018学年的
数据显示，有七万两千七百四十三名外国
学生在波兰学习，比上一年增加了六千
九百五十名人数，百分比增加了10.56%
；这一数据很好的反映了波兰高等教育
国际化进程的动态。 大多数外国人来自
欧洲国家，其中一半以上（37.8万人次， 
52.0％）来自乌克兰。排名第二的是来自
白俄罗斯（6.0万 人次，8.3％）和印度
（3.0万 人次，4.1％）。 有63.8万外国
人，87.8％选择了全日制学习； 几乎三分
之一的外国人（2.22万）选择了马佐夫舍
省的学校。 更多信息： http://stat.gov.
pl/obszary-tematyczne/edukacja/
edukacja/szkoln ictwo-wyzsze-w-
roku-akademickim-20172018-dane-
wstepne,8,5.html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赞助来自
三省的七所学校
2018-07-04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与来自不同的三个省
的七所中学签订了长达五年的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精确和技术科
学，并帮助培养学生的兴趣和激情。 合作
中学为：卡利什第三高中、 瓦乌布日第二
高中、维隆第一高中、莱什诺国际双语高
中、奥利斯尼卡第一高中、耶莱尼亚古拉
第一高中和希维德尼察第一高中。 理工
大学将为下西里西亚科学节内的项目实施
提供支持，保证参与者参与“人才研究”
计划，并将展示学生研究俱乐部实施的项
目。

Gowin：政府要促进可持续发
展，而非停滞不前
2018-07-04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在与TVP Info网站的对话中提
到：“我们的对手是现状防守者。 他们认
为，在波兰的大学里，你不需要改变任何

其他东西来甚至投入更多的钱。 可我们需
要的是更多的葡萄酒，如果只将新葡萄酒
倒入旧的酒窖中，它们终将被浪费。” 副
总理Gowin认为，新的“科学与高等教
育法”旨在提高波兰大学的水平并且防止
人才流失。 他补充说：“为了保护国家
的年轻精英，我们必须改革波兰的大学；
法律的改革方式是为各类大学提供发展机
会。” 根据Gowin的说法，虽然对教育法
案提出了修改，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追求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他指出，政府要做的
是促进可持续发展，而非停滞不前。 更多
信息： https://www.tvp.info/37875226/
gowin-nie-wiem-czy-przekonalem-
prof-pawlowicz

第一届“双重学位”比赛
2018-07-04
随着新学年的开始，几十所波兰大学的学
生将获得将理论课程与商业就业相结合的
新机会。 作为第一届“双重学位”竞赛
的一部分，波兰政府将播发超过1.23亿波
兰兹罗至各波兰大学。 在“双重学位”
竞赛中共提交了84份申请，69份项目获
得了资助资格。 华沙考明斯基大学的项
目在竞赛中获得评分最高，该项目将在研
究生领域的卫生经济和大数据分析领域
以及西里西亚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
械和机械工程领域的研究生双学位中实
施；罗兹理工大学的项目排名第二位，
作为研究生实践设计领域的一部分，学
生们将获得知识和专业经验。获得第三
名的是位于波兹南的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项目将在新专业动物营养和饲料生产
中实行。 更多信息： http://www.ncbr.
gov.pl/fundusze-europejskie/power/
aktualnosci/art,6310,informacja-o-
wynikach-oceny-merytorycznej-w-
konkursie-nr-powr-03-01-00-ip-08-00-
duo18-na-studia-dualne-dotyczace-
opracowania-pro.html

议会通过了科学宪法
2018-07-05
2018年7月3日，议会通过了 “高等教育
和科学法” ，在投票中，233名代表赞

成该法案，195名反对，1名弃权。 现在
科学宪法项目将正式进入参议院。 在完
成议会工作阶段后，将会送往波兰总统
办公室。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Jarosław Gowina的政治内阁负责人Piotr 
Ziółkowski说：“对整个学术界来说，这
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欧洲范围内前所未有
的磋商已经制定了一项将改变波兰科学的
法律。” 议会所采取的改革意味着波兰增
加科学和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这一计划
包括所有具有奖学金制度的博士生，改变
他们的教育模式，更好的保护和新的学术
职业道路以及有效的大学管理的新模式。 
更多信息： http://konstytucjadlanauki.
gov.pl/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
Jacek Cichoń教授被评选为
弗罗茨瓦夫学生最喜欢的讲师
2018-07-05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Jacek Cichoń
教授被评选为成为弗罗茨瓦夫学生在学术
广播Luz比赛中最受欢迎的讲师。广播电
台组织了第二届“讲师杯”公民投票。 弗
罗茨瓦夫所有大学的讲师以及往届获奖者
均可以参加。 理工学院信息和推广部门的
Michał Ciepielski说：“Cichoń教授总
共获得了3089票，这是整个比赛历史上最
好的结果。获得 第二名是来自弗罗茨瓦夫
医科大学的Zygmunt Domagała博士，
获得了2592票，第三名是来自理工学院化
学系的Piotr Drożdżewski ，他获得了1729
票。” Cichoń教授在Luz广播播出期间
说：“我感到非常荣幸自己能够获得这个
奖项，获得学生们的喜欢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但最重要的是我的学生们觉得我也喜
欢喜欢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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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tas学院为媒体和数字教育
举办的课程
2018-07-06
波兰现代基金会和华沙Civitas学院为高中
学生免费组织了媒体和数字教育课程，研
讨会的目的是培养青年人在沟通，合作，
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解决问题以及创新活
动方面的能力。 为期两天的课程将由大
学讲师在Civitas学院总部（华沙文化科
学宫）举行。 第一天将专注于媒体和数
字能力的特定领域：使用信息，媒体环境
中的关系，媒体语言，网络安全，版权和
媒体法，媒体运营的经济方面和数字能
力。 第二天，课程的主题将集中在媒体运
作的法律和经济方面。 课程申请截止日
期为2018年8月1日。 更多信息： http://
edukacjamedia lna.edu.p l/ in fo/
warsztaty/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获得“领导
大学”证书
2018-07-06
西 里 西 亚 理 工 大 学 获 得 了 由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基 金 会 颁 发 的 “ 领 导 大 学 ” 证 书
和“Primus”特别奖；该奖项是在副校
长Janusz Kotowicz教授在华沙举行的
庆祝活动期间颁发的，该奖项与Janusz 
Kotowicz教授的社会经济环境合作。 该
证书证明了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在进行研究
时，教授学生创造力，智力独立性，决策
能力，责任感，沟通能力和自信心；这些
特质有助于在当代社会中发挥领导作用。 
它也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要求，与
社会经济环境的合作以及教学提供的创新
和现代性确认研究生教育。 “Primus”奖
项是特殊授予大学及其组织单位，在认证
程序中获得最高排名分数。

Andrzej Górak教授获得了北
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的优异奖
2018-07-06
来自罗兹理工大学过程工程与环境保护学
院的Andrzej Górak教授获得了北莱茵 - 威
斯特法伦州的优异奖。 Andrzej Górak教
授在一直参与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和波

兰科学单位之间的合作。 Andrzej Górak
教授是化学工程领域的知名和受人尊敬的
科学家，波兰科学的传播者，同时也是国
际合作理念的狂热者。 他特别参与了波兰 
- 德国科学机构和工业单位的合作。

来自热舒夫大学的学生获得了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颁发的钻
石奖学金
2018-07-06
热舒夫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通知
道：“热舒夫大学哲学系硕士二年级学生
BartłomiejKrzych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长颁发的钻石奖学金。” 钻石补助金
是指在科学主管的指导下支持极具天赋的
学生或毕业生领导高水平的科学研究，
从而有机会缩短科学的职业道路。 作为
该计划的一部分，这些资金用于资助由才
华横溢的学生或毕业生进行的研究。 由
BartłomiejKrzych负责申请的项目是关于
Augustine Jakubisiak神父的哲学和神学
思想（1884-1945）的项目；他在80个获
奖项目中获得第12名并获得了18万兹罗提
的资助。 该项目的科学主管是热舒夫大学
的Krzysztof Bochenek教授。

别尔斯克 - 比亚瓦大学参加索
邦大学国际会议
2018-07-06
别尔斯克 - 比亚瓦科技与人文科技大学作
为波兰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大学参加了在
索邦大学举行的致力于发现年轻人才职业
服务日的国际会议 。 来自欧洲各地的130
所大学和合作机构参加的会议为职业办公
室和支持性公司和机构提供了与合作大学
交流经验和了解欧洲支持学生在劳动力市
场发展趋势的机会。 会议由索邦大学和索
邦大学合作伙伴JobTeaser共同组织；迄
今为止，该学院已经为学生和毕业生实施
了欧洲最负盛名的高等教育机构。 该学院
的学生和毕业生是波兰第一个获得平台的
学生和平台，为学生们提供了从职业指导
和工作和实习选择信息。

西里西亚大学邀请各位参加“
草地上的早餐”
2018-07-06
位于卡托维兹的西里西亚大学邀请各位于
7月7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16点前往西里西
亚公园的Rosarium，参加“在西里西亚大
学草地上享用早餐”的活动。 您将能够使
用移动招生平台，解决“焦点”测验并注
册学习。 对于年龄最小的学生，将在儿童
区组织课程，来自生物与环境保护学院的
Piotr Skubała教授为年龄稍大的学生准了
一个题为“树木的秘密生活”的讲座。 该
计划还包括由西里西亚大学学术体育协会
运营的游戏，练习和体育节目。 客人可以
参加中国茶道表演并品尝美食。 在活动的
最后是关于中国语言和习俗的讲座，讲座
结束以后的互动部分将提供学习说一些基
本短语和写选定的汉字 。

易洛魁的友好和甜甜的微笑是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吉祥物概念
竞赛的第一名获胜者的作品
2018-07-09
获奖作品从近100件作品中脱颖而出。 裁
判团评选出的第一名是Łukasz Pawlak、 
第二名是由Dorota Sosnówka设计的
雄峰、第三名是Marta Radziewicz-
Winnicka设计的理工学院。 这些作品根
据四个标准进行评估：信息的可读性，创
新性和独创性，项目的审美价值和促销潜
力。 赢得有吸引力的现金奖励。 第一名获
奖作者将获得3千兹罗提、第二名为1500
兹罗提，第三名500兹罗提的奖金。 比赛
的目的是选择吉祥物的概念及其名称。 吉
祥物主要用于反映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活
动，以激发积极的联想并促进大学所坚持
的价值观。 开发吉祥物概念的技术是任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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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气候现实
项目会议的研究人员
2018-07-09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的代表参加了柏林气候
现实项目组织的国际会议，此次会议的目
的是提请注意全球变暖问题及其经济，环境
和社会后果。 Bożena Ryszawska教授和 
Piotr Szymański教授与该组织的创始人--前
美国副总统及诺贝尔和平奖Al Gore的获奖
者进行了会晤。 他们还获得了“气候现实
领导团”证书。 弗罗茨瓦夫大学是气候现
实项目的第一个波兰合作伙伴。 弗罗茨瓦
夫大学参与了旗舰项目承诺100％ ；这与校
园可再生能源的过渡有关。 这些活动符合
巴黎协议，全球领导人致力于减少碳排放，
开发可再生能源和发展绿色经济。

格但斯克大学将与中国南阳师
范大学合作
2018-07-09
格但斯克大学与中国南阳师范大学签署了
合作协议，合作协议规定了学术人员，
学生，雇员以及联合研究和出版物交流
领域的学术合作问题。 合作协议于中国
代表团访问格但斯克期间由副校长Piotr 
Stepnowski和南阳师范大学副校长阚云
超共同签署， 两所大学之间的未来合作将
集中于让博士生参与这两个机构的创新研
究。 南阳师范大学成立于1907，是中国河
南省十大大学之一，拥有24个研究所和26
个实验室。

克拉科夫国际宇宙学院
2018-07-09
2018年7月8日至22日将在克拉科夫举行第四
届宇宙学校 “宇宙学概论” ，对天体物理
学和宇宙学感兴趣的学生，博士生和学者均
可以参加。 活动的组织者是波兰天文学会、
雅盖隆大学、国家核研究中心、波兰科学院
理论物理中心和凯尔采Jan Kochanowski
大学。 今年会议最重要的议题将是：暗物
质和暗能量、空间网络;、形成星系;、引力
波、多信使天文学家和广义相对论。 更多信
息： http://cosmoschool2018.oa.uj.edu.
pl/index.html

外国人在弗罗茨瓦夫学习波兰
语
2018-07-09
来自28个国家的超过100名外国人参加了
今年在弗罗茨瓦夫大学开设的外国人波兰
语言和文化暑期课程；今年的学生不仅来
自欧洲，还有来自中国，以色列，美国和
泰国。 语言学院院长Marcin Cieński教授
说：“您将在我们学院学习波兰语，虽然
这门语言很复杂且学习起来较为困难，但
是学习语言的乐趣是非常大的。 我们相信
波兰语言学校的员工，同时也希望各位学
习波兰语圆满成功。” 每年约有1,000人
参观弗罗茨瓦夫的课程。 讲师将进行学期
课程，强化暑期课程，远程和点播课程，
波兰语家考试准备课程，以及波兰语预科
课程。

玛丽亚居里斯科沃多夫斯卡大
学学生获得钻石奖学金
2018-07-09
来自卢布林玛丽亚居里斯科沃多夫斯卡大
学的化学系的两名学生荣获了由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旨在为有优秀学术成果的本科生
或研究生提供的“钻石奖学金”奖项。 今
年，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
批准了超过1600万兹罗提的资助项目， “
钻石奖学金” 计划自2012年开始实施，
为年轻科学家提供财务独立，并开辟了更
快的博士学位。 玛丽亚居里斯科沃多夫斯
卡大学的新闻发言人Aneta Adamska报
道，获得奖学金名额的是：Łukasz Baran
的 “固体表面选定分子的计算机模拟”项
目和Paweł Woźnicki的“非手性偶联反应
类型的组合> P（O ）H和环状乙烯基酯和
不对称迈克尔加成 1,2-官能化环己烷的来
源”项目。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的国际
博士研究招生进行中
2018-07-10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正在药学院和实
验 医 学 系 招 聘 医 学 和 制 药 科 学 领 域 的
免费国际博士研究。 这些研究将使医
学 和 制 药 科 学 领 域 的 高 级 专 家 接 受 教

育 ， 准 备 在 国 际 环 境 中 工 作 ， 创 新 主
题 并 使 用 现 代 科 学 中 使 用 的 最 先 进 技
术。 博士课程时长为全日制4年。   更
多信息： https://www.umb.edu.pl/
interdyscyplinarne_miedzynarodowe_
studia_doktoranckie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第一阶段招
生已经结束
2018-07-10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第一阶段招生工作已
经正式结束，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提供超过
50个研究领域，包括4个新领域。 其中有
16个研究领域为英语教学。 今年大学候选
人可以在西里西亚的三个城市里的15个学
院选择50多个专业：格利维采，卡托维兹
和扎布热。 除了高中毕业生的技术专业，
还有其他 教育学，社会学或语言学的三个
专业：英语，西班牙语和德语。 第一次招
生于7月8日星期日结束。 下一次招生将于
7月23日开始。

来自格但斯克的学生在全国生
理学知识竞赛中取得了成功
2018-07-10
来自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学生Małgorzata 
Styczewska赢得了波兹南全国大联合知
识竞赛的个人竞赛。 比赛由波兰生理学
会赞助，此次比赛共有来自9所医学院的
57名学生参加。 在比赛的第一部分，参
与者解决了选择的考验。 在选出12名决
赛选手之后，举行了比赛的第二次测试
部分，问题难度增加。 来自格但斯克大
学的Małgorzata Styczewska，Mikołaj 
Młyński和Izabela Kotlewska在团队比赛
中获得第三名。 9个学生团队的竞赛包括
在使用实践技能的生理知识的模拟场景中
解决临床问题。 经过激烈的战斗，来自波
兹南的学生们从卡托维兹队赢得了对阵球
队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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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Łazarski大学的新专业银
行和投资咨询
2018-07-10
华沙Łazarski大学与华沙银行学院和波兰
欧洲金融规划协会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合
作涉及在2018/2019学年推出两个新专
业：金融和会计领域的银行业务以及经济
学领域的投资咨询。 根据Łazarski大学报
道，两个专业都将以考试结束并可获得著
名的认证的证书。 EFCB 3E欧洲银行业协
会的考试以银行专业为终结，由华沙银行
学院与波兰银行协会合作，根据波兰银行
业资格标准体系进行。 欧洲投资实践考试
将以专业化投资咨询结束，由波兰欧洲金
融规划协会进行。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将创建一个
创新的飞行模拟器
2018-07-11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将开发和构建
创新飞行模拟器的原型。 该项目设法获得
了地平线2020计划的资助，作为研究和创
新人员交流（RISE）资助计划的一部分。 
WrightBroS项目（在RISE飞行模拟器分部
的协作工厂工作）将由自动化，电子和计
算机科学学院的虚拟飞行实验室进行协
调。 理工大学将与来自奥地利的合作伙伴
维也纳的LG Nexera Business Solutions 
AG和斯洛伐克的Trencin的虚拟现实媒体
（专业的飞行模拟器制造商）一起实施。 
模拟器将使用增强现实技术的最新发展，
基于项目中创建的系统来获取和处理关于
服务和维护的专家程序知识。

波兹南医科大学的三名学生获
得了钻石奖学金
2018-07-11
来自波兹南医科大学的三名学生获得了第
七届钻石奖学金。 Julia Suwalska的关
于临床，心理，生活方式和实验室因素在
抑郁症和肥胖症共存中的作用的研究获
得研究支持，项目主管为Dorota Łojko
博士；Greta Sibrecht的关于健康人的
心跳不对称的昼夜节律。 心脏节律的不
对称随着年龄，人体测量指标，身体活

动和性别的项目获得研究支持，项目主
管为Przemysław Guzik教授；Maurycy 
Jankowski 的关于脂肪来源干细胞的初
级育种及其在再生医学中的应用获得了研
究支持，项目主管为Bartosz Kempisty博
士。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犯罪学录取
了20名学生
2018-07-11
根据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数据显示，今年
共有6,145人申请了本科全日制学习和本硕
连读研究；今年的高中毕业生共有28个学
习领域可供选择，总名额为1925人。 报名
经济学的考生为735名，教育学为571人、
法律531人、 语言学英语语言学专业为476
人、犯罪学400人和管理学366人。 就学习
领域报名的志愿者来看，报名犯罪学的人
数最多。 在录取通知名单里，每个专业都
有20名学生被录取。 行政专业录取超过13
名学生，国家安全专业录取了12人。

来自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在波
兰 - 德国比赛中获奖
2018-07-11
华沙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Mikoła j 
Gomółka在年度波兰 - 德国综合奖BDA-
S A R P 竞 赛 决 赛 中 获 得 两 项 荣 誉 之 一 。 
Mikołaj Gomółka获得了“Postcity”文
凭作品的优异成绩。 缩小城市的一个例
子“Bytom”，项目主管为Sławomira 
Gzella教授。 该项目提出了城市人口减少
的现象，并以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介绍了城
市的例子。作品的作者寻找解决问题的方
法，重点是将城市中心，周边地区转变为
花园。 这种方法在密集和繁荣的城市是不
可能的，但对于城市的减少，它可以成为
一个令人鼓舞的命题。

自十月一日起将增长波兰大学
教师工资
2018-07-11
2018年7月5日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通过的法
案规定，波兰大学教授的最低基本工资将
从5390兹罗提增长到6410兹罗提。 6410

兹罗提是最低工资，实际收入将由大学决
定；这项规定不仅适用于公立大学教授，
对私立大学的教授也同样有效。 根据新的
比率，将计算大学讲师的工资，他们的工
资不能低于最低工资也就是6410兹罗提的
50%，大学教授的收入不能低于83％，助
教收入为73%。 目前，在波兰拥有教授头
衔的教授约有10,000名， 其余的教师约为
88,000人。 该规定将于2018年10月1日生
效。

红衣主教大学将6500年前的骨
骼数字化
2018-07-11
华沙红衣主教（UKSW）人文社会科学信
息技术中心将Janisławice的63块骨头进
行数字化。 来自Janisławice的男子是波
兰最古老的人类骨骼，它于1937年在罗兹
地区的Janisławice被发现，根据最新数
据显示，这具骨骼存在了6500多年。 这项
工作由UKSW和3D Master完成。 据华沙
大学报道，在工程中使用了摄影测量和结
构光的3D扫描。 第一阶段包括创建完整
的骨骼3D模型，不仅可以查看可视化，还
可以执行基本测量和测试。 作为进一步工
作的一部分，计划打印3D骨骼并进一步处
理以创建逼真的副本。 这是国家考古博物
馆，华沙红衣主教大学和3D Master公司
的联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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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毕业生获得
了2017年最佳进步硕士论文奖
2018-07-12
西 里 西 亚 理 工 大 学 的 毕 业 生 在 作 为
Progress 3联盟的一部分举行的2017年最
佳进展3硕士论文奖的四个类别中赢得了
五个奖项。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的Nicola 
Rusková在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获得奖
项、来自理工学院的Jakub Bodys在医
疗保健和应用领域的原材料领域赢得了奖
项、Kamila Dydlińska在能源和环境保护
领域获得了奖项、Krzysztof Kubiczek信息
技术和电气工程领域、Paulina Cieśla在
材料研究方面赢得了奖项。 Progres 3联盟
包括来自三个国家的十五所大学，其中成
员有波兰，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 每个
联盟的大学都可以在五个主题类别中的每
一个中提交最多两个参赛作品。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获
得了钻石奖学金
2018-07-12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技术基础问题学
院的Joanna Doskocz和Paweł Holewa
成为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组织的“钻石奖学
金”竞赛的获奖者 Joanna Doskocz的 “
确定脂质聚集体大小对其机械和静电性能
的影响” 项目获得了奖项，她将获得超过
21.6万兹罗提的奖金； Paweł Holewa的 
“研究具有降低表面密度的InAs / InPs的
外延量子点的光学特性，用于光纤量子通
信”项目获得了奖项，他将获得近22万兹
罗提的奖金。 在今年的比赛中，80名学生
代表了人文和社会，自然和医学以及严格
和技术领域参加了竞赛。 获奖者从214名
申请者中选出。 超过1600万兹罗的资金提
将用于继续研究。

近5000名学生报考比亚韦斯托
克理工大学
2018-07-12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全日制招生正式结
束，7个学院的27个研究项目正在等着学生
们的到来。今年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的
招生名额为1609人，有近5000人报考了比

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 今年报考最热门的
学科是IT页，共有592人参加了招生考试、
物流专业报考484人、建筑专业435人、自
动化和机器人专业334人、管理专业318
人、机械工程300人。 今年将于7月12日公
布录取人名单，被录取的学生截止7月17日
需要向学校提交资料。全日制本科和研究
生学习的最终录取名单将于7月27日公布。

参议院的科学宪法
2018-07-12
参议院讨论了上周参议院通过的两项法
案：“高等教育和科学法”和引入“高等
教育和科学法”的法规。 在参议员提交修
改后，他们被派往参议院委员会进一步工
作。 该法案生效后，大量空间专门用于区
域大学的情况。 一些参议员认为，较小的
学术中心“将受到退化”。 副总理兼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就此事
发表了讲话。 他证实，为地区大学提供可
持续发展的条件非常重要。 Gowin说“
这项法律充满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只有
可持续发展不应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相混
淆。” 在他看来，该法案创造了激励机
制，使每所大学都能提高教育质量和开展
科学研究。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代表参加哥
本哈根科学会议
2018-07-12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的Aleksandra Burgiel
教授和Jolanta Zrałek博士参加了在哥本
哈根举行的国际科学会议。 他们介绍了他
们对波兰消费者可持续行为的研究结果。 
她们在会议上提出了“可持续消费感知矩
阵”的演示以及展示了“非所有权和协作
消费作为波兰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可持续
替代品”的海报。 可持续消费研究与行
动倡议与哥本哈根商学院合作举办的“可
持续消费：培育良好实践，迎接21世纪挑
战”会议有200多名学术研究人员和从业人
员参加。

波尼亚奖学金计划
2018-07-13
在 2 0 1 8 年 8 月 1 4 日 之 前 ， 您 可 以 在
2018/2019学年申请波尼亚奖学金计划。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NAWA）计划的目
的是通过让波兰裔年轻人在波兰大学获
得更高的三等奖学金学习条件，提高波兰
语言的知识水平并提高波兰社区的资格水
平。 该奖学金适用于持有波兰人卡、波
兰籍和没有波兰公民身份及波兰永居卡的
人。这包括来自白俄罗斯，乌克兰，保加
利亚，捷克共和国，克罗地亚，马其顿，
摩尔多瓦，立陶宛， 拉脱维亚，爱沙尼
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匈
牙利，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
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
坦，土库曼斯坦，南美洲，中美洲和非洲
国家的居民。 更多信息： https://nawa.
gov.pl/studenci/studenci-zagraniczni/
program-stypendialny-dla-polonii/
ogloszenie

弗罗茨瓦夫五所大学创建了研
究中心--WRoclaw Concept
2018-07-13
弗罗茨瓦夫五所大学的校长共同签署了关
于建立WRoclaw概念研究中心的协议，主
要目的为实施国际研究与发展计划和技术
向经济转移。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是联盟
的领导者，弗罗茨瓦夫大学，生命科学大
学，经济大学和医科大学加入了协议，是
弗罗茨瓦夫和萨克森大学的一项倡议。 该
中心的活动是帮助巩固处理技术开发和创
新的学术环境和机构。 其任务是为实施研
究，开发，实施和教育项目启动，准备和
创造条件。 中心的建立是基于德累斯顿技
术大学和四个德国科学协会建立的科学研
究网络：弗劳恩霍夫，马克斯普朗克，莱
布尼兹和亥姆霍兹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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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理工大学正在实施国
际BIOTRAFO项目
2018-07-13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将与BIOTRAFO项目中
的13个研究单位合作，讨论温度对电力变
压器建设的影响。 项目负责方是西班牙
坎塔布连桑坦德大学。 在BIOTRAFO项目
中，研究人员将分析温度对电力变压器结
构的影响，其中可生物降解的酯用作冷却
液。 还将审查与使用这些因素有关的环境
方面和火灾风险。 研究作为地平线2020
计划的研究和创新人员交流资助计划的一
部分进行，资金来源于来自地平线2020计
划。 项目负责人是来自理工学院环境工程
与动力工程学院的热技术研究所的Jacek 
Smołka教授。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学生
获得钻石奖学金
2018-07-13
来自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七名优秀学
生获得了第七届钻石奖励计划，他们将获
得高达22万兹罗提的研究经费。 获奖学生
是来自生物学院的Joanna Sokołowska
和Mateusz Żmudziński; 来自化学系
的Małgorzata ElżbietaBołt和Dawid 
Marcinkowski; 来自波兰和古典语言学系;
的Agnieszka Aneta Waligóra； 来自物
理系的Karolina Jadwiga Dziadura来自
历史系的Marcin Paweł Mielewczyk。 
在项目实施期间，他们将获得每月最高
2,500兹罗提的报酬，用于实施他们的第一
个独立研究项目，项目将持续12至48个月 
在第七届钻石奖励计划中共选出了80位获
奖者。 “钻石奖学金”每年支持多达100
名最有才华的学生或波兰第一学位的毕业
生。 自第一届计划实施以来，已有近600
人获得奖学金。

来自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的三
名学生获得了钻石奖学金
2018-07-16
来自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的三名学生获得
了钻石奖学金。 在他们的第一个独立研究
项目期间，他们每月将获得2,500波兰兹罗

提的赞助金。 获得奖学金的是来自农业和
生物工程系的Michał Brzoski，他的获奖项
目是研究过程因素对使用人工神经网络的
城市垃圾生产沼气效率的影响、来自食品
和营养科学学院的Paulina Korpys，他的
获奖项目是通过利用多肽的成熟和分泌的
分子工程机制、来自食品科学与营养学院
的Monika Kubiak，她的获奖项目是研究
增强了解脂耶氏酵母非常规细胞中异源蛋
白质的生产，操纵细胞对压力的反应作为
一种策略 在重组酵母非常规酵母细胞解脂
耶氏酵母中增加异源蛋白质的过量产生。

来自华沙中央商学院学院的学
生参加美国Enactus决赛
2018-07-16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会见了华沙中央商学院的一个学
生团队，他们代表波兰参加了Enactus比
赛并且赢得了比赛。 Jarosław Gowin
说：“我们的目标是使波兰科学，我们的
研究成果和波兰科学家在国际舞台上更加
引人注目。 我们非常高兴在科学道路的
开始，即研究，我们的学生参加著名的国
际比赛。” Enactus在全球36个国家（波
兰的14所大学）开展业务，聚集了来自近
1,700所大学的700000个成员。 参加比赛
的大学团队将作为社会责任企业（CSR）
的一部分，面向当地社区实施教育和商业
项目。

西里西亚大学邀请大家参加商
务会议
2018-07-16
西里西亚大学经济合作办公室邀请大家于
7月17日星期二上午 9.30参加商务会议活
动，活动为扫描，建模和3D打印专题。 活
动将在卡托维兹大学校区（二楼，159号
房间）举行。 卡托维兹ScanTech公司与
克拉科夫的CADXPERT专业从事扫描和3D
打印领域的代表宣布参加会议，主要针对
研究主题与建模和3D打印相关问题。 本次
会议是创新+孵化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旨
在支持科学研究和开发工作成果的管理过
程，特别是在商业化领域（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的非竞争性项目）“支持研究管理和

科学单位研发成果的商业化和企业“）。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最受欢迎
的目的科目是计算机科学
2018-07-16
来 自 大 学 信 息 和 推 广 部 门 的 A n d r z e j 
Charytoniuk说：“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大
学的招生系统中有近20,000名考生注册；
候选人可以从16个院系中的61个不同科目
中进行选择。 在第一次招生中有6.3万个
名额。” 最受欢迎的科目是信息技术与管
理学院的英语计算机科学，超过7名学生都
在报考这个专业，电子部门和IT部门的的候
选人为6人。 报考基础技术问题部门的计
算机的学生为6人、报考科学和电子学院的
网络安全为5.82人。去年报考最多的专业
是信息技术，大地测量学，制图学和网络
安全。 目前，在理工学院学习的学生超过
28000人。

报考托伦哥白尼大学的志愿者
为1.8万人
2018-07-17
托伦哥白尼大学全日制本科和研究生招生
第一阶段已经正式结束，今年注册的总人
数为1.8万人次，共报考了6000个不同的研
究方向。 今年报考医学院 的人数为3682人
次、法律系883人次、财务和会计系624人
次、心理学571人次、药学562人次、物理
治疗539人次、英语语言学518人次。最难
申请的专业是医疗指，名额仅为16人以及
英语语言学，名额为7人。 今年有6人申请
物流专业、申请日本文化学和心理学的人
数为6人次、超过5人申请美容，法医生物
学和药学。 最受欢迎的学科是工程计算机
科学和图形学。 来自波兰各地的考生注册
了在线招生系统， 其中来自库亚维 - 波美
拉尼亚、马佐夫舍省、大波兰省、滨海省
和瓦尔米亚马祖里省的人数最多。 更多信
息： www.umk.pl/kandydaci



HIGHER EDUCATION 2018-2019

494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工商管
理硕士课程
2018-07-17
从2018年10月起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管
理工程学院将启动工商管理硕士（MBA）
课程。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这个项目的
实质性合作伙伴是格但斯克管理发展基金
会。 课程主要针对企业所有者，初创公
司，高管，经理，经理，公司员工以及对
该主题感兴趣的任何人。 课程为付费课程
将持续3个学期，课程参与者将每月在会议
上见面一次，同时也会提供在线课程。 更
多信息： https://pb.edu.pl/2018/07/12/
d y p l o m - m b a - n a - p o l i t e c h n i c e -
bialostockiej/

波兰总统签署了关于红衣主教
大学法案的修正案
2018-07-17
Andrzej Duda总统签署了关于华沙红衣主
教大学法案的修正案，这一法案允许在新
的医学院中运行并创建医疗方向。 在签署
仪式上Duda总统说：“这个大学基于基
督教基础，在如何教育年轻人方面尤为重
要。 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欧洲第一所拥有
一个医疗部门并将培训医生的宗教大学。 
大学将以基督教伦理原则为指导，教育那
些关心人类生活的人。“ 参加此次活动的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强调，“红衣主教大学的毕业生不
仅要有杰出的资格，还要有明确的脊柱和
价值体系，人类尊严和人性的秘密这在这
个职业中尤为重要。“

奥波莱大学将与波兰狩猎协会
合作
2018-07-17
奥波莱大学与波兰狩猎协会签署了合作协
议，协议涉及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的形成以
及研究和开发工作的实施。 通过此次合
作，奥波莱大学的学生将在波兰狩猎协会
的畜牧中心实习。 奥波莱大学教育和学生
副校长 Izabella Pisarek教授说：“我们
很高兴能够利用贵组织的经验和知识。 我
们希望我们的学生除了在完成自然科学和

技术学院的森林管理后将获得的理论，还
具备实践技能。” 波兰狩猎协会管理委员
会主席Wojciech Plewka承认他想要改变
大家对“邪恶猎人”的看法，因为猎人的
工作主要是照顾动物及其自然环境，即森
林。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自然中心将
在整个夏季对外开放
2018-07-17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发言人Katarzyna 
Dziedzik通知道：“比亚韦斯托克大学自
然科学中心将于整个夏天校园内对外开
放。 参观者可于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
午3点进行参观，周六上午9点到下午2点
候入场免费。” 自然中心包括9个展厅和
10个常设展览；最大的展览室致力于波兰
东北部的自然环境。 在展厅内可以看到野
牛，驼鹿，鹿，以及狼，獾，浣熊和海狸
以及许多鸟类。 此外在特殊的展厅内大家
可以学习识别220种波兰鸟类及其声音。 
在其他的展厅里，参观者们能够看到：冰
后沉积物，矿物和岩石的化石，以及展示
波德拉谢地区受保护的特色植物，亚热带
海洋动物群，热带节肢动物和极地野生动
物的展览。

伊拉克高野大学是西里西亚科
技大学的新合作伙伴
2018-07-18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伊拉克高野大学达成
了合作协议，合作将主要在教学和研究领
域进行。 两所大学都将参与有助于他们发
展和发展合作的活动和计划。 合同周期
为五年。 理工学院的科学与发展Marek 
Pawełczyk教授在签署文件时强调：“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多年来一直与伊拉克大
学合作，我希望那些在西里西亚理工大学
提高技能然后回国的伊拉克学生将会传播
一个关于我们大学的好话并运用他们的知
识，这也是我们长期合作的开始。”

格但斯克大学生物学院获
得“2018年领导大学”证书
2018-07-18
格但斯克大学生物学院获得“2018年领导
大学”称号和“最高学习质量”奖，这代
表着大学实施了最先进，最原始，最现代
和最有效的系统，以确保教育质量和鼓励
学术教学的创新。 第8届国家高等教育认
证项目“2018年领导大学”的颁奖典礼在
华沙举行。 在此期间，大学的校长及代表
领取了针对高教学质量及根据劳动力市场
所展开研究而颁发的证书。 对大学的评估
基于POLON系统，国家系统监测，波兰认
证委员会，中央统计局和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的信息。

波兰科学基金会授予荣誉奖学金
2018-07-18
波 兰 科 学 基 金 会 授 予 来 自 日 内 瓦 大 学
的Caterina Tarlazzi博士荣誉Leszek 
Kołakowski奖学金，金额为十万紫罗提。 
基金会通知：“奖学金的目标是为那些在
学术生涯对中世纪和现代思想（截止1939
年）和哲学史上杰出成就的学者致敬。” 
Caterina Tarlazzi博士专注于中世纪哲学
的历史，她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普遍性问题
上，特别强调了Piotr Abelard的思想。 在
科学研究中，她将对逻辑和形而上学的兴
趣与寻找未发表的手稿的来源和对文本的
批评相结合。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经济、管
理和旅游学院获得荣誉称号
2018-07-18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的经济，管理和旅游
学院获得了“Jelenia Góra市的优异奖”
和下西里西亚省的金色荣誉徽章。 学术和
教学工作人员是国家机构或机构任命的众
多专家小组的成员，开展下西里西亚相关
的活动：制定该地区公社，城市和地区的
发展战略，下西里西亚企业的修复计划，
城市和公社的地方振兴计划以及项目可行
性研究。 该学院的研究和教学人员的研
究成果被用于下西里西亚的经济和社会现
实。



495

华沙大学首次招生结果
2018-07-18
在华沙大学今年的招生系统中共有30000
注册本科学习及本硕连读学习，其中在招
生系统注册的人数为51000人次。 根据华
沙大学公布的数据，报考经济、金融、投
资和会计、IT和计量经济学的人数最多，共
计2.9万人；管理人数为2.4万人; 财务、会
计和保险为2.2万人; 心理学为2.1万人; 英
语语言学为2千人。注册日本文学的为25
人，韩国研究为22人。 经济学和管理学在
招生中也很受欢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跨
部门专业化报考人数为22人; 新闻和媒体
研究公共关系和媒体营销为19人；汉学研
究为18人。 共有16人注册了医学化学的新
方向，这是一门跨学科的工程研究，涵盖
化学领域的知识，研究涉及到医学，生物
学，制药和相关科学的选定问题。 该课程
将与华沙医科大学合作开设。

墨西哥为外国人提供的奖学金
2018-07-18
墨西哥政府通过墨西哥国际合作促进发展
局（AMEXCID）邀请波兰的候选人前往
墨西哥进行学习。 根据合作协议，墨西哥
将于2019年3月向波兰公民提供七项奖学
金， 墨西哥奖学金计划面向有兴趣获得专
业，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以及开展科学研
究的人士。 申请文件提交截止于2018年8
月31日。 更多信息： https://nawa.gov.
pl/studenci/studenci-polscy/oferta-
wyjazdowa/70-menu/menu-glowne/
studenci/studenci-polscy/oferta-
wyjazdowa/526-meksyk

国家科学中心将为博士生提供
1500万兹罗提奖学金
2018-07-19
国家科学中心（NCN）将为开始研究的
博士分配近1500万兹罗提，这谢人全部由
ETIUDA竞赛选出。 据国家科学中心报道， 
355名年轻研究人员申请了补助项目，其中
147人将获得资助。作为ETIUDA计划的一
部分，准备博士论文的人员将获得没有4.5
万兹罗提的奖学金 此外，比赛的获胜者还

可以在他们选择的外国研究中心实习。 为
了支付与国外逗留相关的费用，他们可以
获得每月9000兹罗提的补助金。 NCN主
任Zbigniew Błocki强调，国家科学中心
这样做是为了提高科学家的流动性，这是
国家科学中心一开始就确定的优先事项之
一，而ETIUDA竞赛则是为了激励年轻一
代研究人员。 更多信息： https://www.
ncn.gov.pl/konkursy/wyniki/2018-07-
17-etiuda6  

拉多姆科技与人文大学开始招生
2018-07-19
今年有超过2,00人希望在拉多姆的技术与
人文科学大学学习，其中申请医疗专业的
人数高达1500人。 拉多姆学校的医疗专业
成立仅仅两年；该领域的技术与人文科学
大学为全日制学习准备了90个名额，为非
全日制学习准备了40个名额。 课程将在健
康科学和体育学院进行。 拉多姆大学计划
为医学院建立一个研究和教学中心，并为
物理治疗，生理学和微生物学准备新的实
验室。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习
新领域--- IT经理
2018-07-19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招聘研究生新课程IT经理
已经正式开始招生，新课程的目标为提供
IT管理领域的管理知识。 这些研究针对的
是考虑进一步开发和推广的IT专家，新IT经
理，IT以外部门的经理，希望成为IT部门经
理的人员以及寻求新灵感并希望学习新趋
势的当前IT经理。 新课程将主要在IT系统的
维护和操作，软件开发，团队管理，项目
管理，项目产品转移到维护和IT成本管理方
面获得知识。 课程将由IT行业的从业者运
营，他们在软件开发，维护和IT项目方面拥
有多年的经验。

波兹南经济大学的学生是产品
创造者
2018-07-19
波 兹 南 经 济 大 学 的 学 生 与 波 兰 小 青 蛙
（Żabka Polska）公司一起实施了“产品

向导”项目。 七个学生团队开发了技术和
市场概念，以及来自即食和零食类别的创
新食品原型。 该项目由波兹南经济大学和
生命科学大学的学生参加；项目的想法结
合了专业性，非常好的市场契合度，完全
的技术准备和高度创新。 在同类产品中采
用全新方法的解决方案仅在两个月内由主
要由一年级学生组成的团队开发 在最后的
作品展示中，项目的作者已经授予公司使
用项目的权力，项目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
完善，作者将参与公司内部的实施过程。

西里西亚大学与卡托维兹的区
域教师培训中心合作
2018-07-20
西里西亚大学与卡托维兹的区域教师培
训中心“WOM”签署了教学和科学合作
协议。 合作协议将协助教师为“PTO”
学生准备和开设课程，支持他们提高专
业资格并参与在大学进行的选定学术活
动。 根据协议，学生将有机会参加中心组
织的培训活动。 此外，合作开启了教师
和参与者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这些研究和
组织活动促进了大学的教育。 教育和学
生副校长 Ryszard Koziołe教授代表大学
和“WOM”中心的 Anna Zakrzewska-
Zamora 局长签署了合同。

AGH理工大学的科学家研发出
在房间内使用自然光的方法
2018-07-20
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出一种
在通过在房间内使用自然光从而帮助大家
节省电费的方法。 设备由能源和燃料学院
的Paweł Wajss设计；球形定日镜能够将
阳光带到房间内部。除了负责反射太阳光
的平面镜子之外，还有一种机构可以将设
备设置在正确的方向，从而不断照亮黑暗
的厨房或走廊。 这种方案还解决了房间位
置不佳，窗户较小或被其他物体遮挡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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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学生在“学
生发明家”竞赛中获奖
2018-07-23
由波兰专利局赞助的第8届 “学生发明
家”全国比赛正式结束，来自格但斯克理
工大学化学系的Zuzanna Bielan与机械系
的Adam Dąbrowski在竞赛中获得了由凯
尔采理工大学校长颁发的奖项，该文凭由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颁发。 Zuzanna Bielan
获得分层磁性光催化剂的项目获得了奖
项， 获得凯尔采理工大学校长特别奖的是
Adam Dąbrowski测量测试表面热通量波
动的方法。 凯尔采理工大学校长还为格但
斯克理工大学的学生颁发了“大学生参加
全国竞赛文凭”，这是一种塑造创新文化
和传播学术青年环境中知识产权保护理念
的一种表达方式。

在华沙大学进行的高科学学科
2018-07-23
上海排名咨询公司已公布今年的大学行业
名单，华沙大学有十个科学学科出现在排
名列表中。 在华沙大学进行的10项科学学
科中排名最高的是由数学和物理学：第51-
75 名；政治学、生态学、心理学、经济学
排名第201-300名； 计算机工程排名于第
301-400名；化学、地球科学和材料工程
排名第401-500名。 华沙大学科学副校长
Maciej Duszczyk强调，这些结果对于大
学来说是个好消息，并且在排名的总体结
果出现之前预后良好，排名结果将于8月中
旬发布。 上海全球学术排名是根据54个科
学学科评估的国际大学名单，其中包括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医学科学、工程学以
及生命科学。 今年的排名有来自世界各地
的四千所不同的学府；最顶尖的职位是来
自美国的大学，其中最好的是哈佛大学。

波兹南大学获得了“领导大
学”称号
2018-07-23
在第8届全国高等学校竞争和认证项目“
领导大学”中，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教
育学院获得了社会领袖证书和非凡的“最
高质量研究”。 该证书确认该大学开展研

究，教授学生创造力，智力独立性，决策
技能，责任感，沟通技巧，自信心和其他
有助于在当代社会和国家中发挥领导作用
的特征。证书证实该大学开展教学，教学
生创造力，智力独立性， 能够做出决策，
责任，沟通技巧，自信和其他有助于在当
代社会和国家中发挥领导作用的特征。 教
育学院还通过实施旨在提供高质量教育的
最先进，现代和创新的解决方案，作为一
个在教育市场上脱颖而出的组织单位，获
得了非凡的“最高质量研究”。

2018/2019学年医学研究的更
多名额
2018-07-23
2018年7月19日卫生部条例生效，增加了
2018/2019学年医学研究的学额；医疗领
域的名额将达到7846人次。 根据条例的生
效，人数增幅最大的为波兰语教学的全日
制硕士研究，名额将增加至4678人。 卫
生部通知，这一法案改变的目的是通过逐
渐增加医学和牙科学院的学生人数来消除
波兰卫生服务部门的人员短缺的现况。 更
多信息： http://www.rynekzdrowia.pl/
Plik/150872.html

阿尔及尔国立理工学院的研究
人员访问西里西亚大学
2018-07-23
来自阿尔及利亚国立科学院的科学家访问
了位于卡托维兹的西里西亚大学，此次访
问谈及了将来双方建立合作的可能性。 双
方之间的合作可以促进在科学成就、专
利、甚至波兰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经济合作
的实施和发展。阿尔及利亚国立科学院的
科学家们正计划使用生物方法来净化和富
集磷酸盐矿石。 西里西亚大学生物学家打
算开展的解决方案是开发环保方法，从磷
矿石中去除镉。 第一项工作已经开始实
施；项目由Hakim Rabia硕士，阿尔及利
亚理工大学学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学
金计划优化研究方法的获奖者负责。

超过400,000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
工大学学生的钻石补助计划的
2018-07-23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基础技术问题学
院的Joanna Doskocz和Paweł Holewa
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颁发的钻石奖学
金。 Paweł Holewa 的 “用于光纤量子通
信的应用中具有降低表面密度的InAs / InP
外延量子点的光学特性研究” 项目获得了
奖项，他将获得收近22万兹罗提的项目补
助资金。 Joanna Doskocz的 “测定脂质
聚集体大小对其机械和静电性能的影响”
项目获得了奖项，她将获得超过21.6万兹
罗提的项目研究资金。 第一届“钻石奖学
金”于2012年颁发；在今年的第七届比赛
中，获奖者从214名年轻科学家中选出；他
们将获得超过1600万兹罗提的项目补助资
金。

副总理Gowin参加卢布林会议
2018-07-23
副总理间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参与了对卢布林、波德拉谢、喀尔
巴阡山和圣十字省大学科学活动质量的评
估会议，会议专门讨论新科学质量评估问
题的会议，评估将在卢布林玛丽亚居里斯
科沃多夫斯卡大学进行。 副总理Gowin在
会议期间强调，评估个人科学活动的基本
变化是整个大学在特定学科的科学活动将
受到评估。 Gowin补充说：“由于这些变
化，一所大学的学术成就将与其他大学或
研究所的历史学家的成就，特定大学的成
就以及其他研究中心聘用的律师的成就进
行比较。 未来的评估将比目前的评估更加
公正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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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波兰语言文化暑
期学校
2018-07-24
来自近30个国家的近250人将参加由西里
西亚大学波兰语言文化学院组织的第二十
七届波兰语言文化暑期学校。 课程将于
8月1日正式开始。 课程时长为一个月，
学员们除了学习语言之外还将参加关于历
史、文学、艺术、文化、社会和经济变
化，波兰政治局势以及我国在国际舞台上
的形象的讲座及研讨会。 课程计划包括
语言游戏和游戏，诗歌会议，演出，音乐
会，西里西亚盛宴。 今年的学生中有来自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波兰共和国参议院和
该大学合作大学的学生；来自北京理工大
学和重庆西南大学的学生为40多人。

超过一万人注册华沙生命科学
大学
2018-07-24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SGGW）第一阶段
的招生工作已经正式结束，第二批招生
将持续至8月中旬。 在本科及本硕连读的
38个不同科目中共选出3500候选人；今
年共有一万人注册申请华沙生命科学大学
（SGGW）。 与去年的情况相同，财务
和会计的科目是是今年招生中受欢迎的科
目，学校有120个名额，有1147人在同时
申请，这意味着有将近10名候选人争夺一
个名额。其他较受欢迎的申请科目为：营
养学，物流，旅游，兽医，IT和生物技术。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正在招生
2018-07-25
今年在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注册的考生
共有7500人，最后实际录取的人数为1100
人。 今年的数据表明，在牙科专业共有19
个人在争取同一个名额，医科大学的其他
院系也非常受欢迎：营养学，医学分析，
美容和物理治疗。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
的费全日制招生仍然在进行中，今年大学
给出的名额为180人。今年8月，大学的助
产科将开始正式招生。

华沙拉扎尔斯基大学提供神经
语言治疗学
2018-07-25
华沙拉扎尔斯基大学研究生专业增加了
新的科目：神经学和早期儿童教育；招
生将持续到9月30日。 这项研究的目的
是 为 学 生 提 供 神 经 外 科 领 域 的 实 用 技
能，知识和工具，这是独立诊断和神经
外 科 治 疗 所 必 需 的 。 在 涉 及 神 经 外 科
和 早 期 发 展 支 持 方 面 的 专 家 时 ， 劳 动
力 市 场 需 求 的 增 长 决 定 了 新 方 向 的 推
出。 研究课程将持续三个学期，包括讲
座，研讨会，练习和实习。 在毕业之
后学生们将在语言治疗或在这一领域工
作。 更多信息： https://www.lazarski.
pl/pl/oferta/studia-podyplomowe/
akademia-skutecznej-komunikacji/
n e u r o l o g o p e d i a - i - w c z e s n e -
wspomaganie-rozwoju-dziecka/

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
学的双重研究
2018-07-25
位于琴斯托霍瓦的人文与自然科学大学外
国语学院的“商业德语”本科的双学位学
习将正式开始。 双学位学习课程：B2级德
语Wirtschaftsdeutsch和商务英语。 学生
们将学习在国际集团工作的原则，了解其
他民族的文化，并且由于在工作场所进行
了为期三个月的带薪实习，也将了解公司
运作的特殊性。 学生们毕业后将在国际企
业、业务流程外包中心、会计领域、于国
际合作公司、行政单位和机构等工作岗位
工作。

科沙林科技大学将建立一个研
究中心
2018-07-25
科沙林理工大学技术与教育学院将建立表
面工程，工艺设计和模拟以及振动声学研
究的研究和实施中心；计划中心将于2019
年底建成。 研究中心启动后实施的创新
将有助于扩大该大学在表面处理领域的研
究和服务，包括热，化学和等离子处理，
以及电机，木工和家具行业的平均简化。 

理工学院科学与发展副校长  Eng.Witold 
Gulbiński教授强调到：“我们正在加强我
们的研发中心，以加强与行业的合作。 我
们投资的工具将扩展我们的服务范围。 我
们将能够更好地专注于表面特性的研究。 
这是一个开发更硬，更耐用和耐磨损涂层
的机会。 ”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员获得了
西里西亚省荣誉徽章
2018-07-25
西里西亚大学语言学院比较文学系主任
Zbigniew Kadłubek教授获得了西里西亚
省优异奖的金徽章。 Zbigniew Kadłubek
教授是古典文献学家，散文家和比较文学
家。 他还是西里西亚古老和当代文化的素
描和书籍的作者，同时也是散文“圣美狄
亚”和地理小说“法多”的作者。 他2008
年的小说“罗马来信”（西里西亚民族文
学中的书信小说）即将在舞台上呈现给大
家。 西里西亚省的荣誉徽章主要颁发给为
该省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的个人或机构，地方政府单位，企业家和
组织。

副总理Gowin谈到了一项新的
评估
2018-07-25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在与华沙大学的
学术界会晤时提到：“新的评估将不再包
括编写具有通常无法比拟的概况的院系，
而是将在大学或研究所内的学科内进行。 
因此，它将比现在更加公平和可靠。” 根
据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提供的信息，这是一
系列专门讨论新评价原则的会议。 教育部
在华沙会议上由副部长Piotr Müller和科学
部主任Aleksander Dańda代表。 Müller
补充道：“我们假设研究和教学职位的学
术教师将被要求在4年内提交最多4项最重
要的科学成就。我们更喜欢4篇好文章，而
不是20篇水平参差不齐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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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ELZAB投
注上市公司合作
2018-07-25
格 利 维 采 的 西 里 西 亚 理 工 大 学 与 投 注
ELZAB S.A建立了合作关系；将在实施研
究，开发，实施和生产工作和项目以及开
发解决方案的商业化方面展开研究。 合
作将主要涉及与脉冲泵和其他医疗电子设
备，机电一体化和动力设备以及电动汽车
相关的项目，特别是对于充电站和制氢
站。

来自亚洲的学生将在奥波莱夏
季大学提高英语水平
2018-07-26
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和吉
尔吉斯斯坦的学生参加了奥波莱夏季大学
的课程。 他们将在夏季课程里学习英语
并了解波兰和欧洲的历史。 共有60名学
生来自合作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西南大
学和中国大连语言大学以及印度尼西亚
Brawijaya大学。 学生们将在三个星期内
集中练习英语，并且将分组进行跨文化能
力和沟通，学术英语文学学习。 晚上将计
划进行艺术和文化活动，并在周末前往弗
罗茨瓦夫，克拉科夫和欧洲各国首都。

热舒夫理工大学将与庆尚国立
大学合作
2018-07-26
热舒夫理工大学与韩国庆尚国立大学签署
了合作协议。 合作将涉及作为联合开发的
研究项目和教授，学术人员和学生以及出
版物和科学材料交流的一部分进行的科学
研究。 根据热舒夫理工大学报道，两所大
学之间有许多合作领域，但最重要的是在
航空领域的合作。 热舒夫大学Grzegorz 
Ostasz教授说：“我们希望这项协议是进
行联合科学研究，经验交流，联合研究补
助金和学生交流的第一步。” 庆尚国立大
学成立于1948年，在生物科学，航空和机
械系统以及纳米技术方面最为擅长。

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
学项目获得了100万波兰兹罗
提资金
2018-07-26
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学的“创新
技术和现代材料领域的双重研究”项目获
得了超过100万兹罗提的项目资金。 项目
的主要目标是修改课程并实施符合潜在雇
主和未来雇员期望的双重实践研究。 大学
希望通过实施替代教育计划来实现这一目
标；同时以大学开展的教学课程和雇主开
展的实践课程的形式实现。 项目成果将提
高第一周期学生在创新技术和现代材料领
域进行的虚拟样机或设计和工业设计专业
的独特能力。

国家学术交流中心邀请波兰大
学参加推广会
2018-07-27
国家学术交流局（NAWA）与外交部和
外交使团一起提供机会在世界各地的教
育展览会期间，在联合准备的展台上推
广波兰大学的教育。 对此兴趣的大学可
以参加秋季在韩国，新加坡，阿塞拜疆，
印度尼西亚，秘鲁和厄瓜多尔举办的展览
会。 国家学术交流中心的活动“准备，学
习，GO！ 波兰“从今年开始一直是欧洲
研究项目的一部分，项目由欧盟委员会负
责。 作为活动的一部分，国家学术交流局
邀请波兰各大学参加九月份在印度、十月
份在中国以及十一月份在乌克兰举行的推
广会。 更多信息： https://nawa.gov.pl/
promocja-i-targi/targi

华沙医科大学的国际项目将提
高护理科的教学质量
2018-07-27
华沙医科大学健康科学学院教学系获得了
补助资金，资金将用于实施Erasumus+计
划下的“高等教育的战略伙伴关系，合作
促进创新和良好做法”项目。 华沙医科
大学将与自欧洲的五所大学开展合作：西
班牙穆尔西亚大学、摩德纳大学和意大利
雷焦艾米利亚大学实施“为欧洲护理课程

提供循证实践的教学开放和创新工具包”
项目，希腊 克里特岛技术教育学院、捷
克Ostravska大学和斯洛文尼亚Angela 
Boskin医疗保健学院。 该项目的主要目标
是在临床实践中使用科学证据方面提高护
生的教育质量；计划于2018年9月正式开
始并持续三年。

西里西亚大学的项目在“年轻
探索者大学”竞赛中获得资助
2018-07-27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了在“业务计划
知识教育发展”下的“年轻探索大学”竞
赛中共同资助的项目清单；西里西亚大学
将实施11个项目 。 这些项目的目的是制
定教育方案，并为6至16岁的儿童和青少年
实施教学活动；有助于激发他们的认知好
奇心，激发智力，价值和社会发展，激发
创造性思维，培养兴趣和激情，促进创新
文化，熟悉学术环境和大学，作为科学观
察现实和围绕中心融入当地社区的场所学
者。 “年轻探索者大学”竞赛对公立和非
公立大学开放，这些大学必须具备确保儿
童和青少年获得关键能力和普遍技能的项
目。

来自美国的学生参加Civitas学
院的课程
2018-07-27
Civitas学院的为美工学生提供的暑期学校
课程即将结束；2018年5月至7月，来自美
国的60名学生参观了华沙大学。 学生们参
加了有关安全，网络犯罪和文化多样性的
课程；来美国的客人在参观博物馆和文化
机构期间也获得了有关波兰文化和历史的
知识。 他们参加了音乐会并访问了克拉科
夫。 此外，他们还了解了柏林 “冷战”历
史。 大多数课程的参与者已经返回美国。 
11名学生继续在华沙参加华沙起义博物
馆，犹太历史研究所和恐怖主义研究中心
（Collegium Civitas）的实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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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大学参加第二届学生研究
比赛
2018-07-27
第二届学生助学金竞赛中获奖项目的题
是：双酚A和壬基酚对增殖和基因表达
的影响、pop-petinism，石墨烯的银钯
双金属系统、欧洲新的空间战略、来自
Makonde人的艺术家对雕塑的感知。 罗
兹大学的学生向第二届学生研究竞赛提
交的81个研究项目获得了赞助，总金额
为27万兹罗提。 罗兹大学学生获得的助
学金是鼓励进一步的科学工作，并准备申
请各种机构的资助计划的资金。 更多信
息： http://www.studenckiegranty.uni.
lodz.pl/

拉多姆科技与人文大学的新研
究生课程：3D打印
2018-07-30
拉多姆技术与人文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与
拉多姆创新与技术中心合作计划以将开
展新的研究生课程：3D打印。 研究将从
2018/2019新学年开始，他们的参与者将
为支持制造零件的构造，根据零件的使用
选择材料，使用3D打印实施制造工艺，几
何测量以及制造的机器零件的机械性能测
试做好准备 在拉多姆创新和技术中心，参
与者将学习3D打印设备操作监督的原则，
生产管理，工作协调，评估结果，以及计
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的有效使用原则。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斯科沃多夫
斯卡对第一阶段招生结果表示
满意
2018-07-30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斯科沃多夫斯卡大学
（UMCS）第一阶段的招生工作已经结
束，大学方对第一阶段的招生结果表示
满意。 UMCS新闻办公室的Katarzyna 
Skałecka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招
生结果感到满意；我们欢迎广大的外国学
生来我们学校学习。我们已经扩大了对英
语学习科目范围，并通过创建新的实用专
业来加强可用的专业。” 在今年的招生

中，下列的科目最受学生欢迎：财务和会
计、法律、心理学、英语、物流、内部安
全、IT和经济学。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的为双
重学位研究
2018-07-30
在比得哥什卡齐米日大学的新学年推出了
新的学科领域：双重学位研究。 国家研究
与发展中心已经为新学科拨款250万兹罗提
的研究资金。 第一个项目涉及再社会化教
育学的方向，学生们能够利用有偿实习来
扩展他们的专业能力；实习将与大学的教
育交替进行，从第3学期开始，学生将选择
其中一个实习地点并且在导师的照料下进
行实习课程，每周两天。 第二个项目涉及
人文学科，专业研究和游戏设计；项目将
涵盖一个本科学习周期。 学生将在游戏企
业中获得超过12个月的带薪实习机会。 这
是波兰首次提供游戏设计双重研究。

什切青滨海省医科大学的综合
开发项目Progressio已经启动
2018-07-30
滨 海 省 医 科 大 学 的 综 合 开 发 项 目
Progressio已经正式启动，项目将由1927
名学生，100名行政和行政人员以及2名教
职员工参与。 项目的目的是通过扩大与经
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需求相对应的教育
机会来发展大学，并通过支持组织变革和
提高员工能力来改善大学的运作。 项目将
包括医学，医学和牙科学生，医学分析，
生物技术，护理，物理治疗，美容和营养
学，以及护理专业的专业课程和考察访
问，管理和行政人员培训以及教学人员实
习。 项目还计划购买IT系统来管理大学并
聘请职业顾问。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自动水
下机器人将前往圣地亚哥
2018-07-30
理 工 学 院 信 息 和 推 广 部 门 的 M i c h a ł 
Ciepielski说：“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
生已经建造了一个机器人，将参加美国著
名的机器人潜艇RoboSub竞赛。” 项目

的战略合作伙伴是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
机器人的底座由铝制框架和层压板制成；
机器配有一个抓手、4个摄像头、7个发动
机、以及专门的位置传感器。 机器人还配
有压力和泄漏传感器，能够发出最小的湿
度信号。 美国领先的理工大学加州理工学
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团队将参加圣地亚哥
的RoboSub竞赛。本次活动的主题将是一
个赌场，机器人必须执行难度加大的七项
任务。所有比赛将在深度为3至约15米的水
池中进行。

中国吉林大学与热舒夫大学微
电子与纳米技术中心成为合作
伙伴
2018-07-30
热舒夫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说：“
热舒夫大学与中国吉林大学签署了合作协
议；我们注重热舒夫大学微电子和纳米技
术中心与吉林大学国际现代科学中心之间
的合作。” 除了在相互交流经验，教学和
教学人员的双方流动性或科学会议的共同
组织方面的标准合作范围之外，协议还包
括与实施联合研究项目有关的具体要点。 
作为波兰 - 中国倡议基金会的一部分， 该
项目涉及非线性完全介电拓扑结构（超材
料）。

西里西亚大学区域知识研究生
课程
2018-07-30
西里西亚大学语言学系与省政府、上西里
西亚的协会共同组织了为期两个学期的跨
学科研究生课程。 研究课程面向对西里西
亚文化特别感兴趣的人群，毕业生将获得
在学校和文化机构开展区域教育课程的能
力。 他们还将具备在学术课程和研讨会课
程中使用有效和有吸引力的方法和教育形
式的能力。 计划包括在西里西亚的重要地
方进行练习，访问城市，并了解那些了解
该地区知识的人。 因此，毕业生将准备扮
演区域教育领导者的角色，创建与西里西
亚知识相关的原创课程，区域课程和其他
形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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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üller副部长支持大学实施科
学和高等教育改革
2018-07-30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Müller在
接受法律杂志的采访时说：“在总统签
署科学法的那一天，我们将致函高等教
育机构描述改革的内容，时间安排以及
大学在实施方面的重要性。” Müller副
部长宣布，从9月中旬开始将对大学管理
人员进行培训。 还计划进行专题培训，
并将于9月中旬发布改革手册。 培训包
含应该引入哪些更改的信息，日期，当
前和未来状态之间的差异。 Müller补
充道：“我们还致力于各大学之间的团
队合作，并切创造大学法规。” 更多
信息： http://www.gazetaprawna.
pl/amp/1190542,wiceminister-m-
l l e r - o - u s t a w i e - 2 - 0 - o d c h o d z i m y -
o d - p u n k t o w a n i a - s a m e j - l i c z b y -
profesorow-wywiad.html?

华沙生态与管理学院新院系
2018-07-31
从2018年10月起，华沙生态与管理学院
的研究生课程将增加三个新的院系：文化
管理学院，独立医学协调员和绘画。 文化
管理学院的主要目标是为学生提供必要的
理论知识和一套实用技能，以监督文化机
构的活动和管理文化机构。 独立医学协
调员将针对以下院系的研究毕业生进行研
究：公共卫生，护理，医疗急救。课程旨
在帮助毕业生准备管理医疗机构的文件分
发，并解决作为国家卫生基金一部分提供
的服务。 绘画是针对希望改进绘画和绘
画研讨会的文化和教育机构的艺术教师和
教师的研究。   更多信息： http://www.
wseiz.pl/pl/dla-kandydata/studia-
podyplomowe

托伦大学的社会创新
2018-07-31
托 伦 哥 白 尼 大 学 青 年 特 别 顾 问 特 殊
教 育 协 会 的 成 员 获 得 了 实 施 社 会 创
新“生活挑战”的资助。 来自教
育科学学院的Celina Kamecka-

Antczak、Anna Nowak、Anna 
Pawlak、Mateusz Szafrański、Krystyna 
Popowska、Sandra Wojtas和Klaudia 
Wos获得了项目资金，资金将用于创建棋
盘游戏测试，将作为特殊学校中患有重度
智力残疾的学生开启性教育课程的工作。
补助金将持续发放七个月，期间年轻科学
家可以参加科学研究和许多专业培训。 该
补助金将作为“人力资源创新 - 支持从属
人员护理服务领域微型创新发展”项目的
一部分，由欧洲社会基金共同资助。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
与波兰ARRK Shapers合作
2018-07-31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与波兰ARRK 
Shapers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将联
合开展研究，分析，促进创新和实施工
作，特别是在咨询，研究和科学，设计和
建筑工作领域，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和产
品，以及设计协调和实施联合研究和项
目。 波兰ARRK Shapers是波兰最大、拥
有最现代化车间的公司；公司拥有270多名
员工，员工大部分毕业于比得哥什技术与
生命科学大学（UTP）。他们擅长用于汽
车工业的高批量注塑模具的生产，并且为
丰田，捷豹，梅赛德斯，宝马或保时捷等
制造保险杠，仪表板，门板。

什切青理工大学将添置近900
万兹罗提的设备
2018-07-31
什切青理工大学截至2019年底完成建造测
量实验室焊接工厂，耗资近900万兹罗提。
新的实验室将发展科学和研究造船，海
上，能源和转运领域等结合在一起。 计量
实验室将丰富用于测量结构和大型机器的
动态特性的设备，IT基础设施，用于诊断和
控制机器的设备，例如便携式机器和用于
新复合材料的强度和实用性测试的技术。 
大学焊接工厂用于焊接工艺热变形循环的
现代仿真系统，系统将评估用于焊接的技
术和材料。现代设备最终将放置于机械工
程和机电一体化部门。

锡隆纳葛拉大学可再生能源中
心在生态战略项目中被提名
2018-07-31
锡隆纳葛拉大学可再生能源中心在2018生
态战略项目中被提名，生态战略项目的特
点是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寻求经济的创新解
决方案。 生态战略项目旨在奖励注重自然
环境的公司和机构。 生态战略项目是一个
全国性的形象计划，面向能源部门和公共
机构中处理环境保护的公司；计划的发起
人是波兰创业机构。提名可再生能源中心
的基础是能源部门研究和开发领域的众多
活动，以及与科学界的积极合作。 颁奖仪
式将于9月24日至25日举行的第六届波兰
企业家大会期间在波兹南国际博览会上举
行。

格但斯克大学计算机科学研究
所的建设工作已经开始
2018-07-31
格但斯克大学数学，物理和计算机科学学
院的扩建工作已经开始，其中将建立一个
现代化的计算机科学研究所。 格但斯克大
学获得了2014 – 2020滨海省区域业务计划
项目实施的资金。 大学新闻发言人Beata 
Czechowska-Derkacz博士说：“计算
机科学研究所的新大楼将是一幢现代化的
五层建筑，有一个地下楼层和四个地上楼
层。 将有研讨会和计算机室，礼堂，教学
和研究室以及办公室和社交室；建筑将适
应残疾人的需求 。” 新设施将连接到数
学，物理和计算机科学学院的现有建筑，
计划于2020年底完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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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的项目被
评为教育活动竞赛中最佳项目
2018-07-31
国家计划署宣布了Erasmus+计划下的 
“2018年与伙伴国家的大学学生和雇员的
学习流动性”竞赛结果；参加竞赛的有来
自全国各地的129所大学。 比亚韦斯托克
理工大学提交的应用被评估为最佳项目。 
同时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也获得了80万
欧元的项目资金，近260名来自欧盟及非欧
盟大学的学生将能够前往比亚韦斯托克理
工大学并且参加项目。 项目计划包括学生
和大学工作人员，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
提议与来自36个国家的合作大学合作。 参
与计划者可以从俄罗斯及塞尔维亚的交流
中获益。 更多信息： http://erasmusplus.
org.pl/wp-content/uploads/2018/07/
komunikat_wyniki_selekcji_KA107-
2018.pdf

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最受欢迎
的专业：兽医和生物美容学
2018-08-01
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今年的招生系统显
示，有六千人申请注册了该大学；大学
今年的全日制学习名额为1810人。 今年
最受欢迎的研究领域是兽医学，共有9个
候选人在同时申请一个名额；生物美容
学也很受欢迎，这是生命科学大学新推
出的一个学科，共有7个候选人在同时申
请一个名额。在营养师和动物行为专家
领 域 共 有 4 个 人 在 同 时 申 请 一 个 名 额 。 
更多信息： http://www.up.lublin.pl/
glowna/?form=default&rid=15515

哥白尼大学科学家获得奖学金
2018-08-01
波 兰 科 学 院 将 L a n c k o r o n s k i 基 金 会 和
Brzezia Lanckoroński基金会的奖学金颁发
给来自托伦大学的研究人员。 获奖名单为：
• 来 自 英 语 语 言 学 系 和 英 国 文 学 系 的
Mirosława Buchcholt教授的“亨利詹姆
斯故事中的艺术与艺术家”项目
• 来 自 教 育 科 学 学 院 的 D o r o t a 
Grabowska-Pieńkosz博士的教育学会项目

•来自历史科学学院的Krzysztof Kania博士对
August Zaleski的生活进行的科学研究项目
•来自大学图书馆的Karol Kłodziński博士
研究了罗马帝国早期省级政府中奴隶和自
由民的活动;
•来自科学学院的Szymon Olszaniec
教授、Waldemar Rezmer教授和来自
历史科学学院军事史系的Aleksander 
Smoliński教授对古代晚期/中世纪早期罗马
政府的研究项目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5546

弗罗茨瓦夫大学蜜蜂节
2018-08-01
弗罗茨瓦夫大学植物园邀请各位于8月5日
上午10点参加蜜蜂节，活动包括关于蜜蜂
和集市的故事以及以蜜蜂为主角的户外游
戏。 活动旨在展示如何帮助蜜蜂，为此，
植物园组织了一场以蜜蜂为主角的野外游
戏，为昆虫建造房屋的工作坊以及切割苦
木的示范。专家将讨论授粉过程的进展情
况，蜜蜂与蜜蜂的不同之处，蜜蜂消失的
原因是什么，如何帮助传粉媒介以及哪些
特性有不同的蜂蜜。 活动的组织方说：“
策划此次活动是要呼吁大家多多关心一下
我们国度的昆虫，我们国家有85%的农作
物属于虫媒花（有利于昆虫传粉的作物）
如果它们不适合蜜蜂，这些植物将不再继
续种植。 与此同时，蜜蜂正处于危险之
中； 波兰约有470种昆虫，其中有多达222
只濒临灭绝 。”

在热舒夫信息技术与管理大学
的双重研究课程--旅游业务
2018-08-01
热舒夫信息技术和管理大学于2018年10月
启动了旅游业务研究课程，课程将与企业
家共同开展。 技术与管理大学医学院院长
Krzysztof Szpara博士接受采访谈到：“
新的课程计划已经与从业者进行了协商并
且是针对旅游业；课程的实施不仅是在课
堂上，还有进行实践。在几乎一半的教学
时间内。学生们将与雇主直接接触。 此
外，大部分课程的实施将直接在具体工作

岗位的公司中进行，这为学生们在研究
期间获得工作经验提供了独特的机会”
。 更多信息： https://kandydaci.wsiz.
rzeszow.pl/pl/studia-i-stopnia/biznes-
turystyczny/#opis-kierunku

欧洲首个区块链技术法研究课程
2018-08-01
华沙拉扎尔斯基大学的区块链技术法研究
生课程已经开始正式招生。 拉扎尔斯基大
学的区块链法课程是欧洲第一个致力于区
块链技术法律方面的研究生课程。 课程的
目标是为学生提供有关在这个市场上运营
的法律、税务顾问和企业家所面临的挑战
的实用知识。 课程还面向检察官，律师，
法律顾问，公共行政代表以及所有想要获
得专业知识的人。 课程的主题涉及到以下
内容：比特币、数字代币、智能合约、税
收，法规、犯罪行为、 以太坊和其他加密
货币。 更多信息： https://www.lazarski.
pl/pl/oferta/studia-podyplomowe/
akademia-praktykow-prawa/prawo-
technologi-blockchain/

欧盟委员会认同波兰科学和高
等教育改革
2018-08-01
欧盟研究科学和创新专员Carlos Moedas
在波兰欧盟研究计划国家联络点20周年之
际写道：“波兰当局对正在进行的关于欧
洲研究和创新的辩论是非常有价值的”。 
Moedas专员表示：“目前实施的重要科
学改革宪法考虑到了波兰当局根据2020地
平线政策的要求所进行的国际互助评估的
主要建议”。 Carlos Moedas认为，改革
应该增加波兰科学的开放性，为知识流动
创造有利条件，提高教学质量，改善研究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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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大学实施由波兰科学基
金会资助的项目
2018-08-01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AMU）的四个
项目在由波兰科学基金会组织的TEAM和
TEAM-TECH比赛中获胜。 获得的项目资
金总额超过1,450万兹罗提。 在TEAM类
别中，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三个项目
获得了赞助资金；其中两个是在生物学院
进行的：由 Krzysztof Sobczak 负责的 “
基于RNA的发病机制与三核苷酸重复的
扩展 ，机制和治疗策略”项目、由Piotr 
Ziółkowski 博士负责的 “鉴定影响植物减
数分裂重组的染色质因子” 项目和由来
自现代语言学院的Ulrich Timme Kragha
博士负责的“最重要的历史思维概念”项
目。 在TEAM-TECH类别中，获奖者是波兹
南科技园UAM基金会的“新植物抗性诱导
剂及其作为保护植物免受病原体侵害的创
新方法的用途”项目。

波兰总统签署科学宪法
2018-08-02
2018年8月1日波兰总统Andrzej Duda签
署了 “科学宪法” 及其介绍性条款，这是
对高等教育的一场全面改革。 宪法大力支
持大学的运作，对融资和科学事业发生了
重大变化。 “科学宪法”将取代现行的四
项规范高等教育和科学领域的法律：高等
教育法、科学融资法、学位法与学术称号
法以及学生贷款法。 新法案将于2018年10
月1日起生效。

红衣主教大学建立体育中心
2018-08-02
红衣主教大学（UKSW）的体育中心将于
2020年在华沙正式开始使用， 建造体育大
学的资金来源于体育和旅游部体育发展基
金以及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体育中心计划
建设三层楼，体育中心将包括一个面积为
56米x 38米的场地；场地支持各种团队比
赛：手球，排球，篮球和羽毛球。 此外，
还有体育俱乐部会所，大厅内设有运动，
有氧，体重，健身和美食室。 一楼设有
226人的观众席。 建造这个体育中心的预
算为2000万兹罗提。

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
学的新研究领域
2018-08-02
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学的的新
研究领域是学前教育和全校教育，新领
域的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习将需要3年时
间。 新学习领域的学生将获了必要的理
论和实践准备，以完成幼儿园教师和小学
I-III级的职业。 了解学前和学龄期儿童的
发育规律和教育过程并且具有一定的社交
能力，能够与教师，家长和社会环境合
作。 与孩子，父母和同事的关系中具有沟
通性，直接性和专业性。 学生毕业以后
可以在学前教育机构，小学学前部门，学
前教育的替代形式和小学1-3年级工作。 
更多信息： http://www.ujd.edu.pl/
news/view/edukacja-przedszkolna-i-
wczesnoszkolna-ruszya-rekrutacja-na-
nowy-kierunek-studiow  

克拉科夫学院的RODO研究学习
2018-08-02
克拉科夫Andrzej Frycz Modrzewski学院引
入了一个新的研究生课程：通用数据保护条
例（RODO）的风险管理和信息安全及变
更。 课程的目的是为实施数据保护主管的信
息安全人员，包括网络安全人员提供专业知
识；这些研究以便在信息安全领域进行审计
和风险分析，并实践数据保护主管或网络安
全代理。 课程将由从业人员，专家和专家与
波兰内部控制研究所合作进行。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生态博士
2018-08-02
Halina Urbańska-Kozłowska博士的研究
主要目标是限制过滤器冲洗过程中使用的
水量并确定洗涤剂再利用的条件；这些工
程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和市政供水和污
水处理企业进行。 项目将在理工学院环境
工程学院的Małgorzata Wolska博士的
监管下进行，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水损失，
保护水资源，降低生产成本，甚至降低公
寓的水费。 在波兰文献中没有关于多次分
析管理洗涤剂的可能性及其组成的明确信
息。 如果项目实施成功，发明将不仅仅
局限于弗罗茨瓦夫的水生产厂，而且还将
用于制定其他企业。   更多信息： http://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jak-zmnie j s zyc-zuzyc ie-wody-w-
oczyszczalniach-10939.html

锡隆纳葛拉大学与基辅国立大
学签订合作协议
2018-08-03
锡隆纳葛拉大学与国立大学结束 塔拉斯
舍甫琴科在基辅 - 哲学和政治科学领域的
双重合作协议。 该文件由两所大学的校长
签署：Tadeusz Kuczyński教授和Leonid 
Hubersky教授。 双重合作课程适用于两
所大学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来自基辅大
学的学生将能够在最后两个学期来到锡隆
纳葛拉大学许欸，并使用波兰语和乌克兰
语完成硕士论文。 来自锡隆纳葛拉的学生
同样也可以去基辅大学交换两个学期并且
用乌克兰语或英语的硕士论文。 该计划的
实施将由两所大学创建的波兰 - 乌克兰人
文研究中心负责，目前招生工作已经正式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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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UWERTURA比赛已确认
2018-08-03
国家科学中心（NCN）已确认了第二届
UWERTURA比赛，大约21名研究人员在实
施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资助的外国科学团
队实习，其中8人被选中。 UWERTURA旨
在支持波兰研究人员申请欧洲基金并增加
他们对欧洲研究理事会（ERC）竞赛。 该
竞赛对至少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开放，
他们已经开展了由国家科学中心资助的研
究项目。 获奖者将在实施ERC拨款的外国
科学团队中实习，并在18个月内返回后，
他们将准备并向该组织提交他们自己的拨
款申请。 更多信息： https://www.ncn.
gov.pl/konkursy/wyniki/2018-07-31-
uwertura2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的双重研究
2018-08-03
波兹南的生命科学大学的双重研究学习将
正式开始， 2018/19学年将开始招收第一
批学生。 双重研究课程最先开始的学科
是动物营养方向，接下来木材技术和农业
综合企业和新的方向将在2019/20学年推
出。 研究计划将提供大量课程，从业人员
和具有专业经验的学术教师将覆盖近230名
学生。 每个人都将获得带薪实习的机会。 
开设具有实际特色的新课程有助于人力资
源的准备，满足劳动力市场，经济和社会
的需求。 最重要的是加强与主要雇主的合
作，以实现双向研究。  

什切青大学启动跨学科高级研究
2018-08-03
“跨学科高级研究” 是什切青大学的新提
议项目，将作为 “大学2.0 - 职业区” 项
目的一部分实施。 项目目的是利用大学
的学术和教学潜力，教育社会和经济生活
的领导者，准备好解决问题，解决方案需
要使用来自许多学科的信息。 新研究的每
个参与者将同时参加研究生的两个选定课
程，并在两位导师的监督下开展跨学科研
究项目。 同项目会受到研究金融支持，一
些项目提供的机构解决方案中获益“的2.0
大学 - 职业生涯区”。 更多信息： http://
interstudia.usz.edu.pl

热舒夫理工大学化学系成为
ChemHR计划合作伙伴
2018-08-03
热舒夫理工大学化学系已成为ChemHR计
划的合作伙伴，计划的目的是通过组织一
系列工业研讨会来加强化学工业的人员教
育体系。 研讨会的讲师是在化学领域最大
的公司工作的经验丰富的专家。 研讨会主
题将涉及与物流，分销，生产和化学品贸
易有关的问题。 此外，ChemHR计划还可
以扩展实习和学生实习机会。 根据热舒夫
理工大学报道，该计划的组织者和发起者
是波兰化学工业商会，它汇集并代表了波
兰化工行业最重要的实体。 除了热舒夫理
工大学化学系外，科学合作伙伴还有：华
沙理工大学，普沃茨克分校，华沙理工大
学管理学院和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化学系。

锡隆纳葛拉大学拥有超过20年
的双文凭教学经验
2018-08-06
锡隆纳葛拉大学拥有超过二十年的双文凭
教学经验，目前大学的最新合作伙伴是基
辅塔拉斯舍甫琴科国立大学。 双学位领
域的合作始于综合外国研究，计算机科
学，电气工程和自动化系并且Technische 
Hochschule Mittelhessen  应用科学大
学（前身为Fachhochschule Giessen-
Friedberg）一起合作。 目前加入双文凭
教学计划的大学有：爱沙尼亚塔林技术大
学，利沃夫理工学院和维尔纽斯技术大
学。 2012年，格利维采的西里西亚理工大
学也加入了教学计划，所有加入计划的大
学建立了中东欧大学网络（CUCEE）。  

来自中国的学生参加哥白尼大
学夏季陶瓷修复课程
2018-08-06
托伦哥白尼大学美术学院的第一季陶瓷修
复暑期课程正在进行，来自中国北京联合
大学的学生将参加有关艺术史，欧洲陶
瓷，材料科学，研究方法和物质破坏基本
问题的讲座。 在学校的夏季课程中，学生
们将学习陶瓷保护修复程序的基本方法以
及练习：净化，海水淡化，消毒，强化，

填充蛀牙和牙釉质。 他们还可以通过对各
种原始陶瓷物品进行保护工作来测试他们
的实践技能。 周末学生们将在托伦和格
但斯克参加案例研究课程，以及参观纪念
碑和博物馆，参加音乐会，展览和户外活
动。

比得哥什大学“万花筒科学2.0
年轻探险家”项目获得了50万
兹罗提
2018-08-06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的 “万花筒科学2.0
年轻探险家”获得了50万兹罗提的项目紫
金，项目将于2018年8月开始实施。 该项
目主要是为库亚瓦滨海省农村地区的学生
组织讲习班和课程，建立大学与社会环境
之间的合作机制。 大学宣布将组建一系列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
和德语课程；学生们将参加“探索大学”
训练营和教育和社会能力发展课程。 所有
课程都将由大学的学术和教学人员进行。 
他们将使用支持学习和记忆过程：多媒
体演示，演示，实验，现场工作和团队合
作。

弗罗茨瓦夫大学与波兰莱布尼
兹学会合作
2018-08-06
弗 罗 茨 瓦 夫 大 学 与 波 兰 莱 布 尼 兹 协 会
（Societas Leibnitiana Polonorum）签
署了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的目的是与研
究和传播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遗产
有关的密切科学和组织合作，包括哲学、
心理理论、法律、数学、逻辑学、神学、
工程学、信息技术、考古学、政治学、植
物学和动物学。 合作协议旨在促进莱布
尼茨遗产的国内和国际研究，并宣传其
科学成就；目前与协会合作的代表是弗
罗茨瓦夫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 Robert 
Wiszniowski教授。 波兰莱布尼兹学会汇
集了来自以下大学的研究人员：弗罗茨瓦
夫、华沙、格但斯克和罗兹以及波兹南的
密茨凯维奇大学和克拉科夫的Ignatianum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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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盖隆大学化学系将创建创新
技术实验室
2018-08-06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化学系将建立一个创
新技术实验室，计划将在两年内添置最现
代化的实验设备；资金来源于2014 - 2020
小波兰省地区运营计划。 根据雅盖隆大
学报道：“创新技术实验室的设计为现代
且极具功能性，在建筑上有意义的钢筋混
凝土支柱实验室将连接到化学学院的现有
建筑。 在它的一侧将有一个门，可以使
用旋转起重机将材料和设备直接带到实验
室。” 新大楼将在2020/2021学年投入使
用，项目的总价值近3000万兹罗提。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物理系将实
施由国家科学中心赞助的项目
2018-08-06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通知道：“波兰科学院分子物理
研究所的Michał Matczak博士将在比亚
韦斯托克大学的磁学物理系进行研究，他
获得了超过90万兹罗提的项目资金；项目
资金由国家科学中心的SONATINA 2竞赛
共同出资。” 科学家将研究可用于使用
skyrmions构建磁性质量存储器和逻辑系统
材料的磁性； Skyrmions是非常小尺寸的
磁性准粒子，可以获得高信息存储密度。 
SONATINA是面向获得博士学位三年以内
的科学家们的竞赛；在第二届比赛中，共
提交了154份申请，其中45名科学研究人
员将获得资助。

Gowin：感谢各位的评价
2018-08-06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在推特上写道：“我要感谢与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合作的广泛学术界所付出的
努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科学宪法最终
通过总统同意并且签署了该项法律；我也
要感谢各位对于科学宪法所提出的不同的
意见并且保证在与学术界的对话中将继续
实施这项伟大的改革。” 科学宪法支持并
遵循改革，其中包括：科学与高等教育主
要委员会，国家博士代表与学生会，公立

职业学校校长会议，中小公立学术大学网
络，波兰学术学校校长会议， 艺术大学校
长会议，学术大学校长区域会议，独立学
生会，全国工业创新组织雇主协会，企业
家和雇主协会。

格但斯克大学与中国开展合作
2018-08-06
大学发言人Beata Czechowska-Derkacz
博士通知道： “格但斯克大学将与中国的
14所大学开展合作，在中国的两所大学开
办孔子学院和波兰语文学专业。” 格但
斯克大学合作的中国大学有：中国青年政
治学院，上海政法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外国语大学，哈尔滨大学，江苏大学等。 
合作的领域为：法律和行政、经济学、管
理学、社会科学、语言学、历史和化学学
院。 合作包括学术人员和学生的交流，科
学项目，会议，研讨会，座谈会和促进中
国文化和语言的活动。 格但斯克大学与中
国青年政治学院一起在哈尔滨大学和广州
大学开设孔子学院和波兰语文学。

谢德尔采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大学的双文凭研究
2018-08-07
在谢德尔采新的工程技术流程领域招生正
在进行，将在科学学院进行为期三年半的
本科工程学双文凭研究。 根据谢德尔采
自然科学与人文学院开设的课程，所有在
2018/2019学年开始学习的学生都将参加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 “立即需要练习的
工程师！”项目，他们将在整个学习期间
获得实习机会。 工程技术过程是结合计算
机科学，建筑，材料工程和生产工程知识
的跨学科研究。学习计划与谢德尔采最大
的雇主合作创建，学生可以在那里实习。

华沙大学组织的组织的科学家
竞赛
2018-08-07
华沙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为华沙大学的研究
人员组织竞赛，他们希望为其企业的商业
化获得资金支持。 来自华沙大学的科学
家和博士生以及成员为大学员工的研究团

队可以参加比赛，第一个涉及实施前的工
作，第二个是分拆公司的想法。 根据华沙
大学的说法，有些奖学金可达4万兹罗提用
于实施前的工作，最高可达2万兹罗提创建
分拆公司。 竞赛作为智能发展运营计划资
助的创新孵化器+科学和高等教育部计划
的一部分进行。 更多信息： http://www.
uott.uw.edu.pl/60-000-zl-na-prace-
przedwdrozeniowe-i-lub-zalozenia-
spolki-spin-off/

欧洲大学改善学生运动员的双
重职业计划
2018-08-07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通知：“葡萄牙科
英布拉校长会议成员签署了关于学生运动
员双重职业计划的协议， 新法规旨在改善
科学和体育事业的建设。” 该协议由欧
洲大学校长和欧洲大学体育协会签署，旨
在帮助高等教育机构发展其科学和体育事
业。向学生展示追求双重职业的可能性，
调整规则，以便提供学习和培训的机会，
促进最佳培训条件，提供最佳培训师和获
得最佳教育和健康服务。 协议于欧洲最大
的大学体育赛事欧洲大学运动会科英布拉
2018年签署的。

波兹南大学分子与理论生物学
院课程
2018-08-07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今年推出了分子与
理论生物学学院课程，来自波兰，白俄
罗斯，克罗地亚，西班牙，摩尔多瓦，德
国，俄罗斯和英国以及菲律宾和美国的82
名高中生参加了此项活动。 大学进化生
物学实验室负责人Jacek Radwan教授
说：“在课堂上，参与者在杰出科学家的
指导下实施项目。学校的想法主要是让学
生参与科学研究，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
进行。 每位参与者可以独立选择一个想与
之合作的专家团队 ”。 课程由约100名讲
师进行，他们是来自哈佛大学 、波兹南密
茨凯维奇大学、爱丁堡大学和莫斯科国立
大学的科学家，大学工作人员，博士生和
负责项目组织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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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兹大学正在审查贷款和担
保基金
2018-08-08
罗兹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正在对波兰的贷
款和担保基金市场进行研究。 由国家科学
中心的OPUS资助的“融资贷款和担保基
金运作”项目旨在确定波兰担保和贷款资
金的财务独立程度。 作为研究的一部分，
罗兹的科学家打算进行一系列的分析，调
查。 如果被剥夺了欧盟计划共同融资的可
能性，进行的研究将允许确定贷款和担保
基金是否能够在当前甚至更高的水平上运
作。

来自伊朗的博士生正在格但斯
克理工大学研究农药污染食品
2018-08-08
Mansoure Kermani是伊朗伊斯法罕技
术大学准备分析化学的博士生， 她作为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化学系分析化学系实习
的一部分进行的研究可能创造突破性方法
来检测威胁水和食物中人类健康的物质。 
Mansoure Kermani博士开始研究纳米结
构吸附剂的制备，用于研究伊斯法罕家庭
理工学院环境中农药的存在。 在格但斯克
实施的项目涉及在SMPE技术（微萃取至固
定相）中制备吸附材料，用于分离环境保
护所必需的化合物。 这些吸附剂将是基于
多孔二氧化硅和具有不同性质的离子液体
的组合的混合材料。

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正致力于
创造酸奶替代品
2018-08-08
华沙理工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学生正致力
于创造一种基于小米的酸奶替代品；该产
品将成为本地市场上使用椰子，小米和豆
浆且比酸奶更便宜的替代品。 华沙理工大
学化学系的“Herbion”科学角的学生们
专注于用谷物原料制作酸奶。 他们之所以
选择小米，是因为它具有许多有价值的特
性，并且不含麸质。 这也意味着患有乳糖
不耐症的人群可以吃这种酸奶且小米很便
宜也容易获得；此外，植物奶替代品的其
中不会存在乳糖和胆固醇。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展览
2018-08-08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说道：“直至2018年8月底，可
以可以在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生物学研究所
看到两个展览。 第一个展览将介绍在大
学员工照片中永生化的波德拉谢河谷的性
质。 第二个展览将讲述在地球上生命的故
事。” 第一个展览上展出的大多数照片都
是在过去三十年中在Narew和Biebrza的
沼泽和泥泞小路上创作的； 第二个展览
是“地球上的生命，历史概述”展示了从
寒武纪时代即古生代最古老的时期直至晚
更新世，在过去的200万年中地球上几次巨
大的冰川作用时期的动植物群的发展。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五个学院进
行演练
2018-08-08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五个学院得到了积
极的评价并且进入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组织的实施演习竞赛的第二阶段。 从
2018/2019学年开始，可以申请全日制
博士学位的资金且教育将与博士生的雇
主合作进行。 这笔资金可以用在共同资
助使用研究基础设施的成本，以实施博
士生的研究，以及在博士研究期间为博
士提供奖学金资金，提供奖学金时长不
超过4年。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341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第二轮招生
2018-08-09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本科全日制学习第二
轮招生将于8月16日开始并持续到2018年
9月14日，研究生第二轮招生将于8月22
日开始。 根据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发言人
Katarzyna Dziedzik提供的信息，目前大
学共有9个科目可供选择：历史，东方研
究，哲学和伦理，文化研究，电子商务，
环境保护，IT和计量经济学，数学和物理。 

在研究生学习的第二轮招生中将在7个科
目扩展招生：哲学，波兰语文学，文化研
究，社会工作，法医和司法化学，数学和
物理。线上注册将于8月22日开始，并将于
9月14日结束（法医和司法化学除外，招生
截止至9月19日）。

“智能电网的开发与运营”最
佳硕士论文竞赛
2018-08-09
Tauron 上市公司邀请电力工程，电气工
程，能源，电子，自动化和机器人，电
信，计算机科学和机电一体化的毕业生参
加2017/2018学年第五届最佳硕士论文比
赛。 今年比赛的主题是“智能电网的开
发和运营”，今年竞赛获得者将得到一万
兹罗提的奖金。 竞赛申请日期截止2018
年10月15日。 更多信息： www.tauron-
dystrybucja.pl/konkurs

来自锡隆纳葛拉大学的
Andrzej Nowak教授是Isaacs
的获奖者之一
2018-08-09
来自锡隆纳葛拉大学的数学，计算机科学
和计量经济学系的Andrzej Nowak教授和
Georges Zaccour教授（HEC蒙特利尔，
加拿大）因其对理论和动态游戏的使用做
出杰出贡献而获得Isaacs颁发的奖项。 
Rufus Isaacs在1950-70创建了差分游戏
理论的基础知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项
由国际动态游戏协会委员会每两年颁发一
次。 协会的目标是促进和普及动态游戏的
理论和应用，并传播科学信息。协会通过
组织专题讨论会，研讨会和出版具有高科
学标准的杂志来实现这些目标。 Andrzej 
Nowak教授的研究课题是决策过程和随机
博弈，最优经济增长理论和资本最佳利用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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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舒夫理工大学用新飞机培训
飞行员
2018-08-09
喀尔巴阡山省省长为航空教育大学提供了
35万兹罗提的教育补贴，用于教学和科
学基础的现代化。 根据热舒夫大学提供
的信息，这项支持将用于购买一架新飞
机用于培训飞行学员。 空中训练中心的
计划包括购买“Piper”PA-28 Arrow飞
机，该飞机将用于飞行员的专业训练，这
将是学院的第三架此类飞机。 目前已经
存在的飞机包括：七架“Tampico”TB 
– 9、两架“Piper”PA - 28 Arrow、
三架“Piper”PA - 34 Seneca V、五
架“Liberty”XL-2和一架ZLIN - 242L。 热
舒夫理工大学目前正在培训112名飞行学
员，在毕业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以立
即在航空公司就业。

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
学青年发明家学院
2018-08-09
位于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学邀请
各位参加“青年发明家学院”项目，项目
旨在拓宽儿童和青少年创造性思维和创新
思维的视野。 项目面向10-16岁对自然科
学和精确科学的世界着迷的年轻人，与会
者将有机会参加科普讲座，独立设计和生
物学，化学，物理和技术领域的实验。 组
织方还准备了为期一天的教育之旅，并有
机会在青年发明家论坛上展示自己的成
就。 课程将于8月20日至30日在大学数
学与自然科学学院的建设中进行；地址： 
Armii Krajowej 13/15。 参与课程条件为
父母提交青少年参加课程申请文件。 更多
信息： http://www.power.ajd.czest.pl/
amw.html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博士生是
ETIUDA竞赛获胜者
2018-08-09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生态经济系博士生
Mariusz Maziarz成为ETIUDA 6竞赛的39
名获奖者之一，竞赛奖金金额近7万5千兹
罗提。 2016年，他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并且获得了奖学金， 
同年赢得了由国家科学中心资助研究项目
PRELUDIUM竞赛，他还是 “金融伦理学” 
竞赛的第一名获奖者。 ETIUDA 6竞赛内的
研究经费由各种科学学科的代表申请，申
请多达152份。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研究员获
得了德国学术交流服务协会
（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奖学金
2018-08-09
来自格但斯克医科大学肾脏病学，移植学
和内科学主席Zbigniew Heleniak博士获
得了德国学术交流服务协会（DAAD）颁
发的为期三个月的奖学金。 DAAD是德国
的大学协会，主要任务是支持德国大学国
际化和国际学术交流；协会授予个人奖学
金，资助团体旅行和将德国科学家委派给
外国大学。 在具体项目的框架内为德国和
外国大学之间的合作分配了大量的财政资
源，用于支持德国大学国际化的项目，以
及为国外的院系，中心和大学提供资金。

罗兹大学是第二届MINIATURA
比赛的领导者
2018-08-10
来自罗兹大学的年轻科学家是由国家科学
中心组织的第二届MINIATURA比赛获奖最
多的科学家们。 在这一届的MINIATURE
比赛中，罗兹大学的5个项目获得了赞助
资金。托伦斯哥白尼大学的三项项目和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的两项项目分别获得了
项目赞助资金。 罗兹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Szymon Wiśniewski博士的提案获得了3万
5千兹罗提的项目赞助资金，他将研究罗兹
居民的行为如何因周日的贸易限制而发生
变化。

弗罗茨瓦夫大学七名博士生参
加ETIUDA比赛
2018-08-10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七名博士生获得了由国
家科学中心颁发的第六届ETIUDA比赛的奖

金，奖金共75万兹罗提。 获得项目赞助资
金的是：
1. Paweł Szadkowski博士的 “17世纪西
班牙社会的退伍军人”
2. Kingi Winnickiej 博士的 “造骨追溯到青
铜时代早期的个人物品：物质性和意义”
3. Wojciech Ula博士的 “语言理论到政
治实践，从诠释学角度审议”
4. Agnieszka Sabiniewicz博士的 “嗅觉
记忆认知和个性相关”
5. Patrycja Brzdąk博士的 “基质金属蛋白
酶在小鼠的海马CA1区的形成长期突触可
塑性和神经元兴奋性网络的作用”
6. Anna Kocyły博士的 “Zn2 +离子相互
作用的特性，优化和应用”
7. Krzysztof Sornata博士的“在选定的社
会和经济问题背景下的应用算法”
 

平均2,51名候选人在申请一个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的名额
2018-08-10
根据卡托维兹经济大学提供的信息，在今
年的全日制本科招生中共有3821名候选人
在招生注册，相比去年增加了269人。 大
学本科名额为1525人，这意味着平均2,51
名候选人在申请一个名额。 大多数候选人
报考了财务和会计专业，最难被录取的专
业是物流工程，平均有6个候选人在共同申
请一个名额。与去年招生相比，大学在今
年提高了招生门槛；平均要求增加了32个
百分点。 经济大学校长Robert Tomanek
教授说：“由于对我们研究的兴趣日益增
加以及所采用的提高教育质量的政策，我
们提高了对候选人的要求，因此我们的录
取分数同样也提高了。 一个好的候选人不
仅是一个好的学生，他的毕业文凭也会更
加的有分量。” 更多信息： https://www.
ue.katowice.pl/no_cache/uczelnia/
aktualnosci/art icle/ue-katowice-
stawia-na-jakosc.html



507

哥白尼大学是司法部竞赛的获
胜者之一
2018-08-10
托伦哥白尼大学教育学系是司法部致力于
打击犯罪原因竞赛的获胜者之一，奖项是
作为对“歌曲之路”实施项目的补助。 项
目的目标是防止人们走上犯罪的道路，并
提出与法律冲突时的代替方案。 如与暴力
团伙进行预防性会谈、为边缘青少年举行
的音乐班、基督教音乐会和由托伦歌曲节
的少年志愿者创建的小组。 作为项目的一
部分，展示了一个名为“宽恕”的事件，
事件为女性被判犯有危害生命和健康罪的
故事。项目的核心为预防犯罪和打击犯罪
分子。

普沃茨克国立高等职业学校的
特殊教育学
2018-08-10
普沃茨克国立高等职业学校（PWSZ）接受
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决定，将在人文和
社会科学学院开展“特殊教育学”领域的
本科教学。 新领域的研究计划提供了为患
有发育和功能障碍和功能障碍的人设计和
实施教学和治疗活动，特别是智力残疾和
自闭症谱系障碍。

华沙医科大学将测试创新的远
程医疗设备
2018-08-10
华 沙 医 科 大 学 与 总 部 位 于 克 拉 科 夫 的
MedApp公司签署了合作意向书，该公司
承担了侵入式心脏病学和电生理学领域现
有合作的发展, 通过合作协议，医科大学
将获得新的创新技术设施。 根据 “Rynek 
Zdrowia”杂志报道，华沙医科大学的研
究人员和学生将获得创新的远程医疗设
备，并对其进行独立测试。 根据他们的建
议MedApp将开发其产品的功能，最终提
供可用于完整临床实践的产品。 华沙医科
大学是MedApp合作伙伴中的另一个科学
单位，除华沙医科大学之外，MedApp还
与雅盖隆大学医学院有着合作关系。

什切青市长为学生提供奖学金
2018-08-10
什切青市的大学生、高中生、技术人员和
最佳毕业生均可获得什切青市长颁发的教
育奖学金；通过这种方式，什切青市市希
望鼓励年轻的人才在什切青的公立大学学
习，并为区域业务做好准备。奖学金计划
作为“学术什切青”的一部分实施。 计划
的目的是防止人才流失，并帮助获得合格
的区域业务人员。 基金还旨在建立什切
青公立大学的声望，促进教育，提高竞争
力，加速当地企业家的经济发展。

华沙开放大学新课程
2018-08-13
华沙开放大学的课程招生已经正式开始，
大学准备了280多个课程提案，其中近80
个为新课程提案。 开放大学课程是一次与
各科学领域的优秀专家会面的机会。开放
大学推荐“人类心灵的绳索，第二部分”
，课程由著名的心理学专家讲授：Andrzej 
Depko教授、Jacek Santorski教
授、Dorota Zawadzka教授和Bogdan 
Wojciszke教授。 为新闻媒体爱好者专门
提供的课程为“来自厨房媒体的第四种力
量”，课程将有助于理解媒体领域的信
息流动机制。 更多信息： https://www.
uo.uw.edu.pl/kursy

格但斯克大学将与格但斯克港
口合作
2018-08-13
格但斯克大学发言人Beata Czechowska-
Derkacz博士宣布道：“我们双方将在学
生实习，研究和开发项目以及培训和会
议，以及知识转移和研究成果的商业化等
方面进行合作。” 合作协议将对优秀学生
以及在大学的学术和教学人员的专业知识
和经验领域进行培训。 合作领域还包括研
究和开发项目以及与海洋经济相关的科学
研究支持并且组织联合科学会议和专题讨
论会。 该合作协议是大学与公立机构，企
业和组织合作的另一项举措，其中大学将
提供其科学研究和组织潜力。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两名博士
生赢得了ETIUDA竞赛
2018-08-13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两名博士生在ETIUDA
竞赛的精确和技术科学领域中从64名参
与者中脱颖而出，他们将获得由国家科学
中心颁发的资金用于实施研究项目。 来
自化学系的Małgorzata Burek博士将获
得120700罗提的资金用于实施“含有海
藻糖的水凝胶合成，表征和生物医学用途
研究”项目；来自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的
Wojciech Uchman博士将获得108556兹
罗提的资金用于实施 “微型热电联产系统
的性能特征和效率的实验和计算确定”项
目。 ETIUDA竞赛是科学家们在研究路径上
迈出第一步的竞赛，准备博士论文的候选
者可以获得每月4万5千兹罗提的奖学金。
获奖者还有机会在选定的国外研究中心完
成实习。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建立营养科
学创新中心
2018-08-13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在签署建立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创
新营养中心的协议时说：“农业领域的技
术竞赛正在进行中。 在这场比赛中，波兰
绝不会站在后面。 这也是我们支持发展这
个极其重要的部门的研究的原因。“ 协
议由副总理JarosławGowina、农业部长
Jan Ardanowski和华沙生命科学大学校长
Wiesława Bielawski教授共同签署；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将拨发4000万兹罗提用于建
设创新营养营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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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加入了“老
鹰学院”项目
2018-08-13
自新学年开始，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加入了
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实施的“老鹰学院”
项目， 项目旨在为优质学生创造更好的大
学学习途径和条件。 项目的基本任务是为
有优质学生创造个人学习计划，与专职导
师合作的可能性和每月1370，70兹罗提的
奖学金。 “老鹰学院”假设为非常有才华
的一年级学生（根据国家和国际奥林匹克
运动员的成绩选择）创建个人学习计划以
及随后几年的本科的最佳学生（根据第一
年的学习成果选择）通过在辅导系统中实
施高质量的学术教育。

科学部支持发展老年大学
2018-08-14
得益于副总理Jarosław Gowin的战略三大
支柱之一的科学社会责任倡议，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自2017年以来捐赠了1000万兹罗
提用于老年人计划项目。 老年大学计划的
目的为支持代际团结、激活老年人社会、
融合当地社区以及发展老年人的智力潜力
和防止他们被排斥的想法。 科学部强调，
在社会支持和社会激活领域，波兰是决定
建立机构以防止老年人被排斥的国家的领
导者之一。 波兰是继法国和比利时之后发
展老年大学的国家。 更多信息： https://
naukadlaciebie.gov.pl/kategoria/
uniwersytety-trzeciego-wieku/

热舒夫WSPiA学院第一轮招生
已经结束
2018-08-14
热舒夫WSPiA学院2018/2019学年第一轮招
生已经结束， 相比去年的招生情况，今年
的生源增长了10%， 候选人里有超过30%的
学生选择了全日制学习。 热舒夫WSPiA学
院的发言人Przemysław Pawlak说：“今
年的招生中有超过50%的学生选择了法律系
的全日制学习、近 30％3的学生选择了国土
安全系、在我们的新专业行政/管理系有近
25%的学生选择报名。” 热舒夫WSPiA学
院是喀尔巴阡山脉地区唯一一所有法律博士

研究的大学，也是该地区第一所拥有在国土
安全领域研究生学习的大学。

华沙大学12个学生项目在 “最
好的项目3.0！”比赛中获奖
2018-08-14
“最好的项目 3.0！”将资助98个项目，
其中12个项目来自于华沙大学学生。 “最
好的项目 3.0！”面向所有有研究活动计
划的优秀学生。 比赛获奖者将获得1100万
兹罗提奖金。 获奖项目包括：扩大核苷酸
化学和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的知识和介
绍、核酸通过生物化学“核苷酸”的科学
协会的成员在国际科学会议的参与（新技
术中心在华沙大学）、华沙大学团队在国
际机器人专业（物理学院）的准备和参与
以及使用人工智能方法开发支持喉切除术
后患者语音生成的系统（心理学系）。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研究人员将
研究迁移过程
2018-08-14
Patrycja Matusz-Protasiewicz博士和弗
罗茨瓦夫大学国际研究所战略与欧洲研究
系Leszek Kwieciński教授获得了Horizon 
2020 ADMIGOV项目补助金，将推进替
代性移民治理项目。 项目涉及欧洲联盟
的移民管理，全球化对移民和欧洲化进程
的影响，保护人权，国际法和移民的系统
方法，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政策和群际关
系。 调查还将涵盖派遣非欧盟移民。

Maksymowicz 成为副总理
Gowin的顾问
2018-08-16
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副校长Wojciech 
M a k s y m o w i c z 教 授 将 担 任 副 总 理
Jarosław Gowin的顾问。 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长任命 Wojciech Maksymowicz
教 授 为 科 学 和 高 等 教 育 团 队 的 一 员 。 
Maksymowicz 教授是奥尔什丁大学临床
医院的神经外科博士，也是瓦尔米亚马祖
里大学医学院副校长、同时也是奥尔什丁
成人闹钟诊所的发起人；成人闹钟诊所
的目的是将学习的内容真正在生活中。 

Maksymowicz 教授所在小组的基本任务
是监督新高等教育法的实施情况，方案将
于今年10月起在波兰的大学生效。

第五届学生权利会议
2018-08-16
2018年8月23日至26日第五届学生权利会
议将在华沙经济学院举行。 会议的目的是
让学生会在权利和职责领域进行培训。 将
对会议参与者进行有条不紊和实质性的准
备，以开展此类培训。 每个学生会都可以
派遣一名代表参加的培训，同时在后备名
单上登记第二名代表。选取代表由申请的
先后顺序决定。 学生会的代表可以免费参
加会议（包括食宿）。 参与者仅承担旅
行费用。 更多信息： https://eps.psrp.
org.pl/2018/07/29/juz-wkrotce-rusza-
rejestracja/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科学家
获得了的奖学金
2018-08-16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8名研究人员在
Etiuda竞赛中获得了奖学金。 获奖名单为：
1. Marta Kolonko 的“蛋白耐受烯虫酯的
C-末端区域的分子分析及生殖细胞表达z果
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
2. Dominik Drabik 的“用于测定脂质膜机
械参数的实验方法的开发”
3. Karolina Orłowska 的“与MEMS微电
子机械系统的光机械相互作用的计量”
4. Arkadiusz Jędrzejewski 的-“动态自旋
模型中的非平衡临界现象和相变”
5. Filip Fornalik 的“声子动力学对混合纳
米多孔材料结构变化和吸收的影响”
6. Mateusz Szatkowski 的“使用空间光调
制器产生异国情调的光场条件”
7. Adam Mielnik-Pyszczorski 的“共轭半
导体纳米结构系统中电荷和自旋载流子的
动力学模型”
8. Paweł Widomski的 “混合层对锻造工
具耐久性的影响”。
  更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granty-naukowe-dla-
naszych-mlodych-badaczy-109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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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在2019 QS世界
大学排名中
2018-08-16
格但斯克大学作为波兰14所大学之一，出
现在了最新2019 QS国际大学排名中。 副
校长Piotr Stepnowski说：“格但斯克大
学首次出现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这对我
们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此外，在这
个衡量学术学术声望的世界大学中最重要
的排名中，格但斯克大学是滨海省大学中
唯一进入排名的大学。 ”QS世界大学排名
是全球四大最重要的排名之一 ，其他三个
重要排名是：时代高等教育，U-Multirank
和上海排名。大学排名不仅衡量大学学术
学术声望 ，还会考虑到学术环境中的声
誉，雇主的声望，讲师人数与学生人数的
比例，引用次数以及来自国外的学生和员
工人数。

格但斯克学生在世界锦标赛中
获得第七名
2018-08-17
由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海洋工程和造船部
学生审计的太阳能船在世界锦标赛的总
分 类 中 排 名 第 7 位 ， 这 是 波 兰 大 学 所 获
得的最佳成绩。 格但斯克理工学院设
计的太阳能船GUT SOLAR1 参加了荷兰
Groningen  Leeuwarde比赛，最终在
比赛中获得了第7名。 学生安全负责人
Hanna Pruszko说：“帆船赛由不同天气
条件下的各种赛事组成。 该部队必须应
对短距离比赛，长距离比赛和城市频道的
快速阶段，这需要出色的机动性和舵手技
能。 另一个挑战是使用船上积累的有限能
量的适当策略”。  

波兰科学基金会将支持研究项
目的商业化
2018-08-17
波兰科学基金会将于9月18日星期二组织
一长关于研究项目商业化的信息会议；会
议面向在智能发展运营计划下实施项目的
基金会竞赛的获奖者及其研究团队的成
员。 根据波兰科学基金会提供的信息，
参与者将了解申请额外拨款以进行与其研

究成果商业化相关的活动的可能性。 他
们还将了解其他支持工具，例如加速商业
创意或投资基金，研究人员对业务感兴
趣。 会议结束时将讨论科学家创业的机会
和会于遇到的种种阻碍，在研究和商业活
动相结合的领域经验将参与其中。 更多信
息： https://www.fnp.org.pl/formularz-
rejestracji/?eid=20&eis=nsbyw73fjg

来自哥白尼大学的三位科学家
获得了Miniatura 2竞赛
2018-08-17
托伦哥白尼大学的三位科学家获得了由国
家科学中心举办的Miniatura 2竞赛。 获奖
名单为：
1 . 来 自 法 律 行 政 部 门 的 M a c i e j 
Serowaniec博士的“欧盟成员国宪法体
系中的最高审计机构”项目，他将获得
6490兹罗提的下项目资金
2.来自生物和环境保护学院的Brygida 
Świeżawska博士，他将获得49,665兹罗
提的项目资金用于研究“拟南芥腺苷酸
环化酶催化中心测定ATP结合中谷氨酸含
量”项目
3.来自经济科学和管理学院的Wojciech 
Zalewski博士，他将获得40 590 兹罗提的
项目资金用于研究“使用远程信息处理系
统支持公路运输的物流过程”项目。
 

弗罗茨瓦夫医学院在上海大学
排名首次亮相
2018-08-17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首次登上世界上最好
的大学医学院类名单，在上海大学排名
中，共有5所波兰医学院登上排名榜。 弗
罗茨瓦夫医科大学、格但斯克医科大小学
和罗兹医学院一起登上世界前四百名医科
大学排名；雅盖隆大学医学院进入前三百
名排名中、华沙医学院和卡托维兹医学院
排名第五百名。 今年共有25所波兰大学
登入上海大学排名榜，其中有四所大学来
自弗罗茨瓦夫。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创建于
2003年，每年都会出版世界500所最佳大
学的名单，并列出专门针对特定领域和专

业领导者的名单。 在整体排名中，波兰的
大学由华沙大学（范围301-400）和雅盖隆
大学（401-500）代表。

西里西亚大学“最佳大学”项目
2018-08-20
西里西亚大学和卡托维兹市在青年宫的支
持下以及卡托维兹的第5号心理和教育咨
询将实施“最佳大学”教育项目。 “最佳
大学”是一个面向生活在卡托维兹的最有
才华的中小学生的项目，包含了亲少年对
科学兴趣的课程。 “最佳大学”的主要工
作方法是基于辅导的个性化培训。 主管
与学生合作的结果是找到科学发展的最佳
路径，使其适应年轻人的利益，发现和发
展自己的才能。 项目将从2018年10月至
2020年6月实施两届。 更多信息： www.
uniwersytetnajlepszych.us.edu.pl.

华沙大学是上海大学排名中名
次最高的波兰大学
2018-08-20
在今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华沙大
学名列301-400位之间，雅盖隆大学排名
在401-500名之间。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RWU），也被称为上海排名；是自
2003年以来发布的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的
排名。 排名名单由上海交通大学负责编
辑。 克拉科夫AGH学院跻身入七百名名
次、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华沙医科大
学和华沙理工大学排名位于八百名中。 卡
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罗兹理工大
学、托伦哥白尼大学、罗兹大学、弗罗茨
瓦夫大学和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排名位
于第一千名。 更多信息： http://www.
shanghairanking.com/ARWU20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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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
的建设会议
2018-08-21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邀请各位参
加第四届国际科学会议CEPPIS（土木工程
的现有问题及创新解决方案）。 会议将作
为庆祝2018欧洲土木工程师年的一部分举
行。 CEPPIS是由COMA科学建筑管理协
会组织的活动。 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参
与了当代建筑问题。 这次会议是展示研究
成果以及交流科学界经验的机会。 9月12
日将在比得哥什大学举行的会议期间将讨
论和介绍理论或实践考虑因素以及所进行
研究的经验和结果。 主题是21世纪的建设
挑战和风险。 会议官方语言为英语。    

红衣主教的个人数据保护研究
课程
2018-08-21
华沙红衣主教大学的教会个人数据保护研
究生课程招生正在进行中。 课程学习计划
保护已经与个人数据保护办公室主席达成
一致，涵盖了有关个人数据保护以及教会
法人处理个人数据的权利和义务的一般性
问题。 研究计划中特别强调了华沙红衣主
教大学教堂个人数据教会中个人数据保护
的特殊性。 毕业生将收到一份证明在个人
数据保护领域获得的能力的文件，且文件
能够证明其履行信息安全管理员的职能。   
更多信息： http://www.odok.uksw.
edu.pl/

弗罗茨瓦夫智能摩托车挑战赛
2018-08-21
弗 罗 茨 瓦 夫 理 工 大 学 邀 请 各 位 参 加 智
能摩托车国际挑战赛（Smart Moto 
Challenge）。 这是波兰第一次组织此
类活动，上届比赛在巴塞罗那和莫斯科举
行。 比赛将于8月24日开始。 8月24日至
25日可以在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校园内
看到参赛车辆，8月26日将在弗罗茨瓦夫
Wzgórze Kilimandżaro的越野赛道进行
比赛。 来自波兰和俄罗斯的团队建造的七
辆摩托车将参加比赛。 智能摩托车挑战赛
旨在设计和制造越野摩托车，比赛的主要

目标是利用在实际工业项目中学习期间获
得的知识。 在比赛期间将评估摩托车及其
静态和动态能力以及团队在业务方面的技
能。

日本神户学院学生访问奥波莱
大学
2018-08-21
来自奥波莱大学的合作伙伴日本神户学院
的女学生参加了由社会学家Anna Czerner
博士组在中央战俘博物馆准备的研讨会
议：“战争仅仅是男人的事吗？博物馆如
何讲述女性参与战争的故事。” 神户学院
的学生们与Yolanda Tsuda导师一起访问
了奥波莱大学并且参加了奥波莱大学博物
馆的会议，访问期间讨论了两所大学的进
一步合作。 这是由来自政治学院的Błażej 
Chorosia博士邀请的第三个日本代表团，
每年夏天他都会组织各种社会问题的研讨
会。Yolanda Tsuda教授在访问期间参
与了有关全球问题，移民和性别关系的研
究。

华沙理工大学将建立新技术校区
2018-08-22
华沙理工大学将获得由欧盟拨发的8,250
万波兰兹罗提资金，用于建立新技术园区
和购买专业研究设备；项目的总价值超过
1.36亿兹罗提。 项目的另一部分资金来自
马佐夫舍省的区域业务计划，合作协议是
由马佐夫舍省省长Adam Struzik和华沙理
工大学校长Jan Szmidt教授共同签署。 新
技术校区的综合体将覆盖华沙理工大学和
华沙Zamienie地区的公共空间。 项目将
由华沙理工大学和Pro-Development以及
W＆B MOLD - WB领导的科学联盟实施。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农业经济学
大会
2018-08-22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经济科学学院邀请大家
参加第二十五届农业经济学家协会代表大
会。 会议将于2018年9月11日至13日举
行，主题为“农业综合企业和农村地区发
展面临的挑战”。 会议将面向农业和农业

综合企业的科学和商业代表，大会的目的
是介绍与农业综合企业和农村地区运作有
关的研究成果。 会议关键目标是为新的研
究领域创造科学讨论的条件和灵感，为有
效解决农村问题提供必要的知识。 更多信
息： http://www.seria.com.pl/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出现在上海学术排名中
2018-08-22
在最新的上海排名中，弗罗茨瓦夫环境与
生命科学大学在食品科学与技术领域排名
第186位，跻身世界排名前300位的大学，
其兽医部门也出现在排名中。 弗罗茨瓦夫
大学在2017年的排名中首次亮相，在食品
科学和技术领域排名第255位。 世界大学
的学术排名称为上海排名，分析了学术人
员和学生在重要科学竞赛中获奖和在最重
要的科学期刊中引用和出版的数量。

华沙中央商学院将举行波兰 - 
以色列暑期学校
2018-08-22
2018年8月6日至16日，华沙中央商学院
（SGH）与以色列Rishon LeZion管理学院
共同合作组织了经济法分析领域的暑期课
程。 来自以色列和波兰的50多名学生参加
了专门讨论公司治理和司法经济分析的课
程，暑期课程参与者是欧洲法律和经济学
硕士课程（EMLE）的学生。 华沙中央商
学院经济分析学生协会参与了暑期学校的
组织工作；Rishon LeZion管理学院是一所
成立于1978年的私立大学，共有一万两千
名学生在管理学院学习。

科学部副部长宣布波兰科学改革
2018-08-23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Sebastian Skuza
在接受Gazeta Prawna采访时表示：“波
兰科学院的系统改革至关重要，改革也包
括研究机构的薪资构成”。 Skuza副部长
还指出，“科学宪法”将使更多的资金投
入于科学教育中。 与科学宪法还未实施时
相比，我们在教育系统里的投入增加了很
多。这是因为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对于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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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支出做了详细的预算，总的来说，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门的增幅将为7亿波兰兹
罗提至12亿波兰兹罗提。 目前，法规保证
的最低增幅仅为1亿兹罗提。 此外，公立
大学将在2019年获得价值30亿兹罗提的政
府债券。

华沙大学的人工智能研讨会
2018-08-23
华 沙 大 学 跨 学 科 数 学 与 计 算 建 模 中 心
（ICM）邀请各位于8月31日参加人工智
能研讨会。会议目的是推广尖端的人工智
能（AI）方法，并在最现代的Power 9设
备上实施这些方法。 活动参与者将使用
世界上最大的SUMMIT超级计算机中使用
的POWER9系统，了解人工智能的秘密和
行业先驱的最新成果。 参与者可以远程
访问POWER9系统。 这些研讨会将使他
们了解深度学习工具和技术领域的最新发
展，并学习如何使用Open POWER系统和
PowerAI工具来执行AI项目。 研讨会将从
在华沙ICM技术中心于上午10点开始，地
址：ul. Kupiecka 32。

卡托维兹将在九月启动大学城
活动
2018-08-23
卡托维兹将在九月开展促进科学的活动，
为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老师及学生们带来
一些的讲座和课程练习。 课程将分为四
组：“物理世界的奇点”、“生物机器
人”、 “与科学相遇”和“令人惊叹的
人类历史”。 讲座和课程练习由代表西
里西亚大学物理教学实验室，Unibot小
组，大学科学学会和西里西亚大学继续教
育中心的科学家们进行。 第一次课程定于
9月10日举行。 更多信息： http://www.
arnastofnun.is/page/studentastyrkir_
menntamalaraduneytis_en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第二次在上
海排名中出现
2018-08-23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连续二年被列
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即上海排

名中。 西里西亚大学的排名在500至1000
名之间（2018 ARWU世界500强候选人）
。 今年进入排名的共有12所波兰大学 ，其
中跻身前500名的大学是华沙大学和雅盖隆
大学。 在500 – 1000名的排名之间共有10
所波兰大学，其中只有两所医科大学： 西
里西亚医科大学和华沙医科大学。 进入上
海排名的条件是获得诺贝尔奖或菲尔兹奖
的毕业生或员工人数，被引用最多的科学
家人数，“自然”或“科学”杂志上的出
版物数量，“科学引文索引 - 扩展和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中列出的出版物，还包括
与大学规模相关的成就规模。

雅盖隆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将学
习如何开发新药
2018-08-23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医学院药物部门将于
下一学年推出新的研究领域：药物开发研
究。 教育计划包括识别和开发新药。 波
兰制药公司Adamed将与雅盖隆大学医
学院共同合作，这是学术界与最具创新性
的波兰制药公司的合作，是为制药和生物
技术部门提供高质量专家的机会。 更多信
息： www.ddd.farmacja.cm.uj.edu.pl

冰岛为学习冰岛语的学生提供
奖学金
2018-08-23
冰岛教育部、科学与文化部为所有冰岛语
言学的学生提供年度奖学金；奖学金计划
的负责人是冰岛语言学院Árni Magnússon 
Institute。 奖学金计划面向已完成至少一
年学习并且冰岛语等级为1级和2级，奖
学金计划将优先考虑35周岁以内的申请
人。 奖学金计划将于2019/2020学年颁
发，并于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
期间实施。 奖学金申请可直接发送至 Árni 
Magnússon Institute，截止日期为2018
年12月1日。 更多信息： http://www.
arnastofnun.is/page/studentastyrkir_
menntamalaraduneytis_en

华沙大学和波兰科学院的研究
人员成立了一家子公司
2018-08-24
来 自 华 沙 大 学 （ U W ） 和 波 兰 科 学 院 药
理研究所的五位科学家成立了一家子公
司--Marariki Bioscience。 它将处理可
能成为新药的化合物的商业化。 Matariki 
Bioscience是华沙大学首次分拆 “药物发
现” 模型。这些化合物是在华沙大学化学
系的Peptides实验室开发的，药物将在临
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的早期阶段进行测试 
。 公司的任务是为昂贵的后期临床试验提
供资金。

华沙9月将举行英国 - 波兰科学
论坛
2018-08-24
2018年9月13日至14日，英国 - 波兰科学
论坛将在华沙万豪酒店举行。 该活动由
英国驻华沙大使馆和科学与高等教育部组
织。 科学论坛是英国 - 波兰创业，科学和
创新年的重点，以及在上次波兰 - 英国政
府间磋商期间，Therese May和Mateusz 
Morawiecki总理商定的活动之一。 在
为期两天的论坛期间，将举办讲座，讨
论小组，演讲和研讨会，专门讨论波兰
与英国在研究，开发，创新和高等教育
领域的合作。 更多信息： https://www.
gov.uk/government/news/uk-poland-
science-forum-to-be-held-in-wars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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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科学俱
乐部获得最佳精英奖
2018-08-24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信息与推广部的的
Andrzej Charytoniuk通知道：“来自弗
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四个研究俱乐部获得
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组织的“最佳精英3.0
！”奖项。获奖的学生们将被授予总额超
过120万兹罗提以实现他们的科学兴趣，计
划和项目。” PWR赛车队、航空学院俱乐
部和 “KoNaR” 科学角共获得了近三十
一万兹罗提的补助组资金。 “越野”科学
角获得了近24万兹罗提的补助资金。PWR
赛车队明年将在美国著名的方程式比赛中
参赛， 在整个“最佳精英3.0！”竞赛中，
共提交了138个项目，其中有98个项目将
获得近1,200万兹罗提的项目补助资金；目
的是支持学生开展科学活动。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技术安全 
- 发展变革”会议
2018-08-24
技术检验办公室和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机械
工程学院邀请各位参加9月5日的“技术
安全 - 发展变革”会议， 财政部和波兰企
业发展局的代表应邀参加此次活动，并且
准备在会议上提出“商业宪法”。 会议
面向邀请学生，博士生和大学员工，特别
是行政服务代表，以及管理人员，技术专
家，健康和安全负责人，制造商，设计师
和技术设备用户以及对确保技术安全感兴
趣的人员。 会议期间将介绍UDT在现代研
究服务，移动实验室，客户服务新方法和
公共安全领域认证方面的知识。   更多信
息： https://www.udt.gov.pl/images/
DBT/Gdask__05.09.2018.doc

第一个致力于拉丁美洲的波兰
商业研究生课程
2018-08-27
Civita学院和Andrzej Dembicz基金会共
同创建了关于拉丁美洲的新研究生课程：
商业和文化。 Civita学院的这一新研究
方向面向企业、公务员、地方和国家行政
部门、外国合作代表、以及最终希望将活

动扩展到拉丁美洲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雇
员。 根据Civita学院提供的信息，商业
和文化不仅是普通的学术科目，而且还
是每天与该地区打交道的专家提供的实用
知识。 学生将了解当代拉丁美洲的经济
和政治问题，包括该地区的文化特性，
包括商业和外交。 更多信息： https://
w w w . c i v i t a s . e d u . p l / p l / o f e r t a -
edukacyjna/ameryka-lacinska-biznes-
i-kultura-podyplomowe/program-
i-harmonogram-ameryka-lacinska-
biznes-i-kultura-podyplomowe

格但斯克大学将为格丁尼亚的
港口建设提供文件
2018-08-27
格但斯克大学将为格丁尼亚的外港建设制
定环境文件。 合作协议由大学校长Jerzy 
Gwizdała教授和格丁尼亚海事港务局局
长Adam Meller共同签署。 格但斯克大学
的研究人员将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进行研
究。 他们将回答关于外港建设对Natura 
2000地区的重大负面影响的问题。分析范
围将包括停留在Natura 2000地区的鸟类
鱼类和生活在水库底部的底栖生物。 格丁
尼亚的未来是一个可以为所有到达这里的
大型船舶提供服务的码头，大约有700-800
人将在终端工作，这一项目为整个国家创
造了超过12万个工作岗位。

热舒夫大学将获得50万兹罗提
资金用于提高小学生能力
2018-08-27
热舒夫大学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签订
了“热舒夫大学的年轻探险者”项目合作
协议，热舒夫大学将获得483272兹罗提，
项目的总价值为498219兹罗提。 热舒夫
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通知道：“
该项目将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12月由热
舒夫大学与“EKOSKOP”协会合作实施，
项目的受益者是来自尔巴阡山及周边地区
的1258名小学生。” 项目旨在支持学校提
高学生的能力和技能：数学和自然科学，
理解，创造力，创业，解决问题和团队合
作。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获得技术大学认证委员会证书
2018-08-27
西 里 西 亚 理 工 大 学 土 木 工 程 学 院 在
2017/2018至2022/2023学年获得工程和
硕士学位的高质量建筑工程认可，获得了
技术大学认证委员会（KAUT）的证书以及
欧洲质量EUR-ACE认证 该奖项证实了对土
木工程学院员工和教育资格的非常积极的
评估，以及教师毕业生的高素质 。 土木工
程学院与克拉科夫技术大学，格但斯克理
工大学和军事技术大学一起获得了KAUT和
EUR-ACE证书。  

活到老学到老
2018-08-27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发言人Katarzyna 
Dziedzik通知道：“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本
科招生中年龄最大的学生为69岁”。 比亚
韦斯托克大学每年的非全日制学习即周六
和周日上课招生中，学生人数最多的为40
岁以上。近几年来，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全
日制学习招生中40岁以上的学生人数明显
增长。2012/2013学年，40岁以上的本科
学生为12人；目前大学里拥有近116名40+
的学生。 Katarzyna Dziedzik解释道：“
我们认为，这是社会变化的结果。 欧洲联
盟倡导的教育模式包括终身学习，这一政
策在我国显然也响应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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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开展了
双重学位研究
2018-08-27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在新学年将开展双
重学位研究，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拨放了
250多万兹罗提用于开展双重学位研究。 
双重学位研究的第一个项目涉及大学提供
的新康复教学法。 学生将能够从机构的
带薪实习中受益，并与大学的课程交替进
行。 从第三学期开始，他们将选择一个实
习地点，并且进行每周两天的实习课程。 
双重学位研究的第二个项目涉及研究和设
计游戏的专业。从第三学期到第六学期，
学生将在游戏行业的企业中共获得超过12
个月的带薪实习机会。 有些项目将完全包
含在与企业家一起完成的任务中。 研究将
以时间与理论相结合的形式结束，而不仅
仅是理论学习。

什切青大学的创新研究：经济
学，管理学和金融学
2018-08-27
什切青大学发言人Julia Poświatowska-
Szumiło通知道：“什切青大学经济科学与
管理学院创建了一个创新的博士课程：经
济学，管理学和金融学。 研究主要集中在
与该地区和国家的商业环境的合作。” 研
究计划包括三个基本教育模块：
1.整体：理论部分侧重于学习当前经济科
学的基本趋势;
2.研究人员：具有广泛的科学和方法论元
素；
3.开展课程：在开展科学研究和教学模块
方面不可或缺 。
这些研究将在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项目
基础上实施，每位博士生将获得4万兹罗提
的研究经费用于研究、购买文学、参观会
议或图书馆查询以及出版他的科学作品的
费用。

来托伦科学家将研究星系外部
的恒星形成区域
2018-08-28
来自哥白尼大学天文中心的Agata Karska
博士将获得200万兹罗提用于建立研究
团队；补助金由波兰科学基金会的FIRST 
TEAM计划拨放。 补助资金将用于研究“
分子天体物理实验室：银河系外部恒星形
成区域”项目，研究人员通过使用世界上
最好的望远镜进行的一系列天文观测，并
且确定“学前”恒星及其特征。 作为该
项目的一部分，将建立第一个处理天体化
学（或分子天体物理学）的波兰研究小
组，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跨学科科学领
域，研究世界空间化学的小组。 科学家
的长期目标是在波兰建立一个实验室，积
极参与为未来最重要的天文望远镜建造仪
器。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5613

Głogów国立高等职业学校的
双重研究课程
2018-08-28
Głogów国立高等等职业学校获得250万兹
罗提在“自动化与机器人”和“冶金学”
院系开展双重研究，资金来自业务计划知
识教育发展计划 资金将用于实施课程，购
买设备，支付学生参加实践课程的报酬，
以及非常有吸引力的行业课程。 在这两个
方向上，理论课将与来自工业部门的本地
公司的实际课程交替实施。 通过实施双重
研究课程，学生将建立并加强与雇主的联
系并获得专业经验，雇主对特定职位的候
选人的教育有影响，并且可以在学习阶段
努力建立正确的态度和习惯。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研究
员获得Nor-Feed奖
2018-08-28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生物学和动
物育种系的Kamil Sergeant博士因其在喂
养农场动物中使用多酚的博士论文获得了
2017年Nor-Feed-Award奖。 多酚添加
剂是从植物中获得的一组天然抗氧化剂，
改善了循环系统的工作。这种情况在在法

国悖论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在地中海国家
生活的人群不常患有心血管疾病。 在动物
营养的情况下，含有多酚的制剂，例如草
药提取物或精油，可以改变胃肠道中某些
微生物的投票率，其作用类似于在欧盟国
家禁止常规使用的饲料抗生素。 多酚化合
物还可以改善动物的状况及其健康状况。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
pl/aktualnosci/48231/dr_sierzant_z_
upwr_z_nagroda_nfa_2017.html

西里西亚大学研究员将研究极
端气旋
2018-08-28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地 球 科 学 学 院 的 Ł u k a s z 
Pawlik博士是国家科学中心（NCN）宣布
的UWERTURA 2竞赛的获奖者，他将获得
近12万兹罗提的研究资金。 Łukas Pawlik
博士正在实施WINDIMPACT研究项目，他
在该项目中对极端旋风进行研究，包括它
们对生物地貌和土壤系统的影响。 Łukas 
Pawlik博士将获得在Sandy P. Harrison教
授负责的团队中学习的机会。 UWERTURA 
2竞赛面向至少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他
们是国家科学中心共同资助的研究项目的
管理者，并计划进行外国实习。 参赛者将
有机会获得国际拨款系统的知识和经验。

科学宪法加强了学生的权利
2018-08-28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在华沙举行的第
五届学生专家权利会议上说：“波兰总统
签署了“科学宪法”及该法令近三年的工
作内容，包括学生在内的整个学术界都将
参与这些工作。 我们希望学生以及学术界
的其他团体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仍然能
够与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好好合作”。 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长所强调，这是波兰高等
教育机构有史以来第一次因为没有遵守与
学生之间的协议而受到的经济处罚。 副总
理Jarosław Gowin补充道：“在之前的
法规中，没有禁止学校在学习期间提高学
费，对不履行承诺的大学实施制裁。 现在
我们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现象，新的科学宪
法对学生的保护将是真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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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
学的人体营养学和营养学
2018-08-30
人类营养和营养学是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
然科学大学提供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研
究计划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当前要求，这将
有助于提高毕业生的专业能力，并为将来
的工作做好最佳准备。 新领域的研究是
将扩大适当营养和营养学领域的知识和技
能，同时也是为了获得与食品安全，加
工，保存和储存有关的知识。 琴斯托霍瓦
大学提供配备现代化测量设备和最新一代
计算机设备的实验室，具有高教学资格和
重大科学成就的工作人员，以及使用设备
齐全的教师图书馆，在线数据库和教师计
算机实验室以及出国交流机会。

莱格尼察国立高等职业学校的
健康生活方式
2018-08-30
莱格尼察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推出了本科学
习的新领域 ：健康生活方式。 学习计划
涵盖广泛的知识和技能，以促进不同年龄
和健康的人的各种形式的健康生活方式。 
新的方向是跨学科的 ，在医学科学，健康
科学和物理文化科学以及社会科学领域的
教育。 这些研究将提供保证生活满意度的
三个最重要因素的知识：身体活动，适当
的饮食，情绪和心理稳定性。 该学科的毕
业生将可以在健康促进领域的康复中心，
疗养院和疗养胜地，教育设施，体育俱乐
部，公司，组织和机构，改善健康，人力
资源和公共关系部门和组织等方面开展工
作。

哥白尼大学登上网络计量学排名
2018-08-30
在今年的网络计量学排名中，来自托伦的
哥白尼大学在波兰大学中排名第7位、在中
欧和东欧排名第21。 在全球分类中，哥白
尼大学占据第675位。 网络计量世界大学
排名是一个基于复杂指标的列表，用于检
查互联网上学术和研究机构的存在。 该排
名由Cybermatrics Lab发布，是位于马德
里的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一个研究小

组。 排名评估考量到以下四个标准：互联
网存在（5％）、互联网上的可见度（50％
）;、引用科学数量（10％）和其学科中最
好的出版物数量（35％）。

雅盖隆大学将与巴拿马大学合作
2018-08-31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与巴拿马大学签署了
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由波兰驻巴拿马大使
Leszek Biały代表雅盖隆大学校长Adam 
Jelonek教授与巴拿马大学校长Eduardo 
Flores教授共同签署。 根据雅盖隆大学报
道，合作协议规定两所大学将开展旨在促
进和加强科学研究领域合作以及在生物
学，生物技术和环境保护领域教学和转让
知识的活动。 联合活动可以采取发展双
边教育和研究方案的形式即交流讲师、学
生、博士生、行政和技术人员、促进科学
活动、和研究项目的实施。

华沙大学的波兰语假日课程已
经结束
2018-08-31
华沙大学第63届夏季波兰语课程正式结
束。 来自44个国家的174名参与者接受为
期4周的波兰语、波兰文化学习；还参加了
音乐和戏剧研讨会。 课程的组织方为波兰
语言和波兰文化中心“Polonicum”，暑
期学校在学生以及其他想学习波兰语的人
中非常受欢迎；所有课程分不同的语言等
级进行授课。 今年来自国家学术交流机构
的55名学者参加了课程；此外，今年还增
加了新的语言课程，主要侧重于政治学，
经济学和医学的专业语言。

来自罗茨瓦夫大学毕业生获得
了Stefan Banach奖学金
2018-08-31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生物技术学院本科毕
业生Danil Poliluev获得了由国家学术交流
中心资助的Stefan Banach奖金。 Danil 
Poliluev表示对抗癌新方法和降低化疗毒性
的方法感兴趣。 Danil Poliluev是生物技术
学生科学角“Przybysz”的活跃成员，也
是科学界委员会的代表。 Danil Poliluev打

算继续在弗罗茨瓦夫大学植物生物技术蛋
白质方面继续学习。 Stefan Banach奖学
金计划面向来自东方伙伴关系国家和中亚
国家的外国人，旨在支持该领域各国的社
会和经济发展。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的教育使命
2018-09-03
今年秋天，国家学术交流中心将负责管理
乌克兰五个城市的教育任务。 乌克兰学
生是在波兰以外接受高等教育的最具流动
性的国家群体之一。 根据中央统计局提
供的数据，目前在波兰大学中有多达54％
的外国学生是乌克兰人。 据国家学术交
流中心通知，国家学术交流中心的代表团
将从2018年11月13日至14日在哈尔科夫
的波兰语教学中心和波兰侨民中心举行会
议。 接下来，代表团将于11月15日至17
日前往基辅的“海外教育”教育展。 教育
展结束后，代表团将前于11月18日前往日
托米尔，然后在11月19日至20日前往文尼
察和11月20-21日前往切尔卡瑟。   更多
信息: https://nawa.gov.pl/promocja-i-
targi/targi/9-targi-na-ukrainie/group-
registration

塔尔努夫国立高等职业学校的
双重研究
2018-09-03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向塔尔努夫的国立高
等职业学校拨发了资金以启动双重研究。 
双重研究学习的主题是电子与电信和机电
一体化，招生将在2018/2019本科学习中
进行 。 双重研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研究，
学生们将在 Grupa Azoty S.A.、Zakłady 
Mechaniczne TarnówS.A 和ATB Tamel 
S.A.公司进行实习。 双重研究的学生们在
毕业之后将获得工程师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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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获得最高
的科学类别“A”
2018-09-03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通知道：“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
四个学院都拥有科学类别“A” 评级，这
是科学单位评估委员会进行参数评估的最
终结果。 “A”类再次被授予比亚韦斯托
克大学历史与社会学系 。” 科学类别评
估每4年进行一次，最后的结果于2017年
秋季公布。 当时，委员会授予法学院和语
言学院“A”级（非常好的成绩）。 其他
学院获得了“B”类（满意程度）成绩，在
重新审查了几个院系及其雇员的科学活动
数据后，物理学院、历史和社会学系获得
了“A”评级。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建筑系学
生获得了#ValenciaCall比赛
2018-09-03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在国际
建筑竞赛#ValenciaCall中获得第一和第
二名，竞赛目的是在西班牙瓦伦西亚设计
社会住房。 比赛参与者必须考虑到历史悠
久的市中心和历史建筑的存在，以及当地
社区的需求，当地文化和传统，社会住房
的趋势和建筑的目的。 CasaEspañola
项目在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件作品中脱
颖而出。 CasaEspañola项目来自西里
西亚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Paweł Pacak
和Katarzyna Ponińska的作品，这是
一个基于西班牙城市氛围和居民生活方
式的项目。 Marta Błaszczyk、Anna 
Czapla、Filip Gawin、Kacper Kania
和Marlena Michalska的作品：El 
Espacio获得了比赛第二名；El Espacio
的三个重要元素是：多样性，隐私和开
放性。 更多信息: https://www.polsl.
p l / L i s t s / A k t u a l n o s c i U c z e l n i a n e /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361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波兰生物
信息学学术研讨会
2018-09-03
第11届波兰生物信息学会（PTBi 2018）研
讨会将于9月5日至7日在弗罗茨瓦夫理工
大学会议中心举行。 研讨会是由波兰生物
信息学会组织的生物信息学年会，活动的
共同组织者为：基础技术问题的教师和弗
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化学系，以及弗罗茨
瓦夫大学的生物技术系和弗罗茨瓦夫生命
科学大学的生物和畜牧学院。 PTBi 2018的
主题涵盖了生物信息学的所有方面，包括
用于建模和分析基因，蛋白质和生物系统
的结构，功能和进化的计算方法的开发和
应用。 更多信息： http://ptbi2018.pwr.
edu.pl/

热舒夫小型大学招生
2018-09-03
下一届热舒夫小型大学招生即将开始，来
自小学和13至15岁青少年的一年级和六
年级学生以及中学和小学七年级的学生
均可以参加招生。 据热舒夫大学的发言
人Maciej Ulita博士通知， 注册报名仅在
网上进行。 热舒夫小型大学的学生将从
已经在电子数据库注册的学生中随机挑
选。 课程将分为三个年龄组：小学1 - 3
年级的学生，小学4 - 6年级的学生，初中
生和小学7年级的学生。 每组约有60人。 
更多信息: http://www.mur.ur.edu.pl/
rejestracja/

锡隆纳葛拉大学对什普罗塔瓦
高中进行学术赞助
2018-09-03
锡隆纳葛拉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将对什普
罗塔瓦高中进行学术赞助，赞助的目的是
使学生加深他们在法律科学领域的兴趣，
并提供在法律和行政学院的科学和教学帮
助。 根据赞助协议，什普罗塔瓦的高中生
将接受锡隆纳葛大学提供的的研究和教学
服务机会和设备设施。 锡隆纳葛拉大学还
将为高中学生们准备讲座，研讨会和讲习
班，由法学院学生和行政管理人员提供教
学。

波兹南大学将与Cogniide合作
2018-09-03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与Cogniide IT公
司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合作旨在创建互
联网应用程序。 协议将着重在合作教育
年轻人在信息技术和数学领域，并支持学
生在商业现实中使用理论知识，例如在
研讨会期间；协议还规定了学生实习和
课程咨询。 自2005年以来，Cogniide
公司一直在创建基于CMS的Web应用程
序：Adobe Experience Manager和
Sitecore，并且与多个知名品牌如：福
特，林肯，壳牌，高露洁棕榄，联合利华
或电报等均有合作。 Cogniide公司在
伦敦，纽约，比得哥什和波兹南设有办事
处。

别尔斯克 - 比亚瓦的学生共同创
建了一个保护自然环境的项目
2018-09-03
别尔斯克 -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科学大学信
息技术俱乐部的学生与双子座公园购物中
心和人民创新设计基金会合作创建了太阳
能门户站, 旨在通过使用太阳能来关注对自
然环境的尊重。 太阳能门户站将设立在购
物中心的入口处，配备了收集太阳能的光
伏电池。 这使得诸如充电器和交互式多媒
体装置之类的设备的工作成为可能。 照明
由几十个LED点组成，当运动传感器通过
时，它将与运动传感器相结合。 项目还包
括实施一个网站，其中包含有关门户网站
的信息， 由学院的学生完成安装光伏和电
子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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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tas学院独特的研究生课
程：神经管理
2018-09-04
华沙Civitas学院推出了新的研究生课程：
神经管理学。神经管理学到的研究目的是
根据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知识，提高各级
管理者的个人潜力。 研究方向是了解大
脑绳索的专业，大脑是每个人类决策的产
生者，直接转化为更有效的团队管理和自
身潜力。 研究生课程的参与者将获得瑞士
STRUCTOGRAM脑结构分析工具的4份国
际证书（波兰语和英语），该证书在全球
21个国家得到认可。 更多信息： https://
www.civ i tas .edu.pl/pl/uczeln ia/
aktualnosci/pierwsze-polsce-studia-
podyplomowe-dla-neuromenadzerow

格但斯克大学新研究领域
2018-09-04
格但斯克大学在新学年准备了4个新的学习
领域：其中2个领域为英语教学，2个领域
为波兰语教学。 新研究领域包括：保护自
然资源跨学科研究，提供有关自然保护的
法律，经济和实践方面的知识，同时保持
可持续经济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原则。 遗
传学和实验生物学跨学科研究：结合遗传
学和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
细胞生物学领域。 欧洲的跨文化和商业关
系：跨学院研究准备分析欧盟文化条件下
的经济和社会现象   文化交流：英语语言领
域的文化交流现象分析领域的教育以及媒
体活动和文化机构的组织。

西里西亚大学语言流畅性障碍
新课程
2018-09-04
卡托维茨西里西亚大学将在今年10月开设
新研究生领域课程：语言流畅性疾病领。
课程针对有从事语言治疗专业的人士，将
有助于扩大言语流畅性障碍患者的诊断和
治疗知识和技能。 新的学科具备语言治
疗领域的方法技能，包括语言流畅性障
碍时的预防活动；学生们将在毕业后将成
为语言治疗师。 招生将持续到9月15日。 
更多信息； www.il.us.edu.pl/studia-

podyplomowe/studia-podyplomowe-
zaburzenia-plynnosci-mowy.

经合组织分类的新科学学科
2018-09-05
天文学被纳入物理科学的法规草案不会对
该学科的研究，公共资金的资助或天文
学研究产生负面影响。 科学部强调，建
立分类的出发点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采用的学科和学科的系统学。 
作为经合组织分类的一部分，天文学（包
括天体物理学，空间科学）是“物理科
学”学科中的一个分支学科。 在天文学领
域进行研究的大学仍然可以在这一领域进
行研究。  

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的新方
向：艺术调解
2018-09-05
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在新学年推出了一个
新学习方向：艺术调解。课程将结合实践
和艺术理论，课程是在对最新艺术现象，
网络影响，最新技术和不断变化的市场现
实的反应创建的。 学生们将获得专业艺术
工作室的工作技能，并且将深化对艺术理
论和历史，艺术批评，策展，当代文化以
及与艺术市场运作相关的媒体和趋势的了
解。 课程将由杰出的艺术家，评论家，策
展人和文化动画师进行授课。 艺术调解的
毕业生是理解艺术和市场策略的问题，能
够写出关于艺术的批评文本，组织展览和
画廊的地方，设计长期的动画和工作室，
编写项目并实施。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的
美容医学面孔
2018-09-05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在新学年开设
了美容医学研究生课程，课程适用于拥有
医生或牙医头衔的人以及拥有医学执照的
人群。 课程将研究面部和颈部美容医学
治疗领域的解剖学、组织学结构领域的专
业知识和实践技能，诊断面部和颈部的美
学问题，面部和颈部的生物老化的预防性
治疗；使用牙科治疗矫正、对选定的面部

皮肤问题进行矫正治疗，选择医学法，生
物伦理学，临床心理学和营养学等方面。 
在课程结束后参与者将有资格在面部美容
医学领域进行基础咨询并进行美容医学治
疗。

“生态 - 社会团结 - 可持续
性”会议
2018-09-05
2018年9月24日将在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举行讨论生态，社会团结和可
持续发展问题的会议。 这将是“Polonia 
Restituta”的第二届会议，在波兰重获独
立100周年之际举行。 整个项目由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与波兰主教会议的社会事务委
员会共同组织实施。 “生态 - 社会团结 - 
可持续发展”会议旨在引起人们对波兰社
会对生态学以及这种思想和敏感性的发展
的必要性的关注。 “Polonia Restituta项
目及“波兰恢复独立100周年波兰”由在波
兰最重要的学术中心组织的一系列10个全
国性科学专题会议组成，涉及广泛了解的
公共，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

比亚韦斯托克的研究人员与美
国的科学合作团队
2018-09-05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医学科学副校长
Marcin Moniuszko教授和比亚韦斯托
克大学和Marek Konarzewski教授被任
命为与美国科学合作团队成员。 根据期
刊“Gazeta Wyborcza”报道，合作团
队由2018年8月卫生部长法令创建。 根据
波兰与美国的协议，两国的科学家将在联
合研究和培训领域开展合作。 优先事项包
括：疫苗可预防疾病和其他传染病，结核
病 - 特别是其多重耐药菌株和具有增强耐
药性的菌株 - 大流行性流感，慢性病，心
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呼吸系统
疾病和老年痴呆。 波兰 - 美国联合研究也
将涉及心理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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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osław Gowin：在5年内，
波兰大学将在全球排名第二百位
2018-09-05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Jarosław Gowin
在接受波兰格但斯克电台采访时表示：“
我相信，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波兰最好的
大学将登上世界第二百所知名大学排名
中”。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说：“该
计划还包括准备中学毕业生进行学习的问
题。 学校为解决考试而不是为下一阶段的
教育做更多的准备，要为那些特殊才华横
溢的波兰人为进一步教育做好充分准备的
学校”。 Jarosław Gowin补充道：“政
府决定重返四年高中制，高中三年的学习
时间太短。 波兰学校应该专注于学习创造
性思维，因为21世纪的劳动力市场正在迅
速变化，学校可以传达的资本是独立思考
的能力。”

华沙大学的学生在罗马赢得了
国际比赛
2018-09-05
华沙大学经济系教师在罗马 华沙大学投资
和金融系学生在罗马欧洲贸易竞赛2018年
获得了国际职业的第一名。 来自36个国
家的39个团队了今年的比赛。 每个团队
由四个人组成：两名男性及两名女性。 参
与者的任务是在五场比赛中使用Rotman 
Interactive Trader应用程序执行特定任
务，学生们可以实时解决模拟市场中特定
问题的各种案例。 更多信息： https://
www.wne.uw.edu.pl/pl/aktualnosci/
nowosci - samorzadu-studentow/
s t u d e n c i - w n e - z a j e l i - p i e r w s z e -
miejsce-w-rotman-european-trading-
competition-2018-w-rzymie/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职业流动日
2018-11-12
克拉科夫理工学院将于11月20日至21日举
行职业流动日，活动将针对年轻科学家。 
在活动第一天，年轻研究人员将能够会见
代理机构和研究资助组织的代表，他们将
为年轻研究人员提供波兰和国际拨款。 第
二天将完全用于培训和讲习班，包括科

学、商业部门或职业规划方面的有效科学
出版物，关系和谈判。

Dick Helma在格但斯克大学的
公开讲座
2018-11-12
格但斯克大学体育与运动中心邀请各位参
加Dick Helm的公开讲座，Dick Helm毕业
于著名的惠顿学院是NBA球队的教师、讲
师和教练。 11月16日举行的公开讲座主题
为“领导力是……”。 Dick Helm于1955
年毕业于惠顿学院，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
期他担任过贾德森学院和惠顿学院的培训
师和体育主管。 在完成大学的工作后，他
获得了作为西雅图超音速NBA球队的球探
训练员的工作。 在接下来的15年里，Dick 
Helm担任西雅图超音速队，克利夫兰骑士
队，亚特兰大老鹰队，多伦多猛龙队和纽
约尼克斯队的首位助理。 NBA的职业生涯
使他能够进行辅导研讨会并讲授除了教练
方面之外还包括领导能力，个人发展，管
理和动力。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与Asseco数
据公司合作
2018-11-12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与Asseco 数据公司签
署了合作协议；协议涉及创建，开发和维
护IT系统和专业服务，主要用于企业和地
方政府管理。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发言人
Katarzyna Dziedzik通知道：“协议包括
组织学生和研究生实习、在计算机科学学
科的文凭论文和博士论文领域的合作以及
公司参与为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学生和博
士生实施奖学金计划。” Asseco数据公
与比亚韦斯托克大学还计划联合实施科学
和IT项目，并共同申请欧盟基金或国家基金
的共同融资。

华沙中央商学院在“共和国”
排名中获胜
2018-11-12
华沙中央商学院是波兰最好的经济学院，
也是波兰最好的经济学院是华沙大学经济
科学学院。 这也是第三届是“共和国”

每日大学和经济学院排名结果。 在最佳
大学类别中，获得第二名是华沙考明斯基
大学，第三名是波兹南经济大学。 在最佳
经济学院类别中，获得第二名的是克拉科
夫雅盖隆大学管理和社会传播学院和WSB
学院的第三应用科学学院。 排名清单是
在国家研究所信息处理中心的支持下编
写的。 更多信息： https://www.rp.pl/
Biznes/311079957-Najlepsze-uczelnie-
ekonomiczne-w-Polsce-SGH-po-raz-
trzeci-kroluje-na-podium.html https://
w w w . r p . p l / B i z n e s / 3 1 1 0 7 9 9 6 2 -
Najlepsze-wydzialy-ekonomiczne-w-
Polsce-Dobre-studia-nie-boja-sie-nizu.
html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将建成“欢
迎中心”
2018-11-12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已获得国家学术交流中
心赞助的25万波兰兹罗提，大学将使用资
金实施“欢迎中心”项目。 欢迎中心是一
个服务学生和外国员工的地方，这是中心
信息和联络点。大学还将建立一个来自国
外的学生和教师的网站，并计划在项目中
的合作大学进行学习访问，以便学习该领
域的良好实践。 大学的目标是通过培养每
天与学生和外国雇员打交道的人的人际关
系，文化，语言和专业技能来提高国际化
水平。 作为项目的一部分将开展培训和研
讨会以提高员工的资格，并支持外宾的教
学和行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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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学生获得钻石奖学金
2018-11-12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生物技术
和食品科学系的Karolina Tkacz和Igor 
Turkiewicz赢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颁发
的钻石奖学金。 Karolina Tkacz希望开
发一种基于沙棘的产品，这是一种含有
许多生物活性化合物的植物，可用于能
够对身体产生积极影响的功能性食品。 
Igor Turkiewicz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制造
含有多酚组分的微胶囊来鉴定和利用木
瓜果实的生物活性潜力，这将减少其在
人体中的降解并提高生物利用度。 两位
获奖者的项目是建立一个模拟的人体消
化道。 该体外模型将允许研究果汁中生
物活性化合物的生物利用度和吸收。 更
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
pl/aktualnosci/48528/diamentowe_
granty_dla_studentow_upwr.html

热舒夫理工大学开放日与第四
届科学会议
2018-11-12
2018年11月22日至23日。热舒夫理工大
学将举办开放日和第四届科学会议。 热舒
夫理工大学所有部门和单位代表以及科学
界和学生组织将参加活动，学生们将能够
参加物理和化学表演并且听取大学工作人
员准备的讲座。 11月23日是第四届科学会
议，会议时间为下午5点至晚上10点。会议
主要内容是参观热舒夫理工大学实验室，
这些实验室每天都可供学生和员工使用。

第三届卢布林真实教育论坛
2018-11-13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与
真实学校发展中心将于11月16日至17日共
同组织第三届真实教育论坛 “让世界成为
一所学校！” 今年论坛的口号是：“当下
的教育如何应对现实世界的挑战”；论坛
专为对广泛了解的教育感兴趣并使学校适
应现代世界现实的人士设计。第三届真实
教育论坛是青年工作爱好者的会议同时也
是对创新、替代教育方法、讨论和研讨会

的介绍。 第三届真实教育论坛特别邀请教
师、家长、学生、参与教育发展大学工作
人员以及地方政府。

雅盖隆大学医学院“电磁场对
人体的影响”项目
2018-11-13
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医学院生物物理
系的研究人员开始了一项多方位的研究
项目：“电磁场对人体的影响”。 来自
雅盖隆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系生物物理系
Eugeniusz Rokita教授在onet.pl网站上
说：“电磁场无处不在，我们无法真正避
免它们。 它们存在于我们的自然环境中，
但它们的强度比我们创造的人工来源的强
度小数百万倍。“ 来自克拉科夫的科学家
希望研究无线通信中使用的频率场是否会
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影响。 研究重点是根据
问卷调查和进行一系列临床试验，检查电
磁场对人体影响的主观评估。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将建立
eCareMed医疗平台
2018-11-13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获得了6700
万兹罗提资金用于医学平台eCareMed
的创建，项目的建立是为了满足肿瘤学，
心脏病学和神经病学领域早期诊断领域
患者的需求。 西里西亚数字医疗平台
eCareMed - 远程医疗和医疗数据探索
将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等待诊断，治疗和
康复的时间，也将增加医生对患者检查结
果。 平台将允许在电子卫生领域使用信
息和通信技术，该项目的领导者是卡托维
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并且与扎布热西里西
亚心脏病中心、别尔斯克 - 比亚瓦贝斯基
德肿瘤中心、格利维采玛丽亚居里 - 斯科
沃多斯卡肿瘤中心、西里西亚大学医疗中
心共同合作。 更多信息： https://sum.
edu.pl/uczelnia/wiadomosci-z-zycia-
uczelni/9024-niemal-67-mln-zl-dla-
slaskiego-uniwersytetu-medycznego-
w-katowicach-na-slaska-platforme-
medyczna-ecaremed

科学部公布了2018/2019学年
的入学成绩
2018-11-13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发布了关于2018/2019
学年招生结果的报告。 根据数据显示理
工大学仍然是高考毕业生们最感兴趣的
地方。 根据科学部提供的数据显示，高
考毕业生们最常申请的全日制本科及研究
生学习为（每个名额申请人数为4人或4
人以上）： 1.格但斯克理工大学8.8 2.华
沙理工大学7.2 3.波兹南理工大学6.9 4.弗
罗茨瓦夫经济大学6.0 5.罗兹理工大学
5.7 6.华沙大学5,0 最常选的科目为：IT、
管理、心理学、经济学和法律学。 更多
信息： https://www.gov.pl/documen
ts/1068557/1069061/20181109_WYNIKI_
rekrutacji_2018-2019.pdf/062edfe7-
a801-8b4e-6139-d4f42e64e624

Herty Flor教授在弗罗茨瓦夫大
学的讲座
2018-11-13
弗罗茨瓦夫大学与弗罗茨瓦夫欧洲学会知
识中心共同邀请各位参加Herty Flor教授的 
“从急性到慢性疼痛：学习和脑可塑性的
作用”公开讲座。 Herty Flor教授是慢性疼
痛神经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世界知名专家，
在讲座期间他将谈论短期和慢性疼痛，
它对身体和生活质量的影响，以及神经心
理学如何帮助应对痛苦。 Herta Flor教授
是海德堡大学神经心理学教授，曼海姆中
央心理健康研究所认知与临床神经科学主
任。 他还涉及在神经病学，抑郁症，焦虑
或药物滥用和神经心理康复等心理障碍治
疗中学习和记忆的过程。

Photo by Kaboompics .com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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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H理工大学精确科学盛宴
2018-11-13
11月14日至18日AGH理工大学将举办精
确科学盛宴Antoni Hoborski教授日。 自
2017年以来，该活动便成为了大学的必备
仪式，其目的是普及和普及精确科学的发
展和正确教学意识的需要 。 科学盛宴的目
的是关注与基础科目教学相关的问题，并
且纪念Antoni Maria Emilian Hoborski教
授，这是一位杰出的波兰数学家，矿业学
院的第一任校长和采矿学院院长。 活动包
括学生科学俱乐和 Antoni Hoborski科学
会议，将展示计算机科学，电子和电信学
院，材料科学和陶瓷学院，电力和燃料学
院，物理和应用计算机科学学院，应用数
学学院和AGH科技大学的精选成就。

奥波莱大学获得超过十万兹罗
提资金
2018-11-13
奥波莱大学已获得来自国家学术交流中心
提供的十万兹罗提项目资金用于实施欢迎
来到波兰项目。 “欢迎来到奥波莱大学”
活动包括为来自国外的学生提供服务和整
合方面的大学员工培训以及文件和法规的
翻译。 大学还将提供丰富的英语内容以便
在外国学生在大学的生活，大学图书馆还
将提供超过十万本的电子书籍。项目还包
括 “世界食物”周期互动，展示不同国
家的文化和“国际周末”活动， 为学生和
工作人员提供交流机会。 在2018/2019学
年，来自世界各地约100名外国人在奥波莱
大学学习英语，作为交流项目的一部分另
外200名外国人将来到大学学习。

华沙大学研究人员研究了人类
对网络的依赖程度
2018-11-13
华沙大学新闻信息和文献学院的研究人员
在研究了FOMO恐惧失踪现象即害怕与网
络断开连接。 对波兰互联网用户（从15
岁开始）的代表性群体的研究是在非常广
泛的科学基础上进行的。 这项工作的效
果是迄今为止在波兰独一无二的FOMO
指标。 研究的发起人和协调人是Anna 

Jupowicz-Ginalska博士，她说道：“通
过所获得的数据， 波兰互联网用户15岁
以上的人群在FOMO指标中占16％。 这
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也意味着数百万波
兰人可能会遇到与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断
开连接的问题。“ 更多信息： https://
www.wdib.uw.edu.pl/attachments/
article/1992/FOMO.%20Polacy%20
a % 2 0 l % C 4 % 9 9 k % 2 0 p r z e d % 2 0
od%C5%82%C4%85czeniem%20-%20
raport%20z%20bada%C5%84.pdf

格但斯克大学的考古计算机游
戏
2018-11-13
来自世界各地的近百万玩家参与在格但斯
克大学历史学院开展的普及项目：挖掘
考古计算机游戏， 在“挖掘”游戏中，
玩家将接受考古学家的指导在新莫纳斯
特里斯克历史悠久的福音派公墓中进行
挖掘研究。 游戏基于来自格但斯克大学
历史系的Wacław Kulczykowski硕士在
2014 - 2015年进行的真实科学研究并且作
为由波兰科学基金会资助的Archeologia 
Live＆Online项目的一部分由Mateusz 
Sokalszczuk制作。 更多信息： https://
a r m o r g a m e s . c o m / p l a y / 1 7 8 4 3 /
excavate

Photo by Kaboompics .com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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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再次成为最
受欢迎大学
2018-11-19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连续两次成为在波兰最
受欢迎的大学，大学排名由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制作。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公布的排名
是针对2018/2019学年高等教育机构招生
结果的总结。在结果中显示格但斯克理工
大学申请报名的人数最多；第一轮全日制
招生中每个名额有多达8.8名学生申请。华
沙理工大学是波兰第二名最受高中毕业生
喜欢的大学，共有7.2名高中毕业生申请
一个名额。 共有29.5万名学生在格但斯克
理工大学申请全日制本科和全日制硕士学
习。最受欢迎的科目是管理和经济学院：
经济学（每个名额共有33人申请），管理
系英语授课（共28.8人申请一个名额）和
经济分析系（共22.5人申请一个名额）。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获得一
百万兹罗提资金
2018-11-19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获得了来自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的近100万兹罗提资金用于开
展“大学运作的战略层面”项目。 科学与
国际合作副校长Ryszard Naskręcki教授
说：“我们希望使用获得的资金来执行一
些由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分析结果帮助大学
找到有用的解决方案，以便大学明年申请
研究型大学。” 在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计
划中，资金将支持大学进行研究和分析，
特别是旨在向研究型大学转型并且制定长
期发展计划的目标。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科学圈交流
2018-11-19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学生在科学圈交流期间
展示了他们的课业活动，科学圈交流活动
是为希望参与其他活动的学生以及计划在
弗罗茨瓦夫大学学习的下西里西亚学校的
学生们而组织的。 40个科学圈参加了此次
活动。来自生物技术学系的“Przybysz”
圈 介 绍 了 基 因 工 程 的 基 本 技 术 、 来
自“Sznirele Perele”的科学圈展示了如
何用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写出他们的名

字。 军事史学家科学圈展示了历史悠久的
军事装备，大学早期舞蹈团在实践中展示
了在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式和英国舞蹈
的内容。

罗兹理工大学关于消费世界会
议
2018-11-19
罗兹理工大学管理与生产工程学院组织的
克拉科夫天主教大学Joanna Mysona-
Byrska教授共同组织了“逃离消费世界”
会议，该会议是开放式科学研讨会“人
与商业技术”系列的一部分。 会议期间
将展示消费世界的特征、其规则和原则、
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影响。还将尝试回
答是否成为消费者以及是否有可能逃离
消费世界的问题。 会议定于2018年11月
22日下午4点在罗兹理工大学校园举行。
地址：Wólczańska 街215号B-9楼，418
室。

第四届LUMEN 2018管理领导
人会议
2018-11-19
第四届LUMEN 2018管理领导人会议将于
2018年11月27日在华沙举行，会议主题是
科学和高等教育法案的新的实际方面，包
括大学的变革管理。 活动由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波兰校长基金会，科学和高等教育
主要委员会，波兰学术学校校长会议，波
兰认证委员会和波兰共和国专利局赞助。 
在会议期间将讨论：战略管理--关于实施该
法案的实际方面的辩论，并将在学术和运
营环境（IT管理）的知名代表的参与下，针
对参与大学计算机化的人员- IT主管，管理
员，系统用户。 更多信息： http://www.
lumen.edu.pl/

奥波莱大学虚拟天文学院
2018-11-19
奥波莱大学第六次虚拟天文学院正式开
始，来自青年天文台的Grzegorz Sęk将
首次开设公开讲座：“为什么值得观察天
空”。 虚拟天文学院是对实施天文学和
物理学额外课程方面工作的支持，奥波莱

大学的员工将参加讲座、研讨会和天文观
测。课程在学校或奥波莱大学举行。在
课程中，学生们将能够获得关于计算机科
学，物理学和天文学领域的能力。  

库亚维波美拉尼亚省大学创建
了实验室基地
2018-11-20
库亚维波美拉尼亚省大学“技术和精确科
学实验室”项目创建了一个联盟，致力于
开发对库亚维波美拉尼亚省经济至关重要
的创新解决方案和技术领域的研究潜力。 
该联盟由比得哥什卡齐米日大学和托伦的
尼古拉斯哥白尼大学以及比得哥什的技术
与生命科学大学（领导者）组成。项目资
助的精确和技术科学领域的最先进实验室
基地将专注于寻求和促进创新理念，产品
和服务。 在科技与生命科学大学举行了第
一次信息和行业会议，专门讨论该项目新
的科学和研究基础设施以及该省技术产业
的经济发展前景。

别尔斯克 - 比亚瓦技术大学波
兰 - 捷克 - 斯洛伐克项目
2018-11-20
科学与对外合作部、国际交流中心以及比
尔斯科- 比亚瓦科技与人文大学的学生政府
正在实施一个关于大学社会责任的项目。 
项目合作伙伴包括：俄斯特拉发捷克理工
大学、斯洛伐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大学和
匈牙利SzentIstván大学。项目由维谢格
拉德基金资助，旨在提请注意更多参与社
会行动的必要性。 项目将持续到2019年7
月，将着重在交流经验，促进社会和公民
态度的塑造，收集想法，并创建一个激励
进一步社会倡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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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新专业将在
一月招生
2018-11-20
2019年1月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的建筑学院
空间管理领域沿海地区综合管理硕士研究
将开始招生，到目前为止这种专业化还没
有在任何一所波兰大学实施。 新课程的
学生将学习陆地和海洋相遇的规划和空间
发展原则，他们将获得城市规划和空间规
划，港口区域管理以及港口和工业结构领
域的知识，并学习规划的自然基础，特
别强调陆地和海洋之间的生态系统保护原
则。 沿海地区综合管理的毕业生将在参与
空间规划的政府和地方政府机构以及与海
事有关的机构或在沿海地区开展工作。

华沙大学教学奖
2018-11-20
华沙大学校长将于2018年11月21日为华
沙大学最优秀的学术教师颁发教学奖。 
华沙大学教学奖于2015年成立，一年后
首次颁发。并且将为以下领域的教师颁
发：自然科学和精确科学，社会和人文科
学。 今年奖项将颁发给来自自然科学和
精确科学领域的植物实验生物学和生物
技术研究所的Danuta Solecka博士; 来
自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研究所的Agata 
Komendant-Brodowska博士； 哲学研究
所的FilipKawczyński博士将获得教学奖。

Michael Piechowski教授访问
普沃茨克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2018-11-20
Michael Piechowski教授是美国著名人
心理学专家，他将于11月22日星期四访问
普沃茨克国立高等职业学院人文与社会科
学系。 Michael Piechowski教授专门研
究“人才的发展水平，个人的自我实现，
道德，情感和精神发展以及增加属于发展
潜力的精神兴奋。 他曾是伊利诺伊大学，
西北大学和北国学院的讲师。 Michael 
Piechowski教授此行将带来主题为“积极
解体理论”的讲座，在讲座期间将讨论高
水平发展的例子并将为大学员工举办研讨
会“人才发展与人的发展“。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成为
SmartAgriHubs项目合作伙伴
2018-11-20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成为SmartAgriHubs
项目的108个合作伙伴之一，项目旨在加
速欧洲农业和食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项
目预算为2000万欧元，资金由欧盟资助。
项目将建立一个广泛的欧洲范围的数字
创新网络数字创新中心。于2018年11月
1日开始实施项目，协调员是荷兰大学。 
SmartAgriHubs旨在创建一个相互联系的
生态系统，利益相关者在从早期研究到农
场应用的不同创新阶段共同合作。农场将
涉及2千旨在使数字化过程适应农民的特定
需求的实验。

Gowin：研究机构的改革将加
速
2018-11-20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Jarosław Gowin
在接受money.pl平台采访时表示：“并
非所有人都对改革研究机构的想法充满热
情，但是科学部计划加快改革。” 一年
前，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提出了将波兰所有
研究机构合并为一个网络的计划；这是欧
洲最大的此类机构之一。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认为，网络计划将构成科学与经济
之间的桥梁和公共行政的有效技术和知识
背景。他宣布将加快解决这一问题的工作
且整个改革将在2019年4月前进行。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与纽约梅
隆银行联合竞赛
2018-11-21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数学系博士生
Jonas Al-Hadad获得了纽约梅隆银行竞赛
应用数学硕士论文，竞赛基于纽约梅隆银
行与理工大学于2017年签署的合作协议。 
评委会由大学代表组成,  Hugo Steinhaus
和纽约银行的代表根据这个想法的原创
性，数学正确性以及应用学生在实践中提
出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来评估提交的作品. 
Jonas Al-Hadad获得奖项的文章是在应
用数学专业的“美国期权定价：单一和双
重延续区域”。 更多信息： http://pwr.

edu.pl/uczelnia/aktualnosci/praca-
doktoranta-pwr-wyrozniona-11030.
html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21位科
学家获得了Opus和Preludium
比赛资助
2018-11-21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21名科学家
们见获得近1550万兹罗提用于实施他研
究项目。在此之前，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
共获得了超过800万波兰兹罗提的补助资
金。 来自化学系的Marcin Sieńczyk博士
在Opus竞赛中获得了超过200万兹罗提
的补助资金，他将用于实施“O'yyong-
nyong病毒CP蛋白酶：底物分析，抑制
剂和分子探针的设计和合成及其生化分
析”项目。 Opus和Preludium是国家科
学中心组织的最受欢迎的比赛。共收到
2970份比赛申请，其中618个项目获得
了补助资金。比赛每年举行两次，今年
11月波兰研究人员将获得近4亿波兰兹罗
提资金。 更多信息： http://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rekordowe-
granty-narodowego-centrum-nauki-
dla-naukowcow-z-pwr-11033.html

Grzegorz Kołodko教授成为布
达佩斯科维努斯大学名誉教授
2018-11-21
布达佩斯科维努斯大学参议院授予来自华
沙考明斯基大学、在经济和经济政策领域
杰出成就和科学著作的Grzegorz Kołodka
教授荣誉教授称号。 Grzegorz Kołodko
是经济学教授，在1994-1997和2002-2003
期间，他曾担任财政部长和部长理事会副
主席。并且是很多关于经济和政治的书籍
和出版物的作者。 Grzegorz Kołodko教
授被认为是经济学理论趋势的作者，称为
新实用主义。他是欧洲科学，艺术和文学
学院的成员以及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的科
学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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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大学为博士生学习创造了
最佳条件
2018-11-21
华沙理工大学和华沙大学在第11届波兰最佳
PRODOK博士学院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获得
第二名的是雅盖隆大学；获得第三名的是华
沙医科大学和格但斯克理工大学。 PRODOK
博士学院比赛由国家博士生代表组织。其目
的是根据对几个类别的评估选择一所能够为
博士生的学习创造最佳条件，并促进博士研
究的良好实践的大学。 更多信息： https://
krd.edu.pl/2018/11/19/wyniki-kokursow-
prodok-i-propan-2018/?fbclid=IwAR1Qy
T2YjbxH0XPAa1ChqlfqX7IY1SWuviANl43
Pv0_EnN5Ywik33TG3z64

第三届大学桂冠庆典
2018-11-22
11月30日，波兰大学论坛和克拉科夫雅盖
隆大学学生会邀请各位参加雅盖隆大学桂
冠庆典。 大学桂冠的想法是指出支持学生
活动的倡议，人员和组织。 奖项将分为以
下几类：大学科学项目，大学教学项目，
大学文化项目，大学体育项目，透视大
学，学生导师。 大学桂冠大赛将作为波兰
大学论坛在克拉科夫举行的大会的一部分
举行，这是波兰大学校长会议中与学生会
相关的自治协议。

格但斯克大学联盟将开展
BIONANOVA项目
2018-11-22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格但斯克大学、格
但斯克理工大学与INNOVABION 有限
责任公司将共同实施“新一代系统，用
于在化学合成和基因工程纳米生物材料
（BIONANOVA）中提供生物活性分子”
项目。 BIONANOVA项目包括开发新的独
特的药物输送方法，并创造创新的纳米生
物材料，用于治疗各种病因的疾病。该研
究将使用先进的细胞培养技术，免疫学，
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行为。 项目的预算超
过2500万兹罗提，资金来自国家研究与发
展中心TECHMATSTRATEG计划。项目旨在
促进波兰经济的创新和竞争力的增长。

Zygmunt Saloni教授在比亚韦
斯托克大学的“大师讲座”
2018-11-22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发言人Katarzyna 
Dziedzik通知到：“Zygmunt Saloni教授
将成为比亚韦斯托克大学语言学院系列“
大师讲座”的嘉宾。讲座时间为2018年11
月22日下午3点。大师讲座将讲述一个世纪
的独立和“稳定“。” Zygmunt Saloni
教授是杰出的语言学家，波兰语言学会的
荣誉会员和波兰语言爱好者协会的荣誉会
员。 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波兰语语法和词
典编纂方面，他是许多基本和重复作品的
作者或共同作者：“波兰语动词的句法特
征”，“波兰语共轭的介绍”，“波兰语
动词：变体，词典”，学术教科书“当代
波兰语的语法”和波兰语的语法词典。

“锡隆纳葛拉空间技术公园”
项目
2018-11-22
卢布林省宣布将实施“锡隆纳葛拉空间技
术公园”项目，技术公园将建在属于锡隆
纳葛拉大学的Nowy Kisielin的一块地块
上。 园区的概念是将现代化和专业化的
实验室，设备和试验台以及数据处理中心
结合在一起，其形象将与创新和空间领域
的公司所期望的研究和实施工作的方向相
对应。 技术公园最终将提高卢布林地区
的创新能力。4月卢布林省空间研究中心
PAS与锡隆纳葛拉大学签署了意向书，确
认了合作实施项目的意愿。项目和做伙伴
是HERTZ Systems 责任有限公司。 更多信
息： http://www.infoserwis.uz.zgora.pl/
index.php?rusza-konkurs-na-budow-
parku-technologii-kosmicznych

克拉科夫采矿和冶金啤酒节
2018-11-23
克拉科夫的AGH科技大学、AGH毕业生、
学生基金会以及工作室俱乐部将于11月24
日组织采矿和冶金啤酒节。活动面向酿酒
行业对科学和技术感兴趣的人士。 AGH发
言人Anna Żmuda-Muszyńska通知道：“
在活动期间，与会者将能够听取关于酿造

主题方面杰出专家的演讲并且能够了解到
有关家庭酿酒师和精酿啤酒的技术和原材
料的。” 演讲嘉宾包括克拉科夫农业大
学克拉科夫酿酒学校的代表Aleksander 
Poreda博士和博士Marek Zdaniewicz博
士以及一组认证酿酒师。他们将从科学和
实践的角度解说啤酒的制造。

马来西亚王子访问波兰大学
2018-11-23
马来西亚王子Tuanku Syed Faizuddin 
Putra Jamalullail、马来西亚玻璃市
政 府 代 表 、 马 来 西 亚 理 工 大 学 校 长
（UniMAP）和代表团一起访问了波兰的
大学。在访问波兰期间，他们会见了克拉
科夫雅盖隆大学，罗兹理工大学和华沙大
学当局。 马来西亚代表团参观了罗兹理
工大学校园，并会见了罗兹理工大学校长
Stanisław Wiakiem教授。 罗兹理工大学
提供的信息，在马来西亚代表团访问期间
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假定学生交换是伊
拉斯谟计划的一部分。

热舒夫“科学大问题”落成典礼
2018-11-26
2018年12月5日热舒夫爱乐乐团将举行
第三届“科学大问题”落成典礼。 Jerzy 
Bralczyk教授和记者兼专栏作家Michał 
Ogórek将出席由热舒夫信息技术和管理大
学和“公共周刊”基金会组织的活动。 在
由热舒夫大学报道的题为“对话的艺术”
的会议上，Jerzy Bralczyk教授和Michał 
Ogórek将讨论如何掌握谈话的艺术、如何
使谈话成为一种乐趣、有效表达思想的能
力之外，还有多重要的是倾听的能力等话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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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与什切青大学正在开
发获取和探索重力数据的技术
2018-11-26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什切青海事大学与
GEOPARTNER有限责任公司将共同开展“
开发波兰海洋及其沿海地区重力数据采集
和勘探技术（MORGAV）”项目。 项目
旨在开发用于从波兰海域及其海岸沿岸获
取和探索重力数据，以满足海上高度测量
与EVRS（欧洲垂直参考系统）协调需要的
技术。 用于获取和探索高精度海洋重力数
据的开发技术将填补波兰专属经济区的重
大信息空白。研究结果将允许将海洋区域
的自动化方法引入实践，也将实现空间数
据的多方面分析。

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研究人
员在克罗地亚展览上获得了奖
项
2018-11-26
来自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的
研究人员在2018年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
举行的Inova发明家展览会上获得了奖
牌。 在克罗地亚展览会期间，奥尔什丁
大学的发明者展示了一种用于迫击炮注入
的气动振动给料器，发明的作者是来自
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土木工程研究所的
Robert Wójcik教授。他的发明获得了一
枚金牌。 来自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技术
科学学院的博士Mateusz Pietkiewicz和
Andrzej Ostrowski的关于防波堤用电原型
的发明获得了银牌。 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创新与技术转移中心主任Eliza 
Popławska-Jodko在Gazeta Olsztyńska
的采访时表示：“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
里大学在专利和创新数量方面一直处于波
兰高等教育机构的前沿。”

西波美拉尼亚理工大学汽车实
验室
2018-11-26
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
系开设了致力于汽车主题的GlobalLogic
汽车实验室。 通过实验室学生将能够获

得汽车行业和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和软件领
域的知识和实践技能。GlobalLogic为实
验室配备了能够反映车辆车载电子设备和
现代汽车中的软件功能的设备。 在这里将
进行编程电子汽车系统，其中包括各种传
感器（例如接近传感器，温度）的实施示
例，以及由模拟和真实方向盘控制的简单
多媒体系统的课程。学生还将在实践中学
习用于各种电子组件之间通信的协议。

波兹南理工大学跨文化年
2018-11-26
波兹南理工大学获得了来自国家国际交流
局（NAWA）的20多万兹罗提用于实施“
世界各地跨文化年”项目。 项目强调大学
的学术环境与学生和外国员工的融合，经
验交流以及塑造学术环境中开放和宽容的
态度。在项目框架内将开展提高每日与外
国学生接触的PP的100名行政人员的沟通
和跨文化能力的培训。 计划还包括为理工
学院的学生和员工举办的15次跨文化会议
以及许多相关活动。今年的最高奖项将是
与外国学生来源国外交官参与的大学国际
化会议相结合。

日本研究人员访问卢布林理工
学院
2018-11-26
2018年11月23日卢布林理工学院接待了来
自日本科学家。作为伊拉斯谟+项目的一
部分，佐贺大学的Narumol Matsuyama
教授和九州大学的Nobuya Hayashi教授
就低温等离子体的产生和多样化应用以及
水资源管理和水电进行了一系列讲座。 在
访问卢布林期间，日本科学家还参加了电
工学和电子技术研究所的会议，在那里他
们展示了他们的研究兴趣。 根据卢布林
理工大学提供的信息，Joanna Pawłat
博士、Michał Kwiatkowski硕士Piotr 
Terebun硕士与日本代表团就非热等离子
体在等离子体技术和可再生能源部处理植
物材料的应用进行了联合研究。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下西里
西亚专业”项目
2018-11-27
来自44所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学生参加了下
西里西亚省的“下西里西亚专业”项目。
科技大学是该计划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 
项目旨在提高职业学校学生在以下职业中
的竞争力：货运代理技师，物流技师，数
字图形工艺技师，电工技师，IT技师，机
械技师和机床操作员。 来自下西里西亚省
44所学校的近2万五千名学生参加了活动。
计划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由弗罗茨瓦夫科技
大学组织的实验室研讨会以及职业学校和
学生科学俱乐部的联合课程。 计划共涉及
来自下西里西亚各地的13个城市和4个城
市。项目由欧洲社会基金共同资助，价值
超过400万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pwr-
wspiera-szkolnictwo-zawodowe-11037.
html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研究员获得
波兰物理学奖
2018-11-27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物理学院的Krzysztof 
Szerenos博士的“电介质中的超快非热
光磁记录”论文获得了波兰物理学会奖。 
Krzysztof Szerenos博士在他的论文中描述
了一种在薄介电层中进行超快光磁记录的
新方法。这项工作的负责人是比亚韦斯托
克大学Andrzej Stupakiewicz教授。 这不
是Krzysztof Szerenos博士获得的第一个奖
项，他还获得了今年最佳博士论文的总理
奖。四月份得到了华沙理工学院颁发的青
年科学家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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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大学将实施现代化IT系统
2018-11-27
托伦哥白尼大学与SIMPLE SA公司签署了
一项协议，协议将提供并实施支持大学管
理流程的IT系统，包括系统集成科学，教
学，研究和管理（SINDBAd）。 新工具将
涵盖财务和会计，人力资源和工资，计划
和分析，采购，教育和科学以及项目等领
域。通过实施新系统将减少将相同数据重
新输入IT系统的需要，并充分利用处理此数
据所产生的效果。SINDBAd还将允许电子
引入许多流程，尤其是在会计凭证流通方
面。 SINDBAd系统将作为哥白尼大学现代
化的一部分实施，项目还提供管理员工培
训。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研究
人员获得奖学金
2018-11-27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三位科学
家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颁发的以表彰
才华横溢的年轻科学家奖学金。 获得奖学
金的是： 来自大地测量学和地理信息学研
究所的Tomasz Hadaś博士，他在实时处
理GNSS卫星导航系统方面的使用，例如美
国GPS，俄罗斯GLONASS，欧洲伽利略和
中国北斗。 来自生物技术和食品科学学院
水果技术，蔬菜和营养保健学系的Paulina 
Nowicka博士，她专注于分析植物原料
中多种化合物的含量，并使用现代分析技
术确定其促进健康的活动。 来自兽医学
院药理学和毒理学系的Błażej Poźniak博
士，他主要研究药代动力学，包括研究鸡
和火鸡中抗菌和抗炎药物的情况。 更多
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pl/
aktualnosci/48642/stypendia_ministra_
dla_wybitnych_mlodych_naukowcow.
html

波兹南大学校长签署波兹南学
术传统宪章
2018-11-27
所有波兹南大学的校长和波兹南波兰科学
院院长以及波兹南科学家协会（PTPN）的
校长均签署了“波兹南学术传统宪章”。

签署仪式于波兹南波兰大学组织委员会成
立一百周年的PTPN会议之际举行。 一百
周年纪念是一个可以确认指导波兹南大学
创作者的价值观，并确定波兹南科学界应
遵循的方向，卡片纪念最重要的事件和人
物以及1919年大学建立之前的想法的重要
机会。 宪章中写道：“我们将开拓创新和
后来的波兹南学术环境视为我们所有人的
挑战和责任，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学术
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必须履行的使命，
超越分歧和划定现代大学的新路径的信
念。”

克拉科夫工业大学青年工程师
日
2018-11-27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与每月建造者一起将于
2018年11月29日组织年轻工程师日。活
动将作为“年轻工程师的建设者”教育计
划的一部分举行。 活动当天将举行两个专
题讲座，第一个讲座将致力于现代建筑的
解决方案和技术。第二个讲座将基于已完
成投资的具体示例讨论工程挑战。 讲座
将由代表建筑行业最大公司的优秀工程师
进行。 更多信息： http://buildercorp.
p l / 2 0 1 8 / 1 1 / 1 4 / d z i e n - m l o d e g o -
inzyniera-krakow-29-11-2018/  

华沙大学Mirosława Czerny
教授获得马尼萨莱斯大学荣誉
博士
2018-11-27
来 自 华 沙 大 学 地 理 与 区 域 研 究 学 院 的
Mirosława Czerny教授获得了哥伦比亚马
尼萨莱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Mirosława 
Czerny教授涉及发展地理，波兰的社会
经济地理和空间城市发展模式，并且是众
多出版物的作者和合著者，书籍主要是波
兰语和西班牙语。 2018年11月20日在哥
伦比亚大学举行的荣誉博士称号颁奖仪式
上，Mirosława Czerny教授带来了主题
为“可持续发展及其在马尼萨莱斯市的应
用”的演讲。

密茨凯维奇大学实施学生心理
健康支持计划
2018-11-28
波 兹 南 密 茨 凯 维 奇 将 大 学 实 施 “ S O S 
Digital - 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支持”计
划。计划的负责人是葡萄牙de Minho大
学，由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
学和意大利的Degli Studi Di Trento大学
共同实施。 作为项目的一部分将创建一个
在线平台“SOS Digital”，其中包含有关
精神障碍，应对情绪和困难情况的信息材
料，以及对大学工作人员的建议。它还有
一个学生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空间。 
项目的作者还将创建“程序手册”。它将
包括一份关于支持精神健康问题的良好做
法的报告，分析在大学，波兰，欧洲国家
和世界的精神危机中支持人们的现状，以
及结论和建议。

红衣主教大学校长成为卢茨克
大学荣誉博士
2018-11-28
红 衣 主 教 S t e f a n W y s z y ń s k i 大 学 校 长
Stanisław Dziekoński教授（牧师）获
得 了 东 欧 国 立 卢 茨 克 大 学 荣 誉 博 士 。 
Stanisław Dziekoński教授在仪式上说：“
我被授予这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一
种特殊的建立我们大学之间的桥梁，因
此，通过在更广泛的教育领域发展兄弟般
的合作，将乌克兰和波兰人民聚集在一
起”。 卢茨克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0
年，当时国家教育学院成立。目前，东欧
国立大学拥有7个研究所，9个学院和76个
学院。14,000名学生对此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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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反国家
思想和政治活动科学会议
2018-11-28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政治学院各位参
加“反对国家：反国家思想和政治活动”
科学会议。 会议将于12月6日在卡齐米日
大学主图书馆举行；会议主题为国反思
国家机构的演变和形成过程中的角色是
否正在实现反国家色彩的思想，概念，
态度和政治行为。 会议组织者宣布将在
会议期间讨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可以
被认为是社会有益的国家模式，跨国公司
的力量，世界个人主义态度的崛起，民
族主义的复兴和日益增长的民粹主义。 
更多信息： https://www.ukw.edu.pl/
strona/aktualnosci/aktualnosci/37318/
ogolnopolska_konferencja_naukowa_
przeciw_panstwu_antypanstwowe_
idee

波兰最佳学生科学俱乐部奖
2018-11-28
在2018IKONA科学运动大会期间，进行了
StRuNa比赛。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Piotr Muller参加了此次活动。 在2018年的
科学圈类别中，格但斯克大学心理研究俱
乐部“Experior”获得了一等奖。 来自托
伦哥白尼大学大学支持中世纪学生协会的
Monika Jakubek-Raczkowska博士获得
了2018年度科学卫士奖。 来自华沙医科大
学的学生重建和肿瘤学骨科科学圈获得了
2018年度首秀类一等奖。 来自波兹南密茨
凯维奇大学的跨文化教育科学圈的“UAM
无国界学生- 马达加斯加”项目获得了
2018年远征类一等奖。

热舒夫技大学代表团访问英国
2018-11-28
由 热 舒 夫 科 技 大 学 副 校 长 G r z e g o r z 
Masłowski教授带领的波兰代表团于11月
21日至22日访问了英国的两所大学：吉尔
福德萨里大学和足球与体育产业大学位于
伦敦的温布利体育场。 根据热舒夫技术大
提供的信息，此次访问将与萨里大学在5G
电信网络和材料工程领域的研究领域达成

协议并开展合作。 在参观足球和体育产业
大学学位期间，热舒夫大学代表团提出了
在管理学院开设体育管理领域和医学工程
领域体育工程专业的计划。两所大学的代
表都表示愿意合作交流学生和合作项目。

3MT竞赛
2018-11-28
来自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博士
生Natalia Paszek在3MT竞赛大学决赛中
获得了关于21世纪具体的三分钟长篇故
事。 比赛由科学普及中心和大学博士生理
事会组织，来自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几个学
院的10名博士生参加了比赛，他们每个人
都必须站在学生文化中心“Mrowisko”的
舞台上，并向观众讲述他们的科学研究。
每位参与者只有3分钟的时间，并且必须以
一种有趣且易于接近的方式为非科学家的
接受者做这件事。 Natalia Paszek在比赛
中以“地质垄断者- 21世纪的混凝土”为
主题，介绍了主要由废弃物制造的建筑材
料。土木工程学院的博士生也获得了观众
奖。

维也纳年轻建筑师的作品将在
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展出
2018-11-28
截止12月2日可以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
知识和科学技术信息中心看到年轻的维也
纳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的作品。 展览展示
了来自第11个维也纳设计办公室的年轻建
筑师的作品。设计师由奥地利首都当局的
赞助下组织的竞赛中选出。只有总部设在
维也纳的设计工作室才能参加比赛，并且
至少实施了一个项目，且工作室负责人年
龄不超过45岁。 YoVA 4是年轻设计师的
第四届竞赛，展览所附的目录是年轻一代
维也纳建筑师的集体组合。该展览是与奥
地利驻弗罗茨瓦夫领事馆合作举办。

奥波莱大学与奥波莱国立医学
应用科学大学将合并
2018-11-28
从下一学年开始，奥波莱大学与奥波莱国
立医学院将合并为一个整体。 根据合并

决议将在该大学成立医学院，这是健康
科学和体育教育领域的教学和科学结合在
一起的组织单位。以前在西里西亚大学
和PMWSZ进行的所有研究领域将继续进
行管理，并在组织上分配给医学院。 奥
波莱国立医学应用科学大学校长Tomasz 
Halski 教授说道：“我们奥波莱国立医学
应用科学大学团队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
拥有绝对的科学潜力和巨大科技成就的员
工。我很高兴我们将成为一所新的大学”
。 更多信息： http://www.uni.opole.pl/
page/2561/senat-uo-za-wlaczeniem-
pmwsz-w-struktury-uniwersytetu

TopMinds计划
2018-11-29
截止2018年12月2日可以报名参加将于
2019年开始的TopMinds计划。这是由500
强创新者协会和波兰- 美国富布赖特委员
会发起的培训和指导计划。 TopMinds计
划面向在毕业时需要支持选择正确的职业
道路的波兰大学生。 根据科学部提供的消
息，作为TopMinds的一部分，导师和专家
支持参与者接受挑战并找到自己的职业道
路，帮助培养人际关系能力，并指出加强
价值观的方法和给出专业的意见。 更多信
息： www.topminds.pl

加拿大驻波兰大使访问热舒夫
技术大学
2018-11-29
加拿大驻波兰大使Leslie Scanlon与热舒
夫科技大学当局进行会谈的主题是加拿大
和波兰航空航天研究中心之间的研发合作
的可能性。 根据热舒夫大学提供的信息，
会面讨论了加拿大公司在航空业的业务发
展机会，以及加拿大和波兰航空航天研究
中心之间的研发合作。热舒夫科技大学和
先进技术中心AERONET-Dolina Lotnicza
都有很大潜力与加拿大研究人员一起发起
或加入研发项目。 热舒夫科技大学航空与
机械工程系主任Jarosław Sęp教授强调
道：“与加拿大的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和
发展前景，会议的影响将在不久的将来展
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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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波莱职业教育支持项目是欧
洲最好的项目
2018-11-29
奥波莱科技大学与区域教育支持小组，奥
波莱经济发展中心和奥波莱市政府合作实
施的“奥波莱职业教育更贴近劳动力市场
2”项目被认为是欧洲“欧洲卓越基金”
类别中最好的项目。 项目包括为大学的
中专学生和职业学校学生开设技术研究
预备课程。例如使用Arduino UNO电路
编程课程、AutoCAD支持、使用Lego 
Mindstorms EV3编程以及2D和3D计算机
图形。 项目还包括内燃机实验室的研讨会
活动，机器，设备和建筑结构的空气动力
学和流体动力学实验室，逆向工程自动化
和反射实验室以及教师培训课程“3D图形
建模和搅拌器中的物体动画”。

Bertrand Piccard博士获得西
里西亚理工大学荣誉博士
2018-11-29
Bertrand Piccard博士是第一位在全球
范围内驾驶由太阳能驱动的飞机，也是
一位拥有非凡的远见卓识和创新者。他
将于12月5日获得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荣
誉博士学位。典礼仪式将在11.00在西里
西亚理工大学教育会议中心A厅举行。
地址：Konarskiego 18B。 Bertrand 
Piccard博士将他的职业生涯奉献给了科
学。他是一名专攻精神病学的医生，但他
最出名的是他在现代技术领域的成就。他
拥有一架完全由太阳能提供动力的飞机。
他的成就表明，飞机可以不使用一滴燃
料，也不会对环境造成伤害。 在典礼结束
后，将开始跨学科“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保
护气候和环境的创新活动”科学会议。

波兰共和国学生会主席
2018-11-29
Dominik Leżański是来自罗兹科技大学
电子工程，计算机科学与自动化学院的
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他被选为2019  
-  2020年期间波兰共和国学生议会主席。 
选举在2018年11月24日举行的波兰共和
国学生议会报告和选举第二十次会议期间

举行的。Dominik Leżeński将取代卢布林
天主教大学的Tomasz Tokarski担任此职
位，Tomasz Tokarski自2017年以来一直管
理该组织。 Dominik Leżeński说道：“作
为波兰共和国学生议会的下一任主席，我
们将对解决大学的情况产生重大影响。我
们的注意力将主要集中在保护学生的权利
上。“高等教育和科学法”对于未来几年
将尤为重要。学生议会的作用是提交意见
并就拟议的变更提出意见。“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科学
俱乐部是Pro Juvenes比赛中
最好的团队
2018-11-29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Robocik”自动
化和机器人科学协会赢得了由波兰共和国
学生议会组织的Pro Juvenes竞赛。科学
圈的学生们因创意活动和创新项目而获得
了比赛。 自动化和机器人科学协会的主要
项目是自主水下机器人。2018年8月，机
器人参加了加利福尼亚的RoboSub比赛，
进入了半决赛并赢得了Unity环境中最佳
计算机模拟的特别奖并且进行了船测试。
学生们宣布建造一个新版本的机器人，
明年他们希望在比赛中获得更高的荣誉 
“Robocik”自1997年以来成立于机械工
程学院，是该大学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圈之
一。学生项目中包括使用人工神经网络，
工作视觉系统以及自动车辆模型对工业机
器人进行分类。

格但斯克大学与STARTER企业
孵化器签署合作协议
2018-11-29
格但斯克大学与STARTER企业孵化器签署
了合作协议，两个机构将在许多层面开展
长期合作。 STARTER企业孵化器组织来自
商界的专家、教育行业的代表、初创企业
以及港口和物流行业的代表进行会议。其
负责人Jerzy Piotr Gwizdała表示：“签订
合同是我们大学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学生们将能够参与许多有趣的项目，获得
经验和实践技能，而教授们将获得新的发
展机会”。 合作协议规定联合组织科学会

议，专题讨论会，以及各种形式的知识转
让和相互启发，以实施研究相关的研究，
技术转让和研究成果的商业化。

渥太华大学法学院为波兰大学
生提供奖学金
2018-11-30
渥太华大学法律系Edward Barry 
McDougall奖学金计划已经正式启动，
奖学金适用于在波兰大学毕业的毕业生。 
申请奖学金要求是波兰公民完成的波兰法
律研究的毕业生。可以在第五年申请奖学
金，前提是在在加拿大开始学习之前必须
拥有法学硕士学位。 奖学金包括在加拿
大旅行，生活和学习相关的大部分费用。 
申请截止日期为2019年2月1日。 更多信
息： https://llmphd.uottawa.ca/en/
edward-barry-mcdougall-memorial-
scholarship-graduate-studies-law

华沙大学技术转移中心
2018-11-30
在华沙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成立20周年之
际，华沙大学基因组学的专门从事基因
测试和研究团队的分拆公司发现了获得用
于开发创新抗癌疫苗的持续mRNA的方
法。 华沙大学校长Marcin Pałys教授在庆
祝仪式上说：“将最好的大学区分开来，
不仅开展了开创性的研究和教育质量。它
还对环境产生强烈影响，包括研究成果的
商业化以及员工，博士生和学生的创业支
持。” 2017年分拆公司华沙基因组学被
中欧创业奖评为波兰最佳生物技术初创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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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波莱1400多万现代ICT解决
方案
2018-11-30
来自奥波莱省的47家公司将获得超过1430
万兹罗提将用于实施现代ICT解决方案。可
以为现代客户服务系统或IT和通信系统获得
补贴，以改善企业的运营。 获得资金的项
目包括：设计了微处理器生产和铸造生产
线监控系统，销售平台和IT系统，支持招聘
公司。 在收到的第一份共同融资中，将实
施移动培训平台，虚拟交易会系统，视频
学习平台，专业在线销售系统的实施以及
用于自动化内部流程和创新实验室软件的IT
系统。

AGH科技大学100周年壁画比赛
2018-11-30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100周年壁画比赛
的获胜者名单已经公布；来自克拉科夫
美术学院学生Anna Wardęgi的项目赢
得了比赛。壁画将在2019年初实施。 来
自AGH新闻办公室的Natalia Bujak通知
道：“壁画呈现了大学内部开发的各种科
学领域，包括大地测量学，空间科学，声
学和可再生能源。” Anna Wardęga来
自克拉科夫，是克拉科夫美术学院绘画系
的三年级学生。她的另一个项目于2018年
在弗罗茨瓦夫宿舍的一面墙上举行的壁画
比赛中获胜。

西里西亚大学 “保护我们的气
候，推进我们的社会”研讨会
2018-11-30
西里西亚大学“保护我们的气候，推进我
们的社会”研讨会 波兰科学院，罗马教皇
科学院和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共同邀请各位
参加在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法律和管理
学院的“保护我们的气候，推进我们的社
会”研讨会。 研讨会包括专题讨论会和
专题会议，最新气候变化研究的结果以及
这些技术，经济和社会方面变化带来的挑
战。会议的发言人是西里西亚大学地球科
学学院的Jacek Jania加收，他也是极地
研究中心主席。 活动的荣誉赞助人是西里
西亚大学校长，活动将作为在卡托维兹举

办的COP24气候峰会的一部分举行。 更多
信息： www.institution.pan.pl

Rita Felski教授在弗罗茨瓦夫大
学的讲座
2018-11-30
弗罗茨瓦夫大学波兰语言学院的文学系邀
请各位参加来自弗吉尼亚大学Rita Felski
教授的讲座。讲座主题为“迷上艺术与依
恋”，讲座内容基于一本杰出的美国评论
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新未出版的书籍。 讲座
将于12月7日在波兰语言学院的图书馆阅览
室举行。地址为Nankiera 15。主办方提
供同声传译。 Rita Felski出生于伯明翰，
来自一个移民家庭（父亲是波兰人，母亲
是捷克人）。她曾在澳大利亚，美国和最
近在丹麦的大学工作。她处理女权主义批
评，现代主义概念，是后现代主义和前卫
主义，接受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现象。她的
最新著作“批判的极限”（The Limits of 
Critique）所提出的怀疑态度是阅读的基
本前提。

与Leszek Borysiewicz教授的
对话
2018-12-03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 通知道：“2018年12月3日星
期一11点00分，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法学
院大厅举行了Sławomir Presnarowicz教
授新书“与Leszek Borysiewicz教授的对
话：不仅仅关于科学”的推介会。 Leszek 
Borysiewicz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
他拥有英国和波兰血统。他指导了一种针
对导致人乳头瘤癌症的病毒的疫苗的发
明。为此获得了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颁发的爵位。2010  -  2017年间，他曾担任
剑桥大学副校长。2018年2月，他被授予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本书的
作者Sławomir Presnarowicz教授来自比
亚韦斯托克大学法学院公共财政和金融法
系，同时也是华沙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

密茨凯维奇大学与巴马科马里
大学合作协议
2018-12-03
密 茨 凯 维 奇 大 学 将 与 马 里 的 巴 黎 科 理
学院合作，合作协议由副校长Ryszard 
Naskręck教授与巴马科大学校长Moussa 
Djire教授共同签署。 大学之间的合作由密
茨凯维奇大学法律和行政部门在第十五届
波兹南世界农业法大会期间发起。合作协
议规定了经验，访问和讲座的交流以及联
合研究的开展和发展。由于该协议，交换
科学家和学生也更容易。 巴马科大学是马
里最大的大学之一，也是西非科学教学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美国，法国和荷兰
等国的实体保持着国际联系。

格但斯克大学优质学生将获得
超过41，5万兹罗提资金
2018-12-03
格但斯克大学教育质量办公室将实施“老
鹰学校”项目，项目旨在通过在教育过程
中使用辅导方法为优质学生提供支持。 该
计划任务是招募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奥
林匹克获胜者，在第一学年取得最佳成绩
的学生，以及在第一学位课程或前七个学
期的统一硕士研究中使用辅导方法实施他
们的教育过程。 该大学将为学生资助奖学
金的资金，并支付额外费用，包括教学辅
助和使用辅导方法进行课程的学术教师的
报酬。资金来源于欧洲社会基金共同资助
的业务计划知识教育发展，金额超过41，5
万兹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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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米亚 - 马祖里和大学与中
国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建立合作
关系
2018-12-03
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校长
Ryszard Górecki教授与中国辽宁工程技
术大学校长Xing Baojun于2018年11月29
日签署了合作协议。 合作范围包括：员工
和学生的交流，开展联合研究和出版物，
参加研讨会和科学会议，交换科学材料和
出版物，创建短期科学计划和联合研究活
动。 奥尔什丁大学大地测量学，空间工程
和建筑学院进行将参与合作范围。

“大学作为国家知识文化的中
心”国际科学大会
2018-12-03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红衣主
教大学历史与社会科学学院与国家文化中
心将童工组织波兰独立100周年和国际科学
大会“大学作为国家知识文化中心”。 会
议将于2018年12月6日在WULS SGGW的
水晶厅举行，由波兰共和国总统Andrzej 
Duda荣誉赞助。 会议组织方从历史的角
度和现在宣布关于大学作为国家知识文化
中心的重要性的辩论。会议的问题将涉及
大学的地位和社会生活中的科学知识。

克拉科夫农业大学开发的创新
方法
2018-12-03
来 自 克 拉 科 夫 林 业 大 学 农 业 学 院 的
Jarosław Socha教授的团队开发了一种
创新的树木生长模型，模型可以利用空
中激光扫描结果。 Jarosław Socha教授
说：“到目前为止，波兰大部分地区树木
生长的估计是不精确的，并且基于过时的
模型。我们已经证明，世界上第一个重复
空中扫描可以开发树木生长模型。激光扫
描可以在数万公顷甚至整个波兰开发当地
模型和观察树木。” 新方法的研究资金来
源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

西里西亚大学研究人员获得
Bekker奖
2018-12-03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的五位科学家获得了由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计划颁发的Bekker奖。
波兰大学和科学单位的研究人员可以申请
资助前往世界上最好的研究中心。 该计划
的目的是通过使他们在世界各地著名的外
国中心进行研究或教学，增加波兰大学和
科学单位的科学家和学术教师的国际流动
性。交换时间为三个月到一年。 该计划
的获奖者是： 西里西亚大学法律和行政
学院Monika Jagielska教授； 语言学院
Przemysław Marciniak教授; 地球科学学
院的Łukasz Pawlik博士和AnnaŚwitlicka
博士 数学，物理和化学系的Anna Maroń
博士。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赞助Maria 
Konopnicka学校
2018-12-03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位于佩斯科维采的
Maria Konopnicka学校签署了合作协
议，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将加大对佩斯科维
采学校团队的科学赞助。 西里西亚理工大
学将致力于提供教学基础，使学生能够参
加大学课程，包括参加讲座，实验室和科
学课程，并促进学生与志愿学生一起工作
的机会。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将能够
在佩斯科维采学校举办学术方法和教学培
训。合作协议还允许在佩斯科维采学校的
学生中推广理工学院的教育。

第十四届波兰 - 德国学生冶金
学院
2018-12-04
2018年12月6日至7日将在克拉科夫AGH
科技大学举行第14届波兰- 德国学生冶金
研讨会。活动由学生科学钢铁冶金学会组
织。 研讨会迄今已经举办了13年，同时在
德国的克拉科夫和弗赖贝格交替举办。金
属工程AGH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与TU 
Bergakademie Freiberg钢铁技术研究
所是项目合作伙伴。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
琴斯托霍瓦理工大学的代表以及捷克共和

国，日本，中国和乌克兰的学生也将参加
研讨会。

波兹南理工大学国家国际交流
中心将获得近50万兹罗提资金
2018-12-04
波兹南理工大学语言与交流中心获得了50
万兹罗提资金用于实施“在波兹南理工
大学的学术环境中培养英语沟通和语言技
能”项目。 该项目包括：针对以英语授
课的研究和教学人员的EMI（英语中等教
学）课程; 为研究和教学人员提供多元文化
环境中的交流课程。 大学还将为为外籍员
工和学生提供波兰语课程，在院长办公室
提供交流和语言能力课程，并在剑桥大学
和Viadrina大学进行考察。项目实施期间
还将举行“欧洲大学英语中级教学”国际
会议。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成立基因工程中心
2018-12-04
在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兽医学院成立
了配备有现代和独特的研究基础设施的基
因工程中心。中心的建立耗资近550万兹
罗提。 中心的设备允许在小动物模型，无
特定病原体和良好实验室实践（GLP）的
环境中培养和进行体内生物医学研究- 基
础和临床前研究。该中心还将成为培训学
生和博士生的地方。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
学大学的科学家在基因工程技术的应用方
面拥有多年的经验，可用于创建转基因
细胞和动物研究模型。目前正在与西里
西亚皮亚斯特医科大学合作对乳腺癌细
胞化疗耐药的分子机制进行研究。 更多
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pl/
aktualnosci/48665/centrum_inzynierii_
genetycznej_upw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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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获得 “创造
性优点”徽章
2018-12-04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获得了波兰共和国专利
局颁发的“创造性优点”徽章。颁奖仪
式在华沙皇家城堡举行的仪式上由学校事
务和教育副校长Tomasz Trawiński教授领
取。 颁奖仪式是工业产权保护一百周年
纪念日，波兰共和国专利局和专利代理人
专业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波兰共和国专利
局于1918年12月28日根据国家元首Józef 
Piłsudski的法令成立，是重新获得独立后
建立的第一批国家机构之一。 1993年至
2000年以及2003年以来首次颁发出“创
造价值”荣誉徽章归于个人，机构，组织
和协会，他们以创造力的发展和普及为成
就。

Leszek Berezowski教授在弗罗
茨瓦夫大学的讲座
2018-12-04
弗罗茨瓦夫大学英语语言学院邀请各位
参加Leszek Berezowski教授主题为“你
需要了解的圣尼古拉斯和圣诞老人”的
讲座。讲座将于12月5日在Marianum 
Oratorium举行。 Leszek Berezowski教授
将谈论尼古拉斯的形象及其相关习俗以及
在其他国家是如何被创造的，例如英国圣
诞老人或美国圣诞老人。 “你需要了解的
圣尼古拉斯和圣诞老人”讲座将用图片，
诗歌，广告，照片，邮票，新闻，讲座使
用语言为英语。

第9届INTERSTUDENT竞赛
2018-12-05
第9届INTERSTUDENT竞赛申请提交时间将
于12月12日截止。组织方希望奖励那些在
不同文化之间建立合作并丰富波兰学术环
境的外国学生。 比赛作为“在波兰学习”
计划的一部分举行。参与竞赛条件是外国
学生在波兰当地学习环境中参与文化、社
会、生态、体育和科学等方面的活动并且
有良好结果以及参与有趣的研究项目。提
交竞赛申请可以由其教授，监护人，大学
当局，外国合作办公室，学生自治政府以

及同时提示。 目前有7万多名外国学生在
波兰大学学习。竞赛评审团将在波兰公立
和非公立大学本科，研究生和博士研究学
习的外国学生中选择最好的参赛者。 更多
信息： http://www.studyinpoland.pl/
interstudent/

锡隆纳葛拉大学EXPO会议医
学模拟
2018-12-05
锡隆纳葛拉大学医学与健康科学学院邀请
各位参加EXPO会议医学模拟：未来的挑
战。会议将于12月6日和7日举行，会议内
容包括讲座，讨论小组和研讨会。 医学模
拟将成为医学专业教育的标准，在本科和
研究生教育层面开辟了一系列硬件选择。 
为了满足在医学模拟方法教学中学习最新
技术和可用解决方案的需要，会议将成为
讨论和交流与教学计划实施相关经验的
场所。组织者还承诺承担医学模拟中心的
设计，组织和管理。 更多信息： http://
www.exposymulacjamedyczna.pl/

金融时报” 欧洲商学院排名
2018-12-05
每日“金融时报”刊登了欧洲商学院的排
名，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在商学院排名第
71位。 排名包括伦敦商学院，巴黎HEC
商学院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最好的学生
主要是在专业的硕士学位和全日制MBA
学习。 根据最新的“金融时报”报道，
中欧和东欧的大学正在赶超西欧的大学，
尽管他们在最好的商学院中的代表性仍然
很小。俄罗斯，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斯
洛文尼亚只有一所这样的大学，波兰有两
所。 更多信息： http://rankings.ft.com/
businessschoolrankings/european-
business-school-rankings-2018  

雅盖隆大学与奥洛穆茨帕拉基
大学合作
2018-12-05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由研究和结构基金副
校长Stanisław Kistryna教授参观了奥洛穆
茨帕拉基大学。 根据雅盖隆大学提供的信

息，与捷克合作伙伴进行会谈的主题是加
强两所大学之间的科学和教学合作，并加
强在精确科学，生物技术和亚洲研究领域
的未来项目方面的相互接触。 雅盖隆大学
代表团还参观了帕拉基大学的先进技术和
材料区域中心，科学技术园区和Haná地区
中心。

西里西亚大学研究人员正在开
发更好的大麦
2018-12-05
来 自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遗 传 学 系 的 A g a t a 
Daszkowska-Golec博士正在寻找更能容
忍长期缺水的大麦，Agata Daszkowska-
Golec博士分析了CBP20和ERA1两种基
因的作用机制。 Daszkowska-Golec博
士根据对遗传密码的分析，研究了大麦和
拟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干旱胁
迫的防御机制。她介绍道：“我参与了植
物对长期缺水的反应基因的鉴定，以及这
些基因的突变如何有助于改善。” 波兰在
大麦在耕种面积方面排名第四位，主要用
作生产麦芽，薄片，去壳或豆芽的饲料和
原料。Daszkowska-Golec博士正在寻找
新的，更好的这种谷物品种，其特点是良
好的肥力和对压力因素的高抵抗力。 更多
信息： http://www.us.edu.pl/w-strone-
elitarnej-odmiany-jeczmienia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科学家获
得Bekker奖学金
2018-12-05
来自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的两位科学家获
得了又国家学术交流机构组织的Bekker竞
赛奖学金。 Anna Kubicka博士的“狩猎- 
采集者，农民和城市化人口下肢的方向不
对称分析”项目将在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
物馆进行；Daniel Gebler博士将在葡萄
牙里斯本大学实施“利用河流监测中的大
量数据进行淡水生态研究”项目。 Bekker
竞赛旨在通过让他们在世界上最好的外国
中心进行研究或教学来提高波兰科学家和
学术教师的国际流动性。最受欢迎的目的
地是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澳大利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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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电视录音与电影
文献模拟实验室
2018-12-05
格但斯克大学开设了现代化的电视录制与
电影文献模拟实验室，实验室为跨学科十
实验室，将为来自新闻和社会交流以及电
影和视听文化学校的学生提供使用。 这是
波兰最现代化的电影实验室之一。格但斯
克大学在2014年至2020年期间获得了波美
拉尼亚省区域业务计划超过400万兹罗提
的资金，格但斯克大学方出资约为100万
兹罗提。 在开幕式期间，录制了一个现场
节目。录制节目由Beata Czechowska-
Derkacz博士发现以及由格但斯克大学
校长Mirosław Czapiewski博士为大家
带来了天气预报。 更多信息： https://
ug.edu.pl/media/aktualnosci/80613/
uroczyste_otwarcie_laboratorium_
symulacji_nagran_telewizyjnych_i_
dokumentacji_ilmowej_uniwersytetu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学术合作协会
2018-12-06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NAWA）成为学
术合作协会（ACA）成员。 ACA是一个
在高等教育国际合作领域开展业务的智囊
团，其活动包括研究和分析，评估，咨询
和出版物等。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联网22
个机构的网络平台，这些机构是波兰国家
学术交流局的同等机构。 作为常规会议的
一部分，ACA成员交流有关其国家发生的
科学和高等教育领域变化的信息，介绍其
组织实施的新计划，并介绍在国外推广高
等教育的主要方向。

西里西亚大学“2018气候保护
与气候管理法律日”
2018-12-06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邀
请您各位于12月7日参加主题为“2018年
气候保护和气候管理法律日”的科学研讨
会（“根据巴黎协定推进法律和治理对气
候行动的贡献”）。 世界知名的科学代表
和致力于气候保护的国际机构将出席研讨
会。会议期间将颁发最佳学生论文法律气

候保护奖。 组织者宣布讨论确保气候变化
研究领域的能力建设和合作的协同作用，
以及代表法律和管理各领域的专家之间的
知识，思想和经验交流以便有可能制定有
效的“巴黎协定”实施模式。

2018年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奖
2018-12-06
2018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奖是波兰科学最负
盛名的奖项之一。奖项选出了学术界和科
学界的69位最佳代表。 根据科学部提供的
信息，该奖项授予过去一年中杰出的科学
成就，个人和集体的教学成就和组织的成
功。 获奖者包括： 来自华沙医科大学健
康科学学院的Aleksandra Wesołowska
博士，他因在社会福利方面的研究类别获
得杰出科学成就而获奖。 来自克拉科夫雅
盖隆大学物理，天文学和应用计算机科学
系的Maciej Nowak教授因经济发展和教
授研究类别的杰出科学成就而获奖。 来自
华沙血液学和传染学研究所的Przemysław 
Juszczyński教授因其杰出的科学成就而
获奖。 更多信息： https://www.gov.
pl/web/nauka/nagrody-ministra-
nauki-i-szkolnictwa-wyzszego-2018-
rozdane?fbclid=IwAR3-e16tbIfvkmM1o
yJ1nE8zfUAqSLBC7RvceRhkVeQIXg4D
Xs1Io7bwJNI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研究人员将
在阿拉斯加大学进行研究
2018-12-06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通知道：“来自比亚韦斯托克
大学的Julita Sadowska博士将在美国安
克雷奇阿拉斯加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研
究。Julita Sadowska博士获得了由国家学
术交流中心颁发的Bekker奖学金，奖学金
为156000兹罗提。” Julita Sadowska博
士来自生物学研究所动物生态系，她的研
究对象将是北极地区的研究对象。阿拉斯
加是这些动物被发现的地方之一。 Bekker
计划旨在通过让波兰科学家在世界上最好
的外国中心进行研究或教学来提高波兰科
学家和学术教师的国际流动性。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与格但斯克
大学的跨学科研究：分散能源
2018-12-06
格但斯克大学与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将创建
一个跨学科和独特的联合研究领域：分散
能源。两所大学都就跨学科研究领域签署
了合作协议。 建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分
散能源是对现代国家发展需求的回应。专
家认为，分散的电力行业为国家的能源安
全提供了比集中式电力安全更多的安全保
障。与此同时，传统能源的作用正在减
少，而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和重要性正在增
加。 新的研究领域将由两所大学指定的单
位进行。格但斯克大学与格但斯克科技大
学的最佳专家以及实验室和实验室的接触
将确保高水平的教育质量。

哥白尼大学与梵蒂冈基金会合
作
2018-12-06
托伦哥白尼大学与梵蒂冈基金会约瑟夫拉
辛格- 本笃十六世签订了合作协议，合作内
容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建立和颁发国际科
学奖“比率和价格”。 该奖项将每年颁发
给不同的学习领域。每年，科学理事会将
为该地区公认的专家组成的国际评审委员
会任命一个奖项。颁奖典礼将于2月19日的
大学假期期间举行。 作为合作的一部分还
将在神学院创建一所大学，约瑟夫拉辛格
的研究中心，该中心将促进主要赞助人的
想法和教导，并共同组织科学和普及的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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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桂冠大赛
2018-12-06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在波兰大学论坛组
织的大学桂冠大赛中获得了第一名。 在
克拉科夫大学举行的颁奖典礼上，波兹南
密茨凯维奇大学和学术科学空间管理学会
的学生在所有四个提名类别中获胜。获奖
项目包括：密茨凯维奇大学大学烧烤、波
兹南障碍地图、Kowadło2.0和学生质量
论坛。 大学桂冠大赛是波兰大学论坛组织
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在此期间学生社区
实现的最佳和最具创造性的想法将得到回
报。在去年的比赛中，波兹南密茨凯维奇
大学赢得了学术之战项目。

建筑采暖对弗罗茨瓦夫空气质
量的影响
2018-12-07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建筑与环境工程系
的研究人员将研究建筑采暖对弗罗茨瓦
夫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由弗罗茨瓦夫市
政办公室资助。 波兰城市面临的一个大
问题是所谓的与固体燃料燃烧有关的低排
放：硬煤、褐煤、木材、生态豌豆煤或生
物质，这些皆用于供暖建筑物。科技大学
的科学家将开始今年的几个阶段的研究，
根据建筑物的特征参数确定固体燃料的热
源密度。 研究人员将检查供暖设施的实
际运行情况，由单一热源加热的区域，当
前房屋供暖方式变化的动态以及对计划变
更的社会态度。此外，现场测试将显示
配备烟雾/碳探测器的装置的百分比。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wspolne-badania-nad-
poprawa- jakosc i -powiet rza-we-
wroclawiu-11041.html

西里西亚大学校电动汽车充电站
2018-12-07
西里西亚大学将与GreenGoo有限责任公
司合作，为西里西亚大学校园将提供电动
汽车和充电站。 GreenGoo 有限责任公
司将在卡托维、索斯诺维茨、霍茹夫和切
申等地安装充电站，并将为学术界，居民
和游客提供数十辆电动汽车。可以使用移

动应用程序租用它们几分钟来使用车辆。 
电动汽车充电站已经在霍茹夫校园内进行
了调试。在不久的将来投资将在其他地点
完成。

波兹南科技园区开设基因组实
验室
2018-12-07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基金会在科技园开
设了一个基因组实验室。基因实验室配有
现代化的装备并将进行分子生物学领域的
研究。 实验室的活动将包括旨在制备测序
材料的过程，主要是从提供的材料中分离
DNA/RNA及其纯化，例如从受污染的培
养物或组织片段中分离遗传物质。实验室
将进行研究，开发和商业研究。 在遗传杂
交和转基因植物的情况下，DNA测序和遗
传密码的读取可用于选择具有可转移至下
一代的特征的个体。它加快了引进有用植
物新品种，识别细菌种类和探索遗传病机
制的研究过程。

“第三次大学使命”竞赛
2018-12-07
来自波兰各地的200多个大学项目获得
了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举行的“第三次
大学使命”竞赛的资助。 副总理兼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长雅JarosławGowin在
公布结果期间时表示：“比赛中选出的
项目针对不同的接受者群体，每个项目
都是大学社会责任的一个例子。我们指
导在整个波兰实施这些项目的1.7亿兹罗
提，是一个发展能力和支持特定人民的机
会，同时对我们所有人的未来投资。” 
“第三大学使命”竞赛的目的是与地方
政府单位或非政府组织等代表教育的实
体合作，制定和实施教育方案和教学活
动，课程或培训。 更多信息： https://
w w w . n c b r . g o v . p l / f i l e a d m i n /
POWER/03.01...3MU_18/Zal._nr_6_
final_Lista_rankingowa_wnioskow_
ocenionych_pozytywnie__2_.pdf

红衣主教大学的商业合作
2018-12-07
华沙红衣主教StefanWyszyński大学在“创
新的方向”项目落成典礼期间开启了与企
业家合作的生态系统。 华沙红衣主教大学
校长Stanisław Dziekoński说道：“我们提
出了我们大学的一个新项目，该项目专注
于创新和新技术。在开发项目中，我们计
划建设第三个校区：多学科研究中心。围
绕数字科学中心的项目是大学蓬勃发展的
结果。“ 根据大学提供的信息，“创新的
方向”是一个科学世界和商业世界的实践
会议。科学家和企业家都将在多学科研究
中心会见并实施共同的想法。第一批科学
家和企业家将于2020年7月开始与红衣主
教大学第三校区开展合作。

罗兹科技大学与 威尔顿股份有
限公司合作
2018-12-10
罗兹科技大学与波兰威尔顿股份有限公司
将展开合作。  威尔顿是波兰最大的半挂
车，拖车和车身制造商同时是全球十大行
业制造商之一。 合作意向书由罗兹科技大
学校长Sławomir Wiak教授和威尔顿股份
有限公董事会主席Mariusz Golec签署。 
根据罗兹科技大学提供的信息，合作双方
表示愿意在学术界和威尔顿公司的合作领
域开展联合活动，教育学生了解经济合作
伙伴的需求，在公司内创建双学位课程和
实习机会。合作还将涉及为项目融资筹集
资金的联合研究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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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tr Sztompka教授在雅盖隆
大学的公开讲座
2018-12-10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当代
文化研究系邀请各位于12月11参加Piotr 
Sztompka教授的公开讲座，讲座主题
是“再论文化概念：以一种全新的原创方
式的文化经典概念”。 Piotr Sztompka教
授雅盖隆大学的退休教授，也是克拉科夫
Józef Tischner欧洲高等学校的教授。他是
波兰科学院和欧洲学院（伦敦）以及美国
艺术与科学学院（马萨诸塞州剑桥）的成
员。在2002  -  2006年期间他是国际社会
学协会（ISA）的主席。他同时也是新欧洲
奖（1995年），波兰科学基金会奖（2006
年）和波兰共和国总理两次奖项的获奖
者。 Piotr Sztompka教授是四所大学的荣
誉博士：莫斯科，斯德哥尔摩，克拉科夫
和华沙，共著有30本书和300多篇科学文
章，以15种语言出版。

格鲁吉亚代表团访问华沙红衣
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
2018-12-10
华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接待
了来自格鲁吉亚科学机构的代表。 华沙
红衣主教大学校长Stanisław Dziekoński
教 授 会 见 了 格 鲁 吉 亚 学 术 中 心 的 科 学
家。代表团包括：Zviad Gabisonia教
授、Shota Rustaveli科学基金会主任和库
塔伊西Akaki Tsereteli大学校长George 
Ghavtatis教授。 会议期间签署了一项合
作协议，合作内容涉及国家和宗教在建设
民主国家中的作用的研究和科学项目的实
施。合作还规定了举办会议和研讨会的合
作。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获得了
Elsevier奖
2018-12-10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获得了社会科学领域的
Elsevier 研究影响领导者奖。该奖项授予
出版物对世界波兰科学的认知影响最大的
大学。奖项是由科学与发展副校长Marek 
Pawełczyk在华沙领取。 奖项的合理性在

于被引用率最高的杂志和相关引用率中的
出版物中占很大比例，特别是重组领域的
出版物。 Elsevier研究影响力领导者奖于
2016年首次颁发，由Elsevier支持研究和
科学发展的全球倡议。Elsevier奖的目的是
确定在2015-2017 年间科学作品对世界波
兰科学的形象产生最大的影响。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博士生获得赞助资金
2018-12-10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的博士生
将获得来自国家科学中心的Prelude 15比
赛资助的超过40万兹罗提的补助资金。 
Katarzyna Godlewska博士将获得21万兹
罗提用于实施“新型植物提取物的作用机
制及其对拟南芥抗逆性的影响”项目。资
金还将用于检查使用高等植物生产可耕作
物生物刺激剂的可能性。 Grzegorz Bury
博士获得了19.6万兹罗提用于实施“基于
激光和微波组合解决方案确定GNSS卫星的
精确轨道”项目。他开发了一种使用激光
技术进行测定的方法来确定轨道，全球导
航卫星系统（GNSS）数据用作标准。他的
项目将分析负担测量的错误，为两种类型
的观察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研究员获
得了Bekker奖学金
2018-12-10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临床生物化学系分子医
学系助理教授Marlena Zyśk博士获得了
国家学术交流中心颁发的Bekker获得奖
学金。 Marlena Zyśk博士将在瑞典乌普
萨拉大学进修12个月。她将在那里实施“
免疫反应性星形胶质细胞在阿尔茨海默病
进展中的作用”项目。Marlena Zyśk博
士将与Anny Erlandsson教授团队一起进
行研究。 研究项目是Marlena Zyśk博士
与Anny Erlandsson教授之间科学合作的
延续。Anny Erlandsson教授于2016年在
Molecular Geriatrics团队首次成立，研
究发表在“Aβ原纤维选择性抗体mAb 158
防止星形胶质细胞中Aβ积聚并从Aβ诱导
的细胞死亡中拯救神经元”（Sollvander
等，2018）。

华沙理工大学学术合唱团获得
波兰合唱比赛
2018-12-10
华沙理工大学的学术合唱团赢得了波兰合
唱团的大奖赛。 根据华沙理工大学提供的
信息，华沙理工大学学术合唱团今年在国
际合唱音乐节上获得了主要奖项。 合唱
团指挥Dariusz Zimnicki博士获得了最佳
指挥奖。 更多信息： https://youtu.be/
Z30r25Qy5no

密茨凯维奇大学论音乐的随机性
2018-12-11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与和音乐波兹南学
院共同邀请大家参加12月13日的“音乐随
机”讲座。来自华沙理工大学的Jarosław 
Grytczuk教授将出席讲座。 讲座针对高
中生，是“数学音乐和音乐数学”循环的
一部分。它将致力于广泛理解许多作曲家
在作品中使用的随机性。由于随机性，音
乐作品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投币。 
Jarosław Grytczuk教授是离散数学和理
论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专家。他开展积极的
科学活动，并且在广大受众中也是一位伟
大的数学普及者。他还对当代音乐中使用
的组合结构的独特现象感兴趣。

Jerzy Marian Brzeziński教授成
为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
多斯卡大学荣誉教授
2018-12-11
2018年12月12日将在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举行颁发Jerzy Marian 
Brzezinski教授荣誉博士学位仪式。Jerzy 
Marian Brzezinski教授是一名心理学家，
也是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教授。 Jerzy 
Marian Brzezinski教授擅长方法论，心理
诊断和科学研究伦理。他是波兰科学院的
真正成员。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社会科学
院院长，心理学研究所所长，以及波兹南
密茨凯维奇大学心理研究系主任。 他是
中央学位和职称委员会的成员。他发表了
许多科学论文，包括：“心理学研究方法
论”和“心理学与教育学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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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学习的发展中国家学生
将获得奖学金
2018-12-11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73名学生将获得来自
Ignacy Łukasiewicz计划的奖学金。来
自印度尼西亚的学生获得了30个奖学金名
额；来自尼日利亚的学生获得了16个奖学
金名额。 根据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提供的信
息，奖学金持有者的科学兴趣在学习信息
技术和电子，建筑，食品和营养技术以及
化学等方面。 Ignacy Łukasiewicz奖学金
计划自2015年起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和外
交部实施，同年也由国家学术交流机构实
施。奖学金计划面向来自安哥拉，缅甸，
埃塞俄比亚，菲律宾，印度，印度尼西
亚，肯尼亚，哥伦比亚，墨西哥，尼日利
亚，巴勒斯坦，秘鲁，塞内加尔，坦桑尼
亚和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学生。

锡隆纳葛拉大学获得Elsevier奖
2018-12-11
锡隆纳葛拉大学于2018年在工程和技术类
别获得了Elsevier研究影响力领导者奖，用
于材料工程领域的出版物和引用。 在工程
和技术类别中，竞争非常激烈。指标的微
小差异证明，不仅在被提名者中，而且在
波兰所有大学中，这一水平非常均衡。获
奖者的出版物被引用率为117％。 引用率
是除了最负盛名的科学期刊的出版物数量
的增加，以及外国共同作者参与的出版物
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奖项旨在促进高质量
的研究和国际化，并确定和区分大学，这
些大学的研究工作对波兰科学在世界范围
内的知名度影响最大。

结合科学与商业的平台
2018-12-11
华沙大学举办了一次致力于普遍性平台的
会议，会议是一个智能系统，支持学生在
新学或独特技术领域提高能力并将学习与
商业相结合。平台允许公司和学术人员之
间的直接联系。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Piotr Dardziński在会议期间说道：“像这
样的解决方案可以使讲师和大学以不同的
方式看待教学过程。平台向我们展示了教

学的方向。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满足业
务需求的能力。企业家，学生和大学都可
以从这个解决方案中受益。平台已经被来
自波兰各地的13所大学和近1,000名学生使
用，在商业方面，已有14家公司与微软建
立了合作关系。 更多信息： https://www.
gov.pl/web/nauka/universality-polski-
start-up-laczy-studentow-informatyki-z-
pracodawcami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访问波兰
2018-12-11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接待了来自印度尼西
亚 西 努 沙 登 加 拉 省 的 学 术 界 和 记 者 代
表团。 代表团成员包括五所印度尼西
亚大学的校长：Nahdlatul Ulama大
学、健康科学学院、Muhammadiyah
大 学 、 M a h a s a r a s w a t i 大 学 和
Hamzanwadi大学。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代表团与会见了华沙生命科学大学校长
Wiesław Bielawski教授进行了会谈，会
谈的主题是华沙生命科学大学与该省大学
之间合作的可能性。 从2019/2020学年
开始，华沙大学将面向印度尼西亚进行招
生。学习课程包括：工程基础设施，环境
恢复和管理，园艺，经济和企业组织，大
数据分析和有机农业和食品生产。课程为
英语授课。

Civitas学院辩论：“民主倒退
了吗？”
2018-12-11
2018年12月13日下午5点在波兰实施戒严
周年纪念日之际将举行主题为“民主会倒
退吗？”的辩论会。辩论会基于Steven 
Levitksy和Daniel Ziblatt的著作“民主国
家的死亡方式”而举行，这一著作最近
也以波兰语出版，名为“Tak umierają 
demokracje”。 根据Civitas学院提供
的信息，辩论的参与者将尝试比较限制民
主国家的机制以及具有不同历史和政治文
化的国家的例子。 美国政治学家Bohdan 
S z k l a r s k i 教 授 、 南 美 国 家 政 策 专 家
PiotrŁaciński博士，政治学家、Dominik 
Hej博士：政治学家，匈牙利政治专家将出
席会议。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研究人员获
得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奖项
2018-12-12
来自管理与经济学院的Piotr Dominiak教
授以及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国际化与创新副
校长Zbigniew Krzemiński教授是2018科
学和高等教育长奖的获奖者。 Zbigniew 
Krzemiński教授主要使用DSP处理器对电力
电子系统和转换器驱动进行建模和仿真。
他推荐了15名博士生，其中5名获得了博
士学位。他是众多出版物的评论家，其中
包括自传以及国内外杂志的90种出版物。 
Piotr Dominiak教授专注于中小企业部门
的经济学以及企业家精神在经济中的作
用。他是120多篇原创科学论文的作者。他
推荐了19名博士生，其中6人目前拥有博士
后学位。

AGH科技大学成为“现代材料
技术”竞赛的领导者
2018-12-12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宣 布 了 战 略
研 究 和 发 展 计 划 “ 现 代 材 料 技
术- TECHMATSTRATEG”的比赛结果。
议筹资的12个项目中有一半将在克拉科
夫AGH科技大学参与的联合体内进行。 
TECHMATSTRATEG计划涵盖五个战略领
域：建筑材料技术，光子和纳米电子材料
技术，功能材料技术和具有设计特性的材
料，无废料材料技术和可生物降解工程材
料技术以及能量储存和传输材料技术。 
TECHMATSTRATEG旨在刺激波兰经济的创
新和竞争力的增长。计划总预算约为2亿兹
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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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拉丁美洲会议
2018-12-12
罗兹大学拉丁美洲和比较研究系和波兰拉
丁美洲研究协会将于12月15日至16日组织
第二届Ignacy Domeyko拉丁美洲大会。 
波兰拉丁美洲研究协会庆祝成立40周年活
动与波兰独立100周年庆祝活动共同举行，
在活动期间将有机会了解波兰在拉丁美洲
的存在，总结波兰在拉丁美洲领域的科学
成就，并继续就其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进
行对话。 会议将首先与代表拉丁美洲波兰
裔美国科学界的名誉嘉宾会面，然后是连
续的专题小组：波兰裔美国人，文化，政
治，考古和人类学。 更多信息： http://
kslip.uni.lodz.pl/aktualnosci-4/246-ii-
kongres-latynoamerykanistyczny.html

格但斯克大学出现在时代高等
教育排名中
2018-12-12
格但斯克大学在时代高等教育排名榜的波
兰古典大学中排名第四。在波兰大学总体
排名榜中排名为第六名。 在古典大学类别
中格但斯克大学已超越了雅盖隆大学、华
沙大学和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在波兰
大学的总体排名中，格但斯克大学也领先
于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和华沙理工大
学。 时代高等教育排名是超过1250个具有
不同概况的实体的全球排名，这些实体在
实施的任务方面受到定性评估，这些任务
包含在大学的活动中。质量评估指标分为
五个领域：教学，研究，引用，国际大学
认知和参与经济知识转移。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会议
2018-12-12
在波兰恢复独立100周年之际，将在卢布
林天主教大学举行波尼亚雷斯蒂图塔”系
列的会议，会议主要致力于文化方面。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在会议期间说道：“教皇约翰保罗
二世说过文化使人类拥有了真正的人生，
我们需要谨记这一点。生活就是文化，生
活离不开文化。生活是文化的创造者，在
其中表达并在其中得到证实。” 在会议

期间讨论了民族文化在多年分割，占领
和苏联统治期间培育和维持波兰人的重
要性。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独立波兰大
学”展览，展出邮票“独立的祖国”以及
专门展示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博物馆收藏的
巴洛克雕塑的展览。 更多信息： https://
polonia-restituta.pl/

全国博士生代表新任主席
2018-12-12
来自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法学院的Łukasz 
Kierznowski成为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
1月1日期间全国博士生代表的新任主席。 
Łukasz Kierznowski在比亚韦斯托克大学
法律系的行政诉讼系工作，他也是该部门
的博士生。他在学生活动方面有着丰富的
经验，他是学生会政府委员会主席，KRD
副主席。 国家博士生代表处是全国代表，
表达了博士生的意愿。他/她有权就所有博
士生的问题发表意见并提出结论，包括对
其规范性行为的意见。

联合国气候峰会
2018-12-13
西里西亚儿童大学、卡托维兹市花园城
市、Krystyny Bochenek文化学院、波恩
剧院共同邀请各位参加12月14日的“拯
救世界！”活动。活动将做为联合国气候
峰会的一部分举行。 作为卡托维兹市花
园城市音乐厅活动的一部分，组织方计划
举办讲座，戏剧和舞蹈表演“The Little 
Prince”，这是一场流行音乐和古典吉他
乐器的音乐会。音乐会主要针对儿童和青
少年。 活动旨在促进学术环境，文化和教
育机构以及自治单位之间的国际合作，扩
展有关生态问题的知识和抵消其负面影响
的可能性，促进认知，亲生态和亲社会态
度，以及激发科学和艺术激情。

副部长Piotr Müller：新的一年
之后，人们将感受到改革的影响
2018-12-13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Müller在接
受“为你”电台的采访时说道：“从新
年开始将为学术人员增加工资。“ Piotr 

Müller在接受广播节目“午间政治”采访
时强调，为学术人员增加工资是由于系统
的改革。 新政策将从1月1日开始实施。大
学要到明年9月30日才能通过法规。新年过
后，学术教师的工资增长将生效。对于位
于小城市的高等教育机构来说，它们尤其
重要。 “科学宪法”于10月1日生效。根
据其规定，保证大学拥有更大的自治权。
它还假设了一种新的博士教育模式和对地
区大学的支持。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考察波兰老
年人健康状态
2018-12-13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正在对60岁以上的波
兰人的健康状况及社会决定因素进行研
究。PolSenior 2项目涉及6000个根据数
字化部的PESEL（个人身份）编号，抽取
60至100岁的受访者。 研究可以评估老
年波兰人的健康状况，与10年前开展的
PolSenior调查结果相比较，将显示增长
最快的欧洲社会之一的有益和不利健康趋
势。主要研究工具包括问卷调查，实验室
测试，老年测试以及人体测量和血压测
量。 研究结果的结论将能够确定现在和未
来老年人口的需求，并调整公共机构的系
统活动，以适应波兰在未来十几年的社会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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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设
计了格尔利茨住宅区
2018-12-13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开发
了用于扩建格尔利茨的Zentralhospital高
级住宅的项目设计。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
与当地市政厅建立了合作关系，项目是“
老年人住宅建筑”课程的一部分。 设施是
未来建筑师所关注的，建于1863年，是一
所老年人医院建筑。目前需要扩大和适应
残疾人的需求。主要指导方针是通过创建
6个模块，12-14个单人房和一个带厨房的
公共空间，公共餐厅和公共休息室来确定
的。房间配有小厨房和浴室 参与课程的学
生们在在Zentralhospital的一个特别展览
中展示了他们的作品，当地政府代表、投
资者和科特布斯的勃兰登堡工业大学的讲
师参与了该展览。目前，学生项目可以在
格尔利茨市政厅参观。

托伦科学家探索宇宙暗物质
2018-12-13
在著名的科学期刊“科学进展”中，来自
哥白尼大学物理学，天文学和应用计算
机科学系的科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
描述了地球传感器网络旨在探测暗物质的
操作。网络基于世界上最精确的四个原
子钟：美国，日本，法国和托伦。 文章
是国际科学家团队的工作成果，该团队
由托伦大学原子物理系，分子和光学物
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组成：Piotr Wcisło
博士、Piotr Ablewski硕士、Sławomir 
Bilicki博士、Marcin Bober博士，Piotr 
Morzyński博士、Roman Ciuryło教
授、Beata Zjawin和Michał Zawada
教 授 。 项 目 资 金 由 波 兰 科 学 基 金 会 提
供。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5832

雅盖隆大学科学家研发了加强
鱼类免疫系统的方法
2018-12-13
克拉科夫雅盖隆的研究人员研发的创新
产品将增强鱼的免疫系统。 Wojciech 
Fiałkowski博士在接受“波兰日报”的采

访时说道：“由于进口鱼必须忍受长期旅
程的不便，育种者会预防性地给他们抗生
素，这也可能有副作用。” 同时雅盖隆大
学的科学家也获得了产品专利：Wojciech 
Górecki博士、Wojciech Fiałkowski博士
和Łukasz Pijanowski博士。研究方案预防
性地增强了鱼的免疫系统，并且没有必要
进行抗生素治疗。 该试剂在外部使用，它
与鱼在游泳的水混合通过皮肤和消化系统
吸收。这是一种完全创新的方式来管理这
种类型的准备工作。

波兹南教授获得创造优异徽章
2018-12-13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三位教授被授
予创造性优异荣誉徽章。徽章由专利局
在波兰独立100周年纪念日和波兰工业产
权保护制度办法。 获奖人员为： Jacek 
Gul ińsk i教授，他专注于有机硅化学以
及与创新和技术转让，创新政策，科学
与经济关系和研究成果商业化相关的问
题。 Hieronim Maciejewski教授，他涉
及有机硅化合物的制备，无机聚合物的
合成和改性，氢化硅烷化反应的催化技
术。 Stanisław Sołtysiński教授，他是波
兰艺术与科学学院国家通讯员的成员，是
商业和发明法领域科学出版物的作者，
是C.H.Beck颁布的商业公司准则的四卷
评论的共同作者。 更多信息： https://
amu.edu.pl/wiadomosci/aktualnosci/
pracownicy/profesorowie-zwiazani-
z-uam-odznaczeni-za-zaslugi-dla-
wynalazczosci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项目将获得
220万兹罗提的资金
2018-12-14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与格但斯克市和卡树比
人民大学合作实施了“多代理工学院”项
目。项目在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第三大
学使命”的竞争中获得了超过220万兹罗提
的资金。 理工学院将为所有年龄组的1500
人准备一个培训计划，其中重点将放在实
践，研讨会和实验室课程上。他们的学科
领域将包括精确和技术科学：数学;物理学;
化学;电气工程; 造船和编程以及社会经济

科学。 科技大学将为听众提供实验室，设
备，教室和体育设施。这些课程的主题由
居民选择。日常产品或移动应用中存在有
害化学物质等问题，可以让您训练自己的
思维，防止阿尔茨海默病的发展。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研究
员获得100万波兰兹罗提研究
资金
2018-12-14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Paulina 
Nowicka博士将获得由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领导者”计划拨发的100万兹罗提
资金，“领导者”计划对35岁以上希望
获得管理研究项目和建立团队经验的科学
家来说非常重要。 Paulina Nowicka博
士将开展将食品和人类营养技术以及生
物科学领域的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研究。她
希望为小孩子们开发创新的健康美味小
吃。 Paulina Nowicka博士解释道：“
我计划使用我们的天然水果和蔬菜（如樱
桃，苹果，梨，堪察加浆果，沙棘，羽衣
甘蓝，菠菜，番茄），具有很高的健康潜
力。我也会用草药和食用花卉。该计划
旨在扩大市场上的产品范围，提供健康
促进功能，不仅健康，而且美味，因此
增加了对波兰蔬菜和水果的需求。” 更
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
pl/aktualnosci/48742/lider_dla_dr_
pauliny_nowickiej_z_upw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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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经济大学研究人员在资
本市场大会上获奖
2018-12-14
波兹南经济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第七届资
本市场大会期间在科学论文竞赛中获得
了第一名。比赛评委会还为波兹南大学
的研究人员颁发了两项荣誉。 获奖论
文“利用市场宽度来预测国内和行业股
票指数的回报率”的作者是来自迪拜大
学的Andreas Karathanasopoulos教
授和来自波兹南经济大学Przemysław 
Grobelny博士，Mateusz Mikutowski
博士和Adam Zaremba博士。 Paweł 
Śliwiński教授与Maciej Łobza教授的
文 章 “ 社 会 责 任 投 资 可 以 在 经 济 上 合
理”获得了荣誉奖；Paweł Śliwiński教
授与Piotr Zygmanowski博士的“衡量
NewConnect焦点部门合格公司的发展水
平的指标”文章也获得了荣誉奖。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将实
施“第三大学使命”项目
2018-12-14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在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第三大学使命”的竞赛中获得了800
多万资金。 获得资金的项目是：“波兹
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大波兰省人才锻造“
；“大波兰省的未来掌握在密茨凯维奇大
学的手中“;“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关
心大波兰省的发展“; “青年能力发展大
学”; “化学发现检查，使用”和“波兹南
密茨凯维奇大学为该地区居民提供的培训
计划”。 比赛的目的是与代表教育的实体
自治单位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制定和实施方
案和教学活动。由此，大学可以为学术环
境以外的接收者准备教育课程，课程和培
训。

锡隆纳葛拉大学的学生在手术
缝纫中获得冠军
2018-12-14
锡隆纳葛拉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赢得了波兰
外科缝纫锦标赛。来自波兰各地的20支团
队的80名医学生参加了比赛。 比赛由来自
全国各地的医学大学，科学圈和学生协会

的4人团队竞争。比赛分为两天j进行。比
赛第一天为理论部分，为内容的竞争做好
准备。第二天为实用部分，包括检查第一
天获得的技能。来自锡隆纳葛拉的学生获
得了第一名，第二名来自弗罗茨瓦夫队，
第三名来自卢布林队。 锦标赛的主要目标
是提高医学生在外科缝合技术领域的知识
和技能，熟悉现代缝合材料以及整合全国
各地的医学院校。

信息技术中心获得5000万兹罗
提资金
2018-12-14
由数字波兰项目中心资助的项目IT锦标赛
中心正在启动，将为超过12000名特别有
天赋的中小学生组织IT课程。 将有1500教
师参加项目，五所技术大学将支持项目发
展： 罗兹科技大学是为项目负责人和一所
技术大学，格但斯克、弗罗茨瓦夫和克拉
科夫AGH科技大学将组织创建课程并加以
实施。 项目还由编码大师，“我喜欢数学
和电子教育发展的基础”协会共同支持。
波兰数字项目中心为项目已拨款近5000万
兹罗提。  

对私立大学非全日制学生实施
减税
2018-12-14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计划对非公立大学的
全日制学生实行减税。 科学部发言人
Katarzyna Zawada说道：“根据科学
部的初步建议，在私立大学非全日制就读
的学生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可以将从私立大
学学习的部分费用中的一部分从税基中注
销到预定数额。科学部假定该限额将达到
2000兹罗提。” 新的解决方案是为那些因
经济状况或居住地无法在公立大学学习的
人提供便利。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
斯卡大学政治学系25周年纪念
2018-12-14
2018年12月14日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
科沃多斯卡大学政治学系正式成立25周
年。大学将举办25周年纪念活动。 根据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新
闻办公室提供的信息，在活动期间颁发
了个人奖章，获奖者为： 卢布林市市长
KrzysztofŻuk、卢布林文化会议中心主任
Piotr Franaszek、波兰广播卢布林主编
Zbigniew Sobczuk 、艺术策展人兼卢布
林美术学会主席Zbigniew Sobczuk 和卢
布林市劳动局局长Katarzyna Kępa。 奖
项还将颁发给了以下机构：NN剧院，文化
中心，Homo Faber，Misericordia，东
欧中心和编辑部：选举报、卢布林快递中
心、中心电台、东方期刊和卢布林TVP。

运动总额奖学金
2018-12-17
L O T T O 基 金 会 与 运 动 总 额 奖 学 金 将 资
助 一 百 名 优 秀 的 学 生 。 总 理 M a t e u s z 
Morawiecki出席了在华沙颁发奖学金的仪
式。奖学金计划“满分100分”在庆祝波
兰独立100周年之际举行。 - 总理Mateusz 
Morawiecki仪式上说道：“如果没有社
会主义者，作家，运动员，社会各种态度
的传播者的巨大努力，那么在一百年后的
今天波兰就不会独立。” “满分100分”
计划面向那些学习态度积极、以学习为重
的学生。奖学金每月将支付1250兹罗提。
奖学金可用于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学生的知
识，课程，培训，运动器材，乐器，教育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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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创新伤口
治疗研讨会
2018-12-17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正在创建创新伤口治
疗研讨会，研讨会上将进行ESW 体外冲
击波。项目将作为莫扎特2018/2019计划
的一部分实施。 项目负责人是来自神经
系统疾病系的Robert Dymarek博士，研
讨会主题是“受到伤害：组织一个用于治
疗慢性伤口冲击波的创新研讨会”。项目
旨在缩短治疗的持续时间，减少伤口的疼
痛和渗出，以及减少与愈合受损相关的压
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并改
善生活质量。 “莫扎特”项目支持高等
教育和科学合作伙伴关系的市政计划和经
济活动部门是2012年由弗罗茨瓦夫市议
会通过的一项计划。其目的是通过使公司
获得科学家的智力潜力来支持弗罗茨瓦夫
劳动力市场。   更多信息： https://wca.
wroc.pl/dr-robert-dymarek-decumed-
organizacja-innowacyjnej-pracowni-
leczenia-ran-przewleklych-skory-z-
zastosowaniem-fali-uderzeniowej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学生们展示
了Quarado汽车
2018-12-17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展示了他们最
新的设计Quarado汽车，新设计将参加夏
季的方程式学生比赛。Quarado汽车容
量为95马力的车辆仅重220公斤，并在3.5
秒内加速到100公里。 来自PolSl Racing
学生科学俱乐部的年轻工程师将SW-01赛
车进行了改装。改装的目标是改善汽车的
性能，通过减轻车辆重量，修改驱动单元
和底盘。 改装汽车重220千克，发动机功
率从75马力增加到95马力。它比原来的重
量减轻了60公斤，这也转化为更好的加速
度。Quarado汽车SW-02在3.5秒内达到
100公里/小时的速度，SW-01慢了一秒。 
现在改装汽车将通过测试然后培训赛车驾
驶员以提高他们在比赛中的技能。下一阶
段将实施开发工作，然后引入修改。

波兰信息技术70周年纪念
2018-12-18
来自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系的Wiesław Półjanowicz博士获得了波
兰信息技术70周年纪奖章。波兰信息处
理协会向特别值得在波兰开发计算机科学
的人员和机构授予荣誉奖。 比亚韦斯托
克大学发言人Katarzyna Dziedzik 通知
道：“Wiesław Półjanowicz博士于2009-
2011年间参与了“与企业家合作的现代
有效教育”项目的实施，项目的成果是在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实施了一个电子学习平
台。  

热舒夫科技大学航空中心创新
历史
2018-12-18
热舒夫科技大学航空中在2018年完成了30
人飞机驾驶执照的全部空中培训。这是航
空中心40年以来最好的结果。 Nowin”
航空培训中心主任Mieczysław Górak说
道：“2018年对于热舒夫科技大学来说是
引航史上的创纪录的一年。总共有114名学
生在空中完成了6 156个小时的培训。2017
年我们在空中花了3839小时。在2018年，
进行了11107次起飞和降落作业。“ 热舒
夫科技大学在培训民航飞行员方面进行了
40多年，自2007年以来也一直在培训航空
技工。热舒夫大学共教育了780多名民航飞
行员。

锡隆纳葛拉大学的研究员将在
加州大学实习
2018-12-18
来 自 锡 隆 纳 葛 拉 大 学 的 R e m i g i u s z 
Wiśniewski博士将执行“使Petri网进行网
络物理系统建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科学实习”项目。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实习
资金来自Miniatura国家科学中心竞赛。 
Remigiusz Wiśniewski博士将在网络物理
系统领域杰出专家Edwarda A. Lee教授所
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科学实习。
在逗留期间，将计划在网络物理系统建模
（网络物理系统，CPS）中使用Petri网的
可能性进行基础研究。 Petri网支持系统

的图形表示，最大优点是考虑给定系统中
发生的并发关系。此外还提供广泛的分析
和分解方法，支持所设计系统的建模和验
证。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研究人员获得400万兹罗提
资金
2018-12-18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科学家们在国
家科学中心组织的Opus 15竞赛中获得了
近400万兹罗提奖学金。 来自土壤科学和
环境保护研究所的Beata Łabaz博士将就
气候变化以及定居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来处
理波兰的黑土壤； 来自实验生物学系的
Krzysztof Marycz教授是世界上第一个描
述马代谢综合征对肝功能，脂肪变性和炎
症的影响的人； Krzysztof Sośnica教授将
使用伽利略卫星系统设定全球大地测量参
数； Jarosław Waroszewski博士将研究
Wzgórza Trzebnickie黄土地区的侵蚀和
土壤开发； 来自蔬菜和营养保健品技术
部的Aneta Wojdyło教授将开发一种具
有健康特性的模型饮料，专注于预防和治
疗文明疾病。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48753/
opus_15_prawie_4_mln_zl_dla_upwr.
html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第六届“企
业准备证书”项目
2018-12-18
第六届“企业准备证书”（CRC）计划是
在埃森哲、IBM、ING Tech波兰的支持下
与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共同合作推出的。学
生将获得IT领域的实用知识基础知识，从
内部了解商业环境，实习并更快地找到理
想的工作。 CRC课程使学生能够在复杂
的现代商业环境中更快地发展，获得实践
知识并发展功能技能。最好的将在合作伙
伴公司获得实习或学徒的提议。 活动旨在
改变学生对大公司的态度，并以不同的方
式展示他们的工作。该计划的时间表规定
了2019年3月的入学考试。课程将持续到6
月，并将以考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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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代表团访问北京
理工大学
2018-12-18
西里西亚大学代表团访问了北京理工大
学，在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学生交流协
议，并讨论了大学之间合作的进一步发
展。 合作协议由国际和国家合作副校长
Tomasz Pietrzykowski 教授签署，作为波
兰-中国暑期学校之旅的一部分，规定了学
生的逗留问题。访问期间还讨论了2019年
波兰- 中国高等教育的推广和发展以及学术
学术论坛的组织。 西里西亚大学、北京理
工大学与波兰- 中国学术联盟之间的合作正
在蓬勃发展。自1月份以来，中国语言文化
中心一直在大学开展工作，数十名中国学
生参加今年大学在Cieszyn举办的语言，文
学和波兰文化暑期学校。

红衣主教大学获得护理领域教
育权利
2018-12-19
波兰认证委员会积极检查了红衣主教大学
在华沙的申请，授予医学院在护理领域进
行教育的权利。 教育权利适用于具有实际
特征的一级研究，将于2019年2月开始实
施。 华沙红衣主教大学教育的独特之处在
于这些研究可以用波兰语或英语进行。这
是华沙唯一的此类研究，外国学生和波兰
本国学生均可以选择英语授课。更重要的
是，在整个学习周期中每个学生都可以免
费参加为期3年的全日制学习。这对学生来
说是一个巨大的好处，大多数波兰大学的
外语学习都是需要付费的。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实施国际项目RUBIZMO
2018-12-19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与来自10
个欧洲国家的15个合作伙伴共同实施了
RUBIZMO农村发展项目。 项目参与者承
诺识别和选择50个成功的业务案例和20个
新的业务模型，以分析复制条件和开发工
具：虚拟业务案例库; 关于为实施创新商
业模式创造有利条件的指导; 一套用于在
农村地区建立集群和发展网络的工具以及

支持转型的工具。 项目旨在通过激励和实
施基于价值链生物学，环境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理念的创新商业模式，为在多样化的
农村地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做出贡
献。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
edu.pl/aktualnosci/48758/rubizmo_
nowoczesna_gospodarka_wiejska.
html  

中国就法律和经济方面合作会议
2018-12-19
中国文化和法律学院科学圈邀请各位于2
月15日参加在西里西亚大学法律和行政
学院举办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的法
律和经济方面”会议。 这是西里西亚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关于法律和商业问
题的会议。活动的目标是引起中国学术
界的兴趣。会议面向学生和学者，也面
向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商业代表。 参与
会议不需要注册，发送摘要的截止日期
是2019年1月7日。 更多信息： https://
konferencjachiny.wixsite.com/info

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的科学家
们将在南极洲开展微生物研究
2018-12-19
Aleksander Świątecki教授和Dorota 
Górniak博士以及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
祖里大学微生物学和真菌学系于2019年1
月出发前往南极洲，在波兰南极站进行4
个月的微生物研究。 Dorota Górniak博
士说：“我们将调查在南极地衣中发现的
细菌，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这些微生物知之甚少。 根据奥尔什
丁大学提供的信息，科学家们希望在北极
微生物中也存在具有生物化学潜力的微生
物，可以用于医学生产抗生素或生产生物
聚合物。

弗罗茨瓦夫大学十位科学家获
得了Bekker奖学金
2018-12-19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的十位科学家获得国
家学术交流中心提供的Bekker 奖学金，可
以前往最好的外国研究中心。 获得奖学金

的是： 来自政治学院的Piotr Sula; 来自地理
和区域发展研究所的Mateusz Strzelecki博
士; 来自生物技术学院的Adam Pomorski
博士； 来自实验物理研究所的Rafał Jan 
Topolnicki博士。 奖学金包括与研究人员
留在外国主办中心相关的生活费和流动津
贴。其他获得奖学金的人员是： 来自数学
研究所的Daniel Hoffman 来自生物技术
学院的Dagmara Ewa Jakimowicz; 来自
数学研究所的Marek Szykuła博士; 来自语
言学院和教授的Katarzyna Tryczyńska博
士和Eugeniusz Zych教授； 来自化学系的
Sylwia Kostera博士。

扎莫希奇国家高等职业学校开
设激光射击场模拟器
2018-12-19
在扎莫希奇国家高等职业学校的国家安全
工作室配备了激光射击场模拟器。 根据学
校提供的信息，在学校创建了一个激光射
击场，让学生熟悉射击训练的基础知识。
包括学习射击态度，学习处理武器，瞄准
科学。 扎莫希奇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校长
Andrzej Samborski教授说道：“我们推
出创新的解决方案，旨在提高教育质量和
准备毕业的年轻人。我们不断发展和完善
我们的教学基础。现在是时候了，为了国
家安全方向，我们正在开设一个现代化的
研讨会，其中包括激光射击场和与安全领
域相关的其他因素。“

Photo by Polina Tankilevitch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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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大学联盟将开发福利
农场模型
2018-12-19
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布尔维努夫农业咨询
中心、雅盖隆大学、克拉科夫农业大学联
盟与国家研究发展中心签署了一项合同，
将GROWID“农村发展中的福利农场应
对人口挑战”项目。 项目将作为科学研
究和发展工作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实施“
波兰在全球化市场条件下的社会和经济发
展”GOSPOSTRATEG。 项目主要目标是
开发福利农场模型，并以护理农场发展战
略的形式制定实施系统。将有助于消除对
波兰至关重要的发展障碍：城市和农村地
区在获得社会服务方面的不平等，地方一
级公共服务协调不足以及社会资本质量低
下。

弗罗茨瓦夫体育大学将为儿童
和老年人开展项目
2018-12-20
弗罗茨瓦夫体育学院的两个项目在国家研
究与发展研究中心“第三大学使命”的竞
争下获得了总额超过100万兹罗提的赞助
资金。 在物理治疗学院的人类生物学系和
物理治疗系的Krzysztof A. Sobiech教授的
监督下将执行“儿童在5岁生活方式领域的
能力”项目。该项目将在2019  -  2021年的
弗罗茨瓦夫选定的小学实施。 来自体质人
类学系的Jarosław Fugiel博士和Krystyna 
Chromik博士将开展“高级活动是他们
的效率和健康”项目，项目假设为老年人
制定和实施锻炼计划。课程将以讲座和练
习的形式进行，以提高身体活动水平。项
目将由240名60岁以上的人参加，并将于
2019-2021年实施。

Photo by Polina Tankilevitch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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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hias F. Melzig教授成为华
沙医科大学荣誉博士
2018-12-20
来自柏林自由大学的Matthias F. Melzig
教授在第11届药学院科学会议期间成为了
华沙医科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Matthias 
F. Melzig教授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与
华沙医科大学的科学家保持研究和科学关
系。正如教授仪式所强调的那样。医学院
院长Piotr Wroczyński教授认为，这项长期
联合工作的成果不仅是医科大学的科学发
展，也有助于后代科学家和学生的教育。 
Matthias F. Melzig教授对于植物作为新药
来源的研究而获得了华沙医科大学荣誉博
士。

罗兹大学大学董事会新主席
2018-12-20
Roman Wieczorek成为罗兹大学大学董
事会主席。董事会由七个人组成，其中三
人来自大学以外和学生自治的主席。建立
这样一个机构需要一部关于高等教育和科
学的新法律。 “高等教育和科学法”假
定，从下一学年开始，波兰的每所公立大
学都会出现一个新的机构，一个大学理事
会，其任务包括监督财务管理和大学管
理，以及指示校长的候选人参议院。理
事会还将就大学的章程和战略草案发表意
见，并报告大学战略的实施情况。 根据规
定大学理事会由参议院任命的6人或8人组
成。罗兹大学而言选择了一个六人组合。
自动包含在本机构中的第七人始终是学生
自治的主席。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启动证券交
易学院
2018-12-20
在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组织管理学院将与华
沙证券交易所基金会将于1月合作启动课
程。合作课程目的旨在证券交易和其他金
融工具领域进行普及教育。 在课程期间，
学生们将能够了解华沙证券交易所基金会
如何运作，如何评估有效性和投资风险，
选择何种工具以及如何创建投资组合，如
何进行技术和基础分析以及经济环境如何

影响金融市场。 课程分为两部分：“投资
股票交易所的基础”和“中间交易所”。
课程以周末模式进行。参与者将收到华沙
证券交易所基金会编写的专业信息材料以
及课程结业证书。

弗罗茨瓦夫大学学生将参加团
队编程世界锦标赛
2018-12-20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
Jarosław Kwiecień、Michał Górniak 和
Anadi Agrawala获得了参加世界团队编
程锦标赛的资格。他们之前在中欧锦标赛
中获得第四名。 学术团队编程锦标赛由计
算机协会组织，在编程锦标赛中他们是最
古老，最负盛名和最大的赛事。每年来自
世界各地的大学代表都参与比赛。 在比赛
期间，参与者接收几个编程任务来解决，
只有一台计算机。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
合作非常重要，特别是因为每一秒都很重
要。分类考虑了所执行任务的正确性和解
决它们的时间。

热舒夫科技大学启动双重研究
2018-12-21
热舒夫科技大学将开展双重研究，全日制
学生将结合学习和获得专业经验。双重
研究学习将为机械工程和航空学院航空
工业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以及电气和计
算机工程学院的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提
供。 热舒夫科技大学教育副校长Grzegorz 
Masłowski教授说道：“双重研究体系在
波兰大学中越来越受欢迎。这是大学和雇
主活动协同作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双
重研究的目的是提高热舒夫科技大学学生
的关键能力和实践资格。双重研究将涵盖
72人，并将作为研究生学习的一部分进
行。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将获得额外
发展资金
2018-12-21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
在 对 卡 托 维 兹 经 济 大 学 校 长 R o b e r t 
Tomanek教授的致信中写道：“2019年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将获得近2900万兹罗提
以增加基本资金。” Jarosław Gowin表
示，两年零息票政府债券形式的资金将在
2019年转移。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向卡
托维兹经济大学财政部长申请的政府债券
名义价值为2882.5万兹罗提。 为大学发
展提供额外资金是大学当局在改革工作期
间与科学和高等教育部讨论的关键要求之
一。因此，“高等教育和科学法”，即“
科学宪法”保证了增加研究和高等教育支
出以及提高大学最低工资的不变机制读。 
更多信息： https://www.ue.katowice.
pl/no_cache/uczelnia/aktualnosci/
a r t i c l e / u e - k a t o w i c e - o t r z y m a -
dodatkowe-srodki-na-rozwoj.html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博士生将
参加科学推广决赛
2018-12-21
来自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动物学研究所所
有权育种系的Mateusz Kęsy博士将参加
第14届科学推广者竞赛决赛。这位年轻的
科学家将为Animator类别的胜利而战。 
Mateusz Kęsy在儿童和成人中普及与动
物学和自然环境保护相关的知识。他在幼
儿园和学校举办科学研讨会，与学生一起
开设讲座和课程。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旅程
中，他收集了自然收藏品在科学研讨会期
间使用。 他是许多关于自然保护，波兰和
国外科学会议的参与者和共同组织者的出
版物的作者。他是青年科学家项目的奖学
金获得者，也是众多比赛的决赛选手。他
多次获得科学和教育活动的奖励。 波兰科
学服务部和科学与高等教育部组织的竞赛
决赛将于1月份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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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与管理学院青年建筑师日
2018-12-21
华 沙 生 态 与 管 理 学 院 青 年 建 筑 师 日 由
Builder杂志组织。来自不同大学的建筑系
学生和来自华沙两位建筑和施工技术人员
的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专属经济区市场
和国际合作部的Katarzyna Nowakowska
通知道：“青年建筑师日的参与者有机会
参加讲座，由杰出建筑师举办的研讨会以
及与几家公司的代表进行行业磋商。” 
经济大学校长Monika Madej博士，建
筑学院院长Małgorzata Leszczyńska-
D o m a ń s k a 和 “ 建 造 者 ” 杂 志 出 版 人
Marek Zdziebłowski诚挚的欢迎各位参加
活动，开幕演讲“医疗设施设计规范”由
Michał Grzymała-Kazłowski华沙生态与
管理学院的讲师和Archimed建筑工作室
负责人为大家带来。

华沙大学考古学家项目获得近
200万兹罗提资金
2018-12-21
华沙大学地中海考古中心获得了由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计划拨发的近200万兹罗提资
金。资金将分配给“ArcheoCDN科学卓
越考古中心“项目。 华沙考古学家将继续
创建2年的科学考古中心，这将允许使用最
现代化的工作方法，同时利用在北非和中
东几十年的研究积累的资源。 项目将创建
一个现代化的储存库，可以广泛访问数十
年来收集的考古文献。这不仅可以呈现视
觉集合，还可以让它们重新共享。

西里西亚科学节
2018-12-21
1月12日至14日建在卡托维兹举办第三届
西里西亚科学节。科学节包括150多个展
台，来自各个科学领域的数十个讲座和演
讲，以及有趣人士的研讨会和会议。波兰
南部最大的科学活动由西里西亚大学（西
里西亚大学）和卡托维兹市组织，活动的
口号是“能源”。 活动开幕式将于1月12
日星期六在西里西亚剧院举行。开幕式由
Tomasz Rożek博士主持，他是西里西亚大
学的毕业生也是波兰最知名的科学记者之

一。 宇航员NASA Nicole Stott将作为获得
特邀嘉宾出席，由Mariana Oslislo教授编
写的CallTrain MO4 / HG4项目的音乐视觉
演示。 更多信息： http://www.us.edu.
pl/3-slaski-festiwal-nauki-katowice

什切青大学生物学家之夜
2018-12-21
什切青大学将举行第八届生物学家之夜。1
月11日生物系的员工和学生准备了有趣的
讲座，示范和研讨会以及实验课。 生物学
家之夜的主题将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与植
物，免疫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和遗
传学世界。主办方宣布，其中包括电生物
阻抗示范和研讨会以及实验室课程，在此
期间您将能够分析您的身体成分- 脂肪，
肌肉和身体水分。 在活动上将能够分离和
查看DNA，了解在气味的帮助下动物如何
相互沟通以及使用花来吸引授粉昆虫的技
巧。也可以找到在家里收集的植物，让我
们生活得更好，并获得问题的答案：细菌
是我们的敌人还是盟友，为什么笑声会减
慢并愈合。 更多信息： http://usz.edu.
pl/wp-content/uploads/0.-P-R-O-G-R-
A-M-NB-2019-zbi%C3%B3r.pdf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一位
科学家获得了Hofmokl奖项
2018-12-24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Jacek Pyżalski教
授获得了Hofmokl奖项，该奖项是在学术
和学术计算机网络- 国家研究所（NASK）
成立25周年之际颁发的。 Jacek Pyżalski
教授在波兹南大学教育研究学院工作。他
是众多出版物的作者，科学网络的成员和
许多研究项目的协调员，沟通和困难行为
领域的教练。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电子侵
略，新媒体，学校交流，健康促进和年轻
人的网络欺凌。 Tomasz Hofmokl教授是
NASK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主任，这是一个由
数字化部监督的研究机构，25年来一直致
力于波兰信息网络和社会的发展。

物理化学实验室与综合数据安
全中心
2018-12-24
位于大波兰省葛尔若的Jakub学院开设了
一个物理化学实验室，该实验室配有综合
数据安全中心。实验室为政府和自治机构
以及社会经济环境服务。 实验室和数据安
全中心的任务是根据适用的法律地位和专
业标准，在政府，自治和社会经济机构的
需求下实施化学技术和信息安全以及业务
连续性领域的创新解决方案和服务。 学
院技术人员的学生将使用实验室。此外，
由于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合作，在实验室进
行的研究将有助于设计和创建解决方案，
使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满足企业的需求和要
求。

弗罗茨瓦夫医学院将与欧洲航
天局合作开展该项目
2018-12-24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学生将成为波兰学
术团队历史上第一位与欧洲航天局合作开
展医学和天体生物学研究。项目将在2019 
Spin Your thesis 计划下实施。 项目是一
项关于改变重力的癌细胞功能的实验。在
使用的设备中大直径离心机可以对将暴露
于1 g至20 g的加速度的样品进行实验。 比
赛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资助的“为太空任
务需要保护生物材料的研究”项目的一部
分。来自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弗罗茨瓦
夫大学和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将参
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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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基于实践的
国际研究计划
2018-12-24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正在开发
一个基于工作学习（WBL）公式的培训计
划。以奥地利为模型的研究将首先在保加
利亚加布罗沃的技术大学进行。 格但斯克
科技大学还将创建一系列实践，例如建立
一个电子平台，公司将根据这个平台宣传
空缺，学生申请空缺并根据实际工业情况
开展工作。 此外还将推出电子研讨会，即
为公司导师和学术教师提供培训。还将有
一个专门讨论思想，经验和最佳做法交流
的讨论论坛。 项目旨在建立一个新的伙
伴关系结构，促进技术大学和制作公司之
间的有效合作，并得到地方当局和社会伙
伴的支持。 更多信息： https://pg.edu.
pl/aktualnosci/-/asset_publisher/
h W G n c m o Q v 7 K 0 / c o n t e n t / n a -
wydziale-mechanicznym-tworzony-
j e s t - m i e d z y n a r o d o w y - p r o g r a m -
studiow-opartych-na-praktyce

科兹明斯基大学与法国ESSCA
管理学院建立合作
2018-12-24
华 沙 科 兹 明 斯 基 大 学 与 法 国 著 名 的
E S S C A 管 理 学 院 签 署 了 金 融 与 会 计 硕
士课程协议。根据合作协议，华沙科兹
明斯基大学的学生将能够在第二年在昂
热学习。 这两所大学都拥有三重认证
（EQUIS，AMBA，AACSB），在商学
院“金融时报”的国际排名中占据很高的
位置。科兹明斯基大学与法国大学的协议
为财务和会计学生开辟了新的机会。 科兹
明斯基大学的财务和会计硕士课程的学生
能够有机会在法国昂热的Essca管理学院学
习两个学期（第三和第四学期）。联合课
程的毕业生获得以下头衔：科兹明斯基大
学大学财务和会计硕士以及Essca管理学院
企业财务管理硕士。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
将研究光伏电池板
2018-12-24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与Hanplast 
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合作
协议涉及塑料加工和由Hanplast 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光伏板。 Hanplast 有限责任公
司生是世界上第一家采用SmartWire连接
技术（SWTC）的新一代太阳能组件制造
商。根据合作协议，小组的效率现在将在
大学的实验室进行测试。 基于SWTC技术
的自动化生产线在比得哥什技术园区的工
厂中运行。在这种技术中，电池连接的应
用温度比传统的纵梁（230-300°C）光伏
模块中的焊接工艺温度低（140°C），采
用汇流条或多线技术。因此，SWCT可以
降低太阳能电池的热机械压力，降低其脆
性并确保更长的使用寿命。

波兰大部分公司总裁通常毕业
于华沙中央商学院
2018-12-24
共和国报分析了波兰最大公司的570位总统
的简介。根据信息显示，他们大多数都毕
业与华沙中央商学院。 排名第二的是华沙
理工大学，第三名是克拉科夫AGH科技大
学。 共和国报强调道：“波兰五分之一的
大公司总裁毕业于这三所学校。” 以下是
排名前十的排名： 1.华沙中央商学院 2.华
沙理工大学 3.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 4.华
沙大学 5.格利维采西里西亚理工大学 6.弗
罗茨瓦夫理工大学 7.波兹南经济大学 8.克
拉科夫经济大学 9.卡托维兹经济大学 10.罗
兹科技大学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教
育支出与教职工工资将增加
2018-12-24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宣布，到2021年波兰科学界的工资
将比2018年末增加30％。 大学的收入水
平仍然与学术讲师和科学家的工作不成正
比。 据科学部统计，工资增长将覆盖近4.1
万名学术教师，预算约为9.165亿兹罗提。
根据2019年的政府预算，科学和高等教育

的支出将达到265亿兹罗提，与今年相比将
增加20亿兹罗提。

波兰科学家和工程师将参与木
星研究
2018-12-24
科 学 和 高 等 教 育 部 通 知 道 ： “ 来 自
Astronika公司和波兰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
的波兰科学家和工程师将参加由欧洲航天
局实施的JUICE任务（JUpiter ICy moon 
Explorer）。” 在2022年将向木星发送
一个太空探测器，将对其中的四颗卫星
进行调查：Io，Europe，Ganymede和
Callisto。探测器用于在这些物体的表面下
搜索液态水。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说
道：“随着我们攀登技术可能性的高峰，
我们迎接超出我们想象的挑战。在15和16
世纪，海外探险由国王赞助，今天这个功
能被现代政府接管。波兰政府也采取了这
一职能，并注意到空间项目在负责任发展
战略中的作用以及采用波兰太空战略。”

圣托马斯大学的学生将参加卢
布林天主教大学教育项目
2018-12-27
2019年1月4日至30日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大
学将接待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圣托马斯大
学的学生，他们将参加约翰保罗二世教育
计划。 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分析教皇约翰
保罗二世在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活动，哲学
和教学。 教育计划还将提出与波兰历史和
文化有关的问题。此外，学生们还将参观
扎莫希奇、Kozłówka（卢布林省）、华
沙。学生们还将克拉科夫，琴斯托霍瓦和
瓦多维采去参观与约翰保罗二世密切相关
的地方，为期四周的教育计划将通过考试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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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隆纳葛拉大学“波兰 - 英国 - 
荷兰”项目
2018-12-27
锡隆纳葛拉大学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和荷兰
特文特大学一起开展了“智能城市EMC培
训网络（SCENT）”研究项目。项目预算
近240万欧元。 项目作为欧洲HORIZON 
2020：1.3  - 优秀科学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进行，旨在为博士生提供与电磁兼容性
（EMC）智能相关的特定问题的培训城
市。 项目提供EMC对于包含电子，电信和

华沙大学EIT食品项目
2018-12-27
来自华沙大学心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
和机械与管理学院的研究人员将参加由EIT 
Food领域的知识与创新社区资助的19个项
目。 EIT Food是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所的
一部分，研究所是欧盟的一个机构，支持
欧洲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EIT Food是一
个知识创新社区，致力于食品行业的现代
化。它由来自13个国家的50个合作伙伴组
成。其中包括大学，研究单位和企业，其
中包括：华沙大学，剑桥大学，霍恩海姆
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博世，雀巢，百
事可乐，西门子，索迪斯和波兰玛斯派。 
华沙大学的科学家将在2019年实施的项目
将涉及教育，创新和沟通。

卡西米尔大学音乐综合儿童大学
2018-12-27
卡西米尔大学音乐教育系将获得超过来自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70万资金用于实
施“音乐综合儿童大学”项目，项目将于
2019年至2021年实施。 来自儿童和青少
年弱视和盲人特殊教育和护理中心的儿童
和青少年将参加活动。 课程由比得哥什大
学的学术老师负责。项目还包括比得哥什
文化机构的参观和研讨会、融合营以及CD
记录。

西里西亚大学将实
施“Prospect US--加强研究地
位概念”项目
2018-12-27
西里西亚大学的“ProspectUS--加强研究
地位概念”项目已收到来自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卓越战略- 研究型大学”竞赛的91万
兹罗提研究资金。这些资金将用于进行研
究和分析，其结果将在制定长期大学发展
计划时予以考虑。 活动将有助于提高国际
上对大学学术活动的认识，发展与国外研
究中心的研究合作，提高学生和博士生的
教育质量，以及管理大学和增加获得的研
究资助数量。 研究和分析的目的是确定将
加强西里西亚大学作为研究型大学地位的
领域。在此基础上，将考虑到与大学的经
济和社会环境的深化合作，加强大学的潜
力和变化例如关于高等教育和科学的新法
律的要求。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与伊朗
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
2018-12-27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与三所伊朗大学签
署了合作协议：德黑兰Tarbiat Modares
大 学 、 德 黑 兰 伊 斯 兰 阿 扎 德 大 学 以 及
Mazandaran省的Zirab科技园区，新技
术和工程学院。 根据比亚韦斯托克大学
提供的信息，伊朗方面在交换工作人员，
派遣年轻研究人员前往波兰，参加会议
和开展共同的研究课题等方面均有合作
意向。Tarbiat Modares大学希望与比
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合作，项目将作为
Erasmus +项目的一部分进行。 比亚韦
斯托克理工大学校长Lech Dzienis教授说
道：“ 我们正在打开通向比亚韦斯托克科
技大学国际化的另一扇门。我很高兴在世
界各地的各种学术中心，目前我们已经与
超过140 个学术机构进行了合作。现在我
们的大学将要与伊朗方面展开合作。”

弗罗茨瓦夫大学研究人员将研
究入侵物种在蜱传疾病流行病
学中的作用
2018-12-28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遗传学和微生物学研
究所的Joanna Hildebrand博士获得了国
家科学中心Miniatura项目的资助，资金将
用于实施“入侵物种作为由蜱和<稀释效应
>传播的病原体的寄主”项目。 Joanna 
Hildebrand博士将研究入侵物种浣熊和
亚洲浣熊在蜱传疾病流行病学中的作用。
在蜱叮咬期间传播给人体和动物的病原体
引起莱姆病，巴贝虫病，无形体病和立克
次体病。 关于影响病原体传播的因素的研
究结果之一是称为“稀释效应”的假设。
生物群落中病原体的发生率随着作为蜱寄
主的动物物种数量的增加而减少，并且也
是微生物的库。有鉴于此入侵物种在病原
体、载体、宿主系统中的作用评估的问
题。

西里西亚大学国际项目
2018-12-28
西里西亚大学从国家学术交流中心计划获
得了项目资金，并且将与捷克的合作伙伴
奥洛穆茨帕拉基大学、布尔诺马萨里克大
学、来自葡萄牙埃武拉大学展开合作。 计
划旨在支持研究人员的流动性，以开展联
合研究项目。作为合作伙伴学术合作的一
部分共同筹资旨在支付个人交流的费用。 
西里西亚大学将与捷克大学共同开展项
目：“刑法在欧洲视角下保护儿童权利的
作用，特别是波兰和捷克的立法”和“国
际和欧洲法律的当代挑战”。捷克和波兰
的观点“。 西里西亚大学将与葡萄牙埃武
拉一起实现“寻找神秘主义- 音乐灵性的新
维度，20世纪和21世纪的美术和新媒体”
项目。



HIGHER EDUCATION 2018-2019

544

比亚韦斯托克科学家发现了松
树根的不寻常特性
2018-12-28
来自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和比亚韦斯托
克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就松树根虫在抗击
结直肠癌方面提出了专利申请。这是对比
亚沃维耶扎森林中发现的真菌在癌症治疗
中的应用进行研究的结果。 2018年初科
学家们的报告显示在比亚沃维耶扎森林中
发现了一系列150多种真菌的提取物，该
森林位于Hajnówka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
学林业学院的科学与研究中心。 科学家
们首先在实验室生长的生理细胞和结肠癌
细胞上测试根虫的性质，然后测试实验室
小鼠的性质。 实验药理学工厂的负责人
Halina Car教授解释道：“专利申请涉及
这种真菌的新应用，其抑制结肠癌细胞的
发展。”

奥波莱大学学生获得了乐透基
金会的奖学金
2018-12-28
来自奥波莱大学五年级法学院学生Nela 
Lejczak获得了由LOTTO基金会在总理的荣
誉赞助的“百分之百”计划的奖学金。 奖
学金计划面向以学生的态度，承诺和学业
成绩而著称的学生。奖学金共提名了1815
名候选人，其中前100名被选中。除了高等
级的平均成绩，科学或艺术成就之外，有
必要展示为加强民间社会和当地社区而采
取的行动，从而帮助他人。 Nela Lejczak
积极参与协会并为病人和周围有需要的人
提供志愿服务。多年来，她一直是Noble 
Parcel的志愿者和捐赠者，并乐意将时间
投入到这种形式的帮助中。

格但斯克大学科学家获得
Wiktor Kemula奖章
2018-12-28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的Piotr Stepnowski教授
成为今年Wiktor Kemula奖章的获奖者。
该奖项授予分析化学领域杰出的科学成
就。 Piotr Stepnowski教授是格但斯克大
学化学系环境分析系主任和科学与国际合
作副主任。他是研究和环境保护领域公认

的全球权威。近年来，他的研究重点是检
测和评估药物残留在自然环境中的作用。 
Wiktor Kemula奖章是波兰化学学会和波
兰科学院分析化学委员会在分析化学领域
取得的杰出成就。奖项的赞助人是一位化
学家，被认为是波兰极谱学学院的电化学
分析方法的创始人。Kemula教授是电极
的发明者。

AGH科技大学第26届国际会议
KomPlasTech 2019
2018-12-28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金属工程与计算机
科学学院与毕业生基金会协商将于1月13
日至16日在扎科帕内组织第26届“材料技
术计算机方法--KomPlasTech 2019”国
际会议。 会议是庆祝AGH成立100周年的
一部分。会议将介绍科学和工业代表在金
属加工各个领域的IT应用领域以及工业过
程管理领域的科学成果和交流经验。 更多
信息： http://www.komplastech.agh.
edu.pl/index.php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邀请波兰大
学于2019年参加教育任务
2018-12-28
国 家 学 术 交 流 中 心 作 为 “ 准 备 ， 学
习，GO！”活动的一部分邀请2019年的
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参加波兰站和教育任
务。 国家学术交流中心计划于2019年组织
十几次任务。第一场比赛将于2月22日至
23日举行，国际教育博览会将在格鲁吉亚
首都第比利斯举行。3月25日至29日在马
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国家学术交流中心将
积极参加亚太国际教育协会（APAIE）的
交易会和会议。 2019年将在乌克兰组织一
次教育任务于11月举行。 今年上半年举办
的展览会和会议注册将于2019年1月11日
之前开放。

波兰 - 日本信息技术学院MBA
课程
2018-12-31
波兰- 日本信息技术学院在华沙和微软合
作的IT MBA课程即将开始，招生将持续到

2019年3月1日。 波兰- 日本信息技术学院
与微软合作创建的MBA研究旨在扩大，
补充和系统化有关波兰和世界IT市场的知
识。 研究旨在为学生提供管理领域的现代
知识，公司发展战略，分析和基于IT行业
细节解决业务问题的方法。 IT MBA课程面
向中层，高层和高层管理人员。参与的条
件是完成研究和几年的专业经验。 更多信
息： https://mba.pja.edu.pl/

“2019年波兰留学生”会议
2018-12-31
“2019年波兰留学生”会议将于2019年1
月17日至18日在华沙生命科学大学举行。 
会议将专门讨论波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当
前问题，学生和研究人员的流动性发展以
及城市和地区的智力潜力。 活动组织方
为波兰学术学校校长会议，华沙生命科学
大学和Perspektywy教育基金会。 更多
信息： http://www.studyinpoland.pl/
konferencja2019/program

托伦哥白尼大学获得潜力开发
奖金
2018-12-31
托伦哥白尼大学将获得超过3400万兹罗
提资金以发展教育计划领域的潜力，提高
员工和学生的能力，实习计划，博士研
究和大学管理。 哥白尼大学的现代化作
为大学综合计划包括使教育计划适应社
会经济需求，组织高质量的实习计划，
提高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并
以托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和技术学
院的名义创建跨学科博士研究的试点模
式。 作为改善大学管理的一部分，计划
采取行动提高尼古拉斯哥白尼大学管理和
行政人员的管理能力，其中包括2000名
管理人员。资金来自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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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托维兹医学科学大学正在寻
找治疗低温患者的方法
2018-12-31
卡托维兹的医学科学大学将实施“使用持
续肾脏替代疗法评估加热效率- 寻求深度低
温下受害者体外加热的有效方法”项目。
研究作为Miniatura 2竞赛的一部分由国
家科学中心资助。 在低温下有效加热患者
是他们生存的基本条件。在波兰，每年有
300-600人因体温过低而丧生，往往是在当
地医院，而且没有先进的体外加热方法。
然而，这些设施的很大一部分都有重症监
护室和连续肾脏替代疗法（CRRT  - 连续
肾脏替代疗法）。 研究的结果是确定使用
CRRT装置加热严重低温患者的最大可能
性，确定最佳加热方案，以及降低低温患
者的死亡率。

Alojzy Z. Nowak教授成为经济
研究所科学委员会成员
2018-12-31
华沙大学管理学院院长Alojzy Z. Nowak
成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所科学委员
会成员。 Alojzy Z. Nowak教授与来自世
界各地的22位杰出科学家一起被科学委员
会选中，其中包括四位经济科学领域的诺
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是：来自哥伦比亚大
学的Edmund S. Phelps教授；来自纽约
大学的Michael Spence教授；来自芝加
哥大学的Roger Myerson教授；来自伦
敦经济学院的Christopher Pissarides教
授。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所成立于
2015年由Justin Yifu Lina教授负责。Justin 
Yifu Lina教授是世界银行前副总裁兼首席
经济学家，在经济问题上担任中国总统的
主要顾问。 更多信息：http://www.nse.
pku.edu.cn/en/Department/index.
html?type=Advisory  

雅盖隆大学与里斯本大学将共
同研究波兰和葡萄牙的相同点
2019-01-02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将与里斯本大学研究
人员共同研究波兰和葡萄牙两国之间的
相同和差异：欧盟的公民身份，移民问

题，民粹主义和LGBT人群的权利。研究
项目将获得国家学术交流机构拨发的补助
金。 雅盖隆大学国际和政治研究学院Ewa 
Karamad博士提交的项目是基于波兰和葡
萄牙之间的一些结构性相似性的假设，例
如欧盟的外围地位，天主教的作用或相对
近期的威权政府经验和重大差异：属于中
东欧或南欧，殖民主义的经历和每个国家
的独裁统治的性质。 项目将以研讨会的形
式实施，波兰和葡萄牙研究人员将参与其
中。

波兹南理工大学创建的Fokker 
D.VII飞机复制品
2019-01-02
波兹南科技大学重建了三架Fokker D.VII
飞机。飞机原型是1918年12月在波兹南的
Ławica机场被大波兰省起义者俘获的。 
1918年12月，波兰起义者在波兹南俘获了
300台德国机器，后来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期
间波兰航空的基础，并参与波兰- 布尔什维
克战争中。 飞机复制品重约400公斤（原
来重达540公斤）。它们的护套不同- 原件
是由浸渍的亚麻制成的，这是一种由聚乙
烯材料制成的复制品。飞机配备了基于大
众汽车元件的电子设备，航空电子设备和
发动机，以及机枪模拟器。螺旋桨是从专
业制造商订购的。 这些机器组成是理工学
院，省自治政府和波兰的Motosheet协会
组成的项目。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校园模型
2019-01-02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电子与电信信息
系的IT学生Maciej Kocot以1：1250的比
例用乐高积木建立了AGH校园的模型。 
Maciej Kocot自己创作了这个模型，他从
2018年4月到12月参与了这个项目。他从
最知名的主楼（A-0）和他花费最多时间的
建筑开始，即计算机科学系（D-17）的总
部。然后建立了能源中心。他测量了单个
校园建筑物并将其尺寸计算成块，分解了
所有段，更改了它们以使效果更加准确和
稳定。 最后的建筑由数千件组成，放置在
27 x 81厘米的板上。 更多信息： http://
zbudujmy.to/2018/12/10/agh/

西里西亚大学将实施“一所大
学、众多机会”项目
2019-01-02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将“一所大学、众
多机会”项目，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为项
目拨发了超过3900万兹罗提资金。 项目
的实施将有助于大学的发展，通过实施教
育和组织过程管理的变化，并且由于项目
计划的多方面活动，加强学生的专业，沟
通，分析和语言能力。 项目将提高学术和
教学人员以及行政和管理人员的能力，还
将提供实施IT管理工具或创建开放教育资源
的机会。大学计划邀请国外有价值的讲师
进行课程学习，并为学生和研究和教学人
员组织学习访问和实习。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冬季招生
2019-01-02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冬季招生将持续至
2019年2月9日。研究生学习名额为59人，
包括19个英语课程。录取名单将于2019年
2月13日公布。 冬季招生的新课程是新元
素是基础技术问题部门的大数据分析。在
物理学，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的边界线上，
它是国家规模方向的跨学科和独特的。毕
业生将准备在处理大数据资源分析的团队
中工作。 在环境工程系选择环境保护技术
的候选人将有机会学习一门新的专业- 环
境生物技术。这些研究将教授生物工程在
环境保护方面的实际应用，确保舒适和
高品质的生活，同时尊重自然。 更多信
息： http://rekrutacja.pwr.ed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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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新实验室
2019-01-03
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技术基本问题部
门建立了两个新的实验室。实验室配备现
代化设备装置，可以在实验室进行癌细胞
研究。 生物制药实验室包括在物理和药
理化学因素的影响下，组织和生物材料的
显微镜检查，癌细胞的研究和DNA的变
化。该实验室配备了原子力显微镜，可以
获得分辨率为单个原子尺寸的图像。由此
可以测试单个DNA链。 在生物医学测量技
术实验室中，将进行与使用光学技术测量
各种类型物体有关的研究。实验室可用于
通过活细胞和固定细胞中的荧光方法确定
细胞参数。 更多信息： http://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nowoczesny-
sprzet-i-rozwojowe-badania-nowe-
laboratoria-na-w11-11061.html

华沙中央商学院新课程
2019-01-03
华沙中央商学院决策支持与分析部开发
的“白银决议”计划被欧盟委员会纳入创
新雷达计划。 “白银决议”程序用于支持
使用决策树方法的决策，并且是连续操作
之间关系的图形表示以及这些操作的可能
后果，并且能够分析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
性。 华沙中央商学院强调道，该计划利用
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将各种活动的潜在结果
转化为客户和医生以说明患者可能的治疗
途径。该软件还在大学用于科学和教学目
的。用户社区已遍布150多个国家。 目前
它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此类高级功能的完全
免费且开放的软件。 更多信息： https://
www.innoradar.eu/innovation/29875  

西里西亚大学获得“欢迎来到波
兰”计划拨发的近70万 兹罗提
2019-01-03
西里西亚大学将实施“提高学术人员的能
力和机构接受海外人士的潜力；欢迎来到
波兰”项目。 项目将有助于提高国际化水
平，提高项目参与者的能力，以及创造一
个开放空间方便学生使用。 “西里西亚大
学促进外国人在西里西亚大学航行项目”

面向直接参与外国人服务的人员，以及为
教学，教育或科学目的而来的学生和外籍
员工。 第二个项目“为在大学实施有效的
外国学生适应过程准备行政人员”正在形
成大学开放性和组织准备的态度，以增加
行政人员的可及性。 更多信息： https://
www.us.edu.pl/prawie-700-tys-na-
ins ty tuc jonalne-przygotowanie-
uczelni-do-przyjmowania-studentow-i-
kadry-z-zagranic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创新伙伴
关系”会议
2019-01-03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与波兰美
国商会组织邀请各位于1月15日参加“创
新伙伴关系”会议。 会议将总结“创新孵
化+”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春季在克拉
科夫技术大学的TRL +竞赛中选出了16个预
先实施的作品。由科学和商业代表组成的
投资委员会选择了具有最高实施潜力的项
目。 此次活动也将是克拉科夫科学家与美
国和波兰公司代表建立直接联系的机会，
这些公司对其解决方案的商业化感兴趣。

波兹南科学家获得波兰科学院
奖项
2019-01-03
来 自 波 兹 南 密 茨 凯 维 奇 大 学 的 M i c h a ł 
Klichowski博士因为“在CyberParks学
习；理论与实证研究“一书获得了波兰科
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科学奖。 本
书中的考虑因素围绕着网络公园学习理念
的构成概念。然而，理论分析导致了一个
令人惊讶的发现：神经科学的最新概念之
一。双任务成本的概念，表明这种类型的
学习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
学生来说也是危险的。为了澄清这个问
题，我进行了两个实验，在认知神经科学
的范例中进行，其假设和结果在本书的第
二个实证部分中呈现。 波兰科学院科学奖
项授予在之前四年内发表的杰出和创造性
作品的科学家以及教育家。

波兰科学基金会对外奖学金
2019-01-03
波兰科学基金会宣布“出境科学奖学金”
竞赛名单已经出炉，这是MASTER计划获
奖者的额外奖学金。奖学金可前往著名的
外国研究中心，在那里进行长达六个月的
研究工作。 获得奖学金的是： 来自华沙人
文与社会科学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弗
罗茨瓦夫分校Leszek Koczanowicz教授，
他将前往瑞典政府部门乌普萨拉大学。 来
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物理，天文学和应
用计算机科学系的Maciej Ogorzałek教
授，他将前往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进行
为期6个月的研究。

教师计划已经开始
2019-01-04
国家学术交流局宣布教师计划已经正式开
始。国家学术交流局希望通过波兰语教
学，为波兰的推广做出贡献。为了参加该
计划，原子能机构邀请所有波兰语教师作
为外语，他们将有机会在外国学术中心工
作。 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讲师准备并开
设波兰语课程作为外语; 准备和开展与传
播有关波兰，其文化和历史的知识有关的
课程; 与波兰外交使团，文化机构和商业
代表以及其他实体保持联系，以便为课程
参与者提供最广泛和最具吸引力的活动，
使他们能够了解波兰语和波兰语。 更多
信息： https://nawa.gov.pl/images/
users/629/Regulamin-Programu-
Lektorzy-2019-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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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大学关于冰岛危机、移民
和情感调整研讨会
2019-01-04
罗兹大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所于
2019年1月17日星期四邀请各位参加“冰
岛的危机，迁徙和情感调查”研讨会。 
研讨会将由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民
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的人类学家Marek 
Pawlak博士领导，他将介绍冰岛政治经
济的变化以及新自由主义引发的国家社会
文化变革。 会议的参与者还将了解90年代
新创造的主体性如何为2008年危机的“复
临”奠定了肥沃的土壤，其后果是什么。

格但斯克大学加入“欧洲海洋
大学”联盟
2019-01-04
格但斯克大学和其他五所欧洲大学的代表
签署了参与“欧洲海洋大学”倡议（SEA-
EU）的声明，旨在为创建欧洲大学获得
资金。 欧洲海洋大学联盟包括：西班牙
Cádiz大学；克罗地亚Sveučilišteu Split
大学；法国Bretagne Occidentale大学; 
德国Christian-Albrechts大学和马耳他
L-Universitàta大学。 建立欧洲大学的想
法是由欧盟及欧盟理事会和欧洲委员会的
成员国发起的。到2024年，将建立大约20
所欧洲大学，这将形成欧盟的基础大学网
络，使学生通过结合欧盟国家的学习获得
学位，从而有助于提高欧洲大学的国际竞
争力。

雅盖隆大学法律周
2019-01-04
从2019年1月14日到1月25日雅盖隆大学
法律周将在克拉科夫举行。活动期间将讨
论以下主题： 法治理念是否是民主国家运
作所必需的？ 波兰在法治方面的争议是什
么？ 今天其他国家和欧盟的法治观念如何
变化？ 活动期间将举办6场讲座。讲座将
于1月14日开始，Andrzej Grabowski教授
讲带来主题为“宪法国家的理论：一种范
式的转变？”的讲座； Fryderyk Zoll教授
将带来主题为“民法可以在没有法治的情
况下发挥其作用吗？”的讲座。

波兰与奥地利科学家将研究无
人机在农业中的应用
2019-01-04
来自波兰科沙林科技大学与奥地利维也纳
自然资源与生命科学大学的研究人员将探
索在农药和化肥施用中使用无人机的可能
性。项目获得了来自国家学术交流机构的
双边交流竞赛的资助。 该项目涉及农业无
人机在农药和化肥施用中的效益。 维也纳
大学作为一所自然大学专门研究农业，木
材和天然纤维科学，森林管理，水文学，
空间管理，环境保护和景观建筑。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宣布参加热
技术中应用计算技术竞赛
2019-01-04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热能技术研究所与工业
合作伙伴一起宣布在全国范围内竞争最佳
硕士论文，该论文将应用计算方法模拟热
和流动过程。竞赛旨在促进学生在更广泛
的热技术中应用计算技术的成就。 2018年
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提交的硕士论文和
优秀工程作品均可以参加论文竞赛。作品
可以用波兰语或英语书写。申请截止日期
为1月30日。 获得比赛第一名的获奖者将
收到每人3千兹罗提的奖金；第二名将获得
每人2千兹罗提奖金；比赛第三名至第五名
将获得每人一千兹罗提奖金。比赛评委中
有行业和软件公司的代表，有关最佳作品
及其作者的信息将传达给潜在的雇主。 更
多信息： http://www.itc.polsl.pl/index.
php?lang=pl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将开
展“为自然服务”项目
2019-01-07
位于比得哥什的卡西米尔大学】自然科学
学院将获得600000兹罗提用于“为自然服
务”项目。最近来源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 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教育课程将在
大学自然科学系的实验室和演讲厅以及植
物园进行，有7-8名小学和中学生参加。在
项目实施期间，学院将招收450名学生包括
来自学校的学生。 除了专业实验室的课程
外，学院还将建立植物园，该植物园将特

别设计并与选定的植物种类分类，体验大
自然的多种感官。

波兰大学获赠近3亿波兰兹罗提
2019-01-07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说道：“波兰国家学术中心为波兰
十所规模最大的大学拨款近3亿波兰兹罗
提资金。在综合大学计划竞赛的第三条道
路上授予的资金将用于提高波兰大学的教
育水平。” 综合大学计划由三个竞赛组
成，“第三条道路”的结果已经公布，其
中规模最大的大学的两万名学生将有资格
获得资助。 罗兹大学“学生力量：综合性
大学发展计划”项目在比赛中获得了最好
的成绩。罗兹大学被资助对象约4300人，
其中包括130名大学工作人员代表。

热舒夫大学博士生成为“当代
科学”国际比赛获奖者
2019-01-07
来自热舒夫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生Piotr 
Olechowski在第11届国际比赛“当代科
学”中获得第二名。他因“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1947-1949）在波兰共和国驻
波兰共和国总领事馆的活动开始”而获
奖。 国际比赛“当代科学”由圣彼得堡
的波兰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的当地历史
研究所和波兰- 俄罗斯对话与理解中心组
织，迄今为止已举办了11届。本次比赛
面向来自波兰，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学术
单位的学生，博士生和青年科学家，他
们在与苏联广泛理解的主题相关的研究
问题上进行。 根据热舒夫大学提供的信
息，Piotr Olechowski是第11届比赛中唯
一的波兰获胜者。 更多信息： https://
www.msz.gov.pl/ru/p/petersburg_
i p _ r u / w y d a r z e n i a / n a u k a / i t o g i _
odinadcatogo_otkrytogo_konkursa_
aktualnaja_nauka_pamiati_o_n_kena;
jsessionid=F8873B9957DEC37F482F177F
AB549298.cmsap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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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国人的恐惧”会议
2019-01-07
“对外国人的恐惧以及对他们的敌意”会
议将于2019年1月11日在华沙大学举行。 
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波兰学生与在波兰大学
学习的外国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会议旨在
展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合作的积极
方面，以及鼓励开放和与外国学生建立友
好联系。 活动的共同组织者是波兰学术学
校校长会议和当代文明问题研究所的传播
和社会责任委员会。 更多信息： https://
uksw.edu.pl/images/konferencje/
program-konferencji-lekprzedobcymi.
pdf  

密茨凯维奇大学研究员获得总
理奖项
2019-01-07
来自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两位科学家
获得了总理奖，总理奖为杰出的科学和
艺术成就，科技成果，博士论文而颁发奖
项。 Zdzisław Wąsik教授因其对语言知
识理论发展的贡献而获奖，该语言是在
话语条件下运作的标志系统。他涉及语
言学的认识论，自然和文化中的符号和
意义问题。他的科学成就包括印欧语系
语法类型学领域的论文。 Adam Paweł 
Gorczyński博士获得了“新的自组织金属
分子网络”奖。这项工作涉及功能金属分
子网络的设计和合成，通过检查其磁性，
电化学或生物学特性，可以用于解决全球
问题。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成立
100周年
2019-01-07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于2019年庆祝大学
成立100周年。克拉科夫学院为今年的庆
典准备了许多活动。 将于2月7日举行慈善
音乐会“100年的AGH，一起为孩子们努
力”；4月8日将举行关于1919年矿业学院
成立的历史展览。波兰共和国部长理事会
通过了关于在克拉科夫建立和发射矿业学
院的决议。 5月份在西里西亚贝斯基德将
举行AGH成立100周年的最有趣的学生竞

赛。 6月13日至15日，世界波兰血统工程
师大会计划在10月18日至19日举行并且主
要庆祝成立百年活动以及AGH毕业生世界
大会。

华沙理工大学开始建造PW-
Sat3卫星
2019-01-07
PW-Sat2项目副主席Dominik Roszkowski
在接受杂志“Chip”采访时宣布道：“
华沙理工大学动力与航空工程学院开始
建造PW-Sat3卫星。它将由下一届学生创
建。” 在4周内，PW-Sat2卫星执行了所
有计划任务。该任务的成功证明华沙理工
大学学生开发的帆技术可以帮助解决空
间碎片破坏探测器，船舶以及国际空间站
的问题。 由比头发薄10倍的聚酯薄膜制
成的脱轨帆的分布是卫星的主要任务。在
执行任务期间，还可以拍摄波兰历史上第
一张卫星地球卫星图像。照片将显示瑞典
南部、挪威上空的云层、北海和波罗的
海。 更多信息： https://radio.pw-sat.pl/
gallery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招生电子注册
2019-01-08
克拉科夫技术大学将于2019年1月21日将
开始进行本科与研究生以及机械工程学系
的本科非全日制招生，课程将在夏季学期
启动。 今年克拉科夫科技大学首次在机
械工程学院本科非全日制招生。考生将能
够选择以下专业：自动化和机器人，能
量学，安全工程，生产工程师，机械和
机械制造以及运输。 招生电子注册将于
1月21日开始并持续到2月4日。 更多信
息： http://rekrutacja.pk.edu.pl/

什切青科学家获得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长奖项
2019-01-08
来自什切青大学的Andrzej Potemkowski
教授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的奖项，
他组织了“大学间的大学间会议日”。 会
议从2012年开始举办，由心理学研究所的
临床心理学和心理预防系，以及波美拉尼

亚医科大学精神病学系，地区医学会，波
兰神经学会的什切青部门以及波兰精神病
学协会和Cogito协会共同组织。其中的一
系列讲座和研究有助于消化神经科学领域
的知识。 每年科学部都会颁发奖项以表彰
在过去一年中取得的杰出科学成果，个人
和集体教学成就以及组织方面的成就。今
年有69位学术界代表获得了这一殊荣。

格丁尼亚海事大学获得近1200
万兹罗提资金
2019-01-08
格丁尼亚海事大学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区域卓越计划”试点竞赛的获奖者。根据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law Gowin的
决定，该大学获得了1187万波兰兹罗提资
金。 大学将从2019年1月1日到2022年12
月31日开展“格丁尼亚海事大学电气部门
员工研究基地和科学成就的发展”项目。 
项目措施将用于学术教师培训，获取科学
数据库，仪器补助金，小额研究补助金，
会议补助金，教授补贴，适应性新闻奖学
金和新研究人员的就业融资。

密茨凯维奇大学天文台科普讲
座
2019-01-08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天文台研究所邀请
各位参加2019年系列科普讲座。对于天文
学领域的有趣问题将由大学科学家近似在
科普讲座时解答。 讲座将每月举行一次，
每天两次，参加讲座不收取任何费用但需
提前预订名额。每次演讲结束后奖计划参
观天文台，展示望远镜，并在天气良好的
情况下观察天空。 2019年上半年的讲座计
划安排为： 1月18日：波兹南天文台100
周年; 2月15日：仰望天空; 3月15日：巨
大行星; 4月12日：小行星内部结构 5月10
日：1919年日食、广义相对论 6月14日：
人类跨出的一小步与社会进步的一大步。 
更多信息： http://www.astro.amu.edu.
pl/pl/popularyzacja/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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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在年度最佳词汇的公
民投票中获胜
2019-01-08
“宪法”这个名词在由华沙大学组织的“
年度最佳词汇”公民投票中获胜。 “宪
法”投票率高达69.02％。互联网用户。排
在第二位的是名词“数据”（5.71％的选
票），第三名是“独立”（4.26％）。 华
沙大学通知道：“宪法不是过去几个月的
任何一个词，但是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
日这个词的关键特征图表明，这是整个时
期公共话语的一种表达。”

卢布林科技大学将支持巴尔干
地区高等教育机构的道路安全
教育
2019-01-09
卢布林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与来自欧盟国
家15所大学的科学家共同研究了三年，
将为巴尔干地区的高中提供帮助。合作关
注广泛地了解道路交通安全、减少事故数
量、减少道路上受伤和死亡的人数。 大
学项目协调员卢布林科技大学运输系主任
Paweł Droździel教授说道：“我们感到非
常荣幸，我们在教育现代陆路运输领域的
专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受到了赞赏。我们
的科学家将作为运输工程，交通工程和运
输系统分析领域的专家。”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研究
人员参加莫扎特项目
2019-01-09
来 自 弗 罗 茨 瓦 夫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的
Agnieszka Noszczyk-Nowak教授和
Michał Dzięcioł教授将与弗罗茨瓦夫公
司一起在莫扎特城市项目中开展项目。 
Agnieszka Noszczyk-Nowak教授与兽医
诊所Neovet将合作开发和实施接受化疗的
犬和猫的心脏检查计划。 Michał Dzięcioł
教授与Inter Technologie公司将就使用
化学和化学信息挥发性物质调节人类行为
的可能性进行联合研究。 支持高等教育
和科学合作的市政计划和商业活动部门“
莫扎特”连接弗罗茨瓦夫的科学家和公

司。公司有机会从研究人员的智力潜力中
受益，并利用他的专业知识来发展公司，
科学家有机会在商业环境中工作并在实践
中运用知识。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48837/
mozart_wspolpraca_naukowcow_z_
wroclawskimi_irmami.html

Civitas学院与Mikromakro研
究所基金会达成协议
2019-01-09
华沙Civitas学院与Mikromakro研究所基
金会决定将品牌结合起来，以吸引公众
关注有关文明和环境变化的实质性辩论的
必要性，并接受与之相关的挑战。 根据
Civitas学院提供的信息，中心将研究改
变人类感知世界，影响自然环境和塑造技
术大趋势的因素。研究中心的宗旨是：人
类、环境、技术。 Mikromakro研究所基
金会董事会主席Sławomir Kosieliński将成
为研究中心主任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学生参加全
球管理挑战赛第二阶段
2019-01-09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团队进入了世
界上最大的商业模拟管理挑战2018/2019
（GMC）竞赛的第二阶段。 在商业模拟
管理挑战竞赛中，团队由三至五人组成并
经营在虚拟市场上竞争的公司。在模拟
的第一阶段，共有155个团队参加，为期
五周，他们为公司的最高投资成果而奋
斗。60个团队将有资格进入下一阶段 在高
级培训计划中，竞赛使用游戏化，使用商
业中的计算机游戏机制。模拟使人们有机
会担任董事会的角色，并为虚拟市场的下
一季度开展公司业务。 商业模拟管理挑战
竞赛是波兰唯一一个与管理领域公司员工
竞争的竞赛。自1980年以全国在线竞赛的
形式组织起来，比赛已经吸引了全世界50
多万参与者。

密茨凯维奇大学位列波兹南“
绿色公制”排名
2019-01-09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第二次被选为世界
大学排名“绿色公制”国际排名中波兰
大学中最好的学校。波兹南密茨凯维奇
大学在全球719所高等学校中排名第160
位。 排名在考虑教育计划和基础设施投
资之外还考虑了废物管理问题。包括有毒
废物管理，水和节能解决方案，空间管
理，包括绿色创新以及为校园内的行人和
骑自行车者开发路径。 密茨凯维奇大学
在城市校区中排名第70位，在欧洲校区中
排名第67位。世界领先的是荷兰瓦赫宁根
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英国牛津大
学，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和诺丁汉大学。 更
多信息： http://greenmetric.ui.ac.id/
overall-ranking-2018/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国际项目
2019-01-09
根据“地平线2020”计划，“通过欧盟农
业有效和可持续地提供农业环境和气候公
共产品”和“缩小规模加工食品的创新体
系”项目获得了项目资金。 根据ERA-NET
计划，“利用马铃薯- 微生物相互作用促进
可持续育种和生产战略的发展”项目得到
了实施资金。 波兰与南非之间的双边合作
框架内资助了“应用系统地理学和宏基因
组学方法估计侵入的澳大利亚金合欢物种
对南非普马兰加省和夸祖鲁纳塔尔省的根
瘤菌群落的影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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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切青大学博士生获得年度奖
学金
2019-01-10
来自什切青大学的博士生 Monika Zięciak
获得了2018/2019学年波兰- 美国自由基
金会的奖学金。她在来自波兰各个学术
中心的70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Monika 
Zięciak获得年度奖学金的论文题目是“青
少年教育中心和青少年的独立”。这项工
作是在Barbara Kromolska教授的监督下
创建的。 “桥梁奖学金计划”的目的是鼓
励优秀的博士生发展和深化他们的知识，
并为提高波兰的教育水平做出贡献。该奖
学金计划是波兰最大的非政府奖学金计划
之一。奖学金的赞助方是：波兰- 美国自
由基金会，波兰国家银行，农村发展基金
会，法国巴黎银行基金会，以及近90个当
地非政府组织的联盟。

信息技术锦标赛中心
2019-01-10
由波兰数字中心资助的项目IT锦标赛中心
正在启动，将为超过12000名学生创建IT课
程, 特别是有天赋的小学和中学学生。 作
为信息科学中心的一部分，将有1500名教
师在IT界的活动中创建课程并实施。信息技
术锦标赛中心将帮助经济发展并促进创新
的经济解决方案。 项目旨在建立一个识别
IT人才的永久系统。这将通过广泛而先进的
计划来提供，以提高人们进行课程的知识
和能力。项目得到了罗兹技术大学（项目
的主要合作伙伴），弗罗茨瓦夫，格但斯
克和华沙以及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支
持。

弗罗茨瓦夫第十一届中心机器
人竞技
2019-01-10
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品将在1月12日在弗
罗 茨 瓦 夫 会 议 中 心 举 行 的 第 1 1 届 机 器
人竞技场比赛中展开竞争。比赛由科学
圈“KoNaR”组织。 组织方在今年的比赛
版本中准备了新的比赛：战斗- 机器人在
锯，刀，锤子和镐和救援上的斗争，在迷
宫中寻找失踪者，然后将他运送到安全基

地。 无人机将出现在机器人竞技场上。比
赛条件为：无人机在指定路线上执行类似
无限的符号的图形和无人机沙盒，在特别
准备的轨道上争取天空的。 机器人竞技场
是波兰最大的机器人活动之一。比赛的目
的是获得乐趣，整合环境和促进机器人技
术。

卡托维兹第六届国际消费者大会
2019-01-10
西里西亚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消费者监
察员协会与西里西亚大学法学院管理基金
会Iuridica邀请各位参加第六届国际消费者
科学大会“消费者事故调查、消费者新订
单“。 会议将致力于消费者权利以及与该
领域新法律法规相关的问题。与会者将有
机会讨论消费者的实际和理论保护，交流
经验并开展国内外合作。 会议将于2月28
日至3月1日在西里西亚大学法律与管理学
院第7礼堂Bankowa街道11B和Arena酒
店(Tychy,  gen. de Gaulle’a 街道8号)
举行。

多伦多大学人文学科奖学金
2019-01-10
在多伦多大学了开展波兰语言文学课程并
宣布了短期科学实习申请。 根据国家学术
交流中心提供的信息，在交流期间学者们
将有机会利用多伦多大学的图书馆资源，
以及参与大学的知识生活。 奖学金面向在
波兰大学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的人文主义
者。在2月28日之前均可提交申请。访问
将会在2019年9月中旬到2020年5月中旬
进行。奖学金包括生活费、学费、健康保
险；奖学金金额取决于逗留时间。 更多
信息： https://nawa.gov.pl/images/
users/629/JoannaDeMone-IVGS-
Ogloszenie.pdf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研究人
员将研究印度电影业
2019-01-10
来自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大学研究员
是与印度合作实施人文和社会科学国际研
究项目EqUIP欧盟- 印度社会科学和人文

学科平台竞赛的获奖者之一。 Krzysztof 
Stachowiak教授和Marcin Adamczak
博士将研究电影中的空间与空间的关系，
以及电影业在创建印度与欧洲之间的文化
和经济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分析其中的一
些问题印度电影的拍摄地点，以及印度电
影业对这些地方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研
究联盟包括：瑞士巴塞尔大学、芬兰诺维
亚应用科学大学、斯洛文尼亚科学与艺术
研究中心、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 
更多信息： http://igsegp.amu.edu.pl/
ilmind/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论坛会议录
2019-01-10
波兰大学论坛将于1月11日至13日在比亚
韦斯托克大学举行会议, 大会组织方是波德
拉谢地区最大的大学学生会议。讨论的主
题包括高等教育改革和学生在实施“高等
教育和科学法”过程中的作用。 波兰大学
论坛是波兰大学校长会议期间大学学生自
治政府之间的自治协议，也是波兰共和国
学生议会的贸易委员会。 会议将在比亚韦
斯托克大学校园举行。大会最重要的一点
是选择波兰大学论坛的新权威。

托伦哥白尼大学研究人员正在
探索中世纪帕克港
2019-01-11
托伦哥白尼大学水下考古系的研究人员正
在调查帕克早期中世纪港口的遗迹。研
究工作作为欧洲虚拟拱门项目的一部分
由Interreg Central Europe计划资助进
行。 来自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奥地
利、意大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德
国的合作伙伴也参与了项目。项目承诺普
及和传播有关考古遗产的知识，这些知识
迄今仍然无法获得普及。 这一目标的实
施基于虚拟和增强现实方法的使用，这些
方法越来越受欢迎，用于展示难以到达的
空间，包括过去景观和考古遗址的遗迹-
。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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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
科学大学将实施“Bio Sci 
University”项目
2019-01-11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在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卓越战略- 研究大学”的
竞争下获得资助。 70万兹罗提资金将用
于“BioSciUniversity”项目，旨在提高大
学管理的质量，包括引入组织变革，从而
提高大学活动的国际重要性。 项目最重要
的任务是通过选择领先的研究团队提高国
际学术活动的认可度; 加强与知名研究中
心的研究合作; 提高学生和博士生的教育质
量，特别是与优先研究领域相关的院系和
科学学科，以及为大学教职工的专业发展
制定综合解决方案。

罗兹科技大学无人机将研究该
市的空气质量
2019-01-11
罗兹科技大学将于2月进行对抗烟雾的无人
机将开始定期检查城市空气质量和污染程
度D。 来自土木工程，建筑与环境工程系
的Robert Cichowicz博士自去年开始实施
名为“罗兹聚集区空气污染状况变化的空
间分析”的项目，项目获得了140000兹罗
提资金。 无人机配备专用设备，将检查锅
炉房，热电联产厂，燃煤炉，石油和天然
气锅炉以及汽车尾气中的氮氧化物，一氧
化碳，二氧化碳和其他物质。此外，它还
会检查空气中的臭氧量。

卡托维兹电影科学会议
2019-01-11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与SWPS大学共同邀
请各位于4月4日至5日参加第三届全国“电
影心理学”大会，今年会议的主题是“电
影的社会角色”。 会议期间将讨论海报会
议、举行专家讲座、研讨会、讨论小组、
教师认证讲习班。会议是交流经验和良好
做法的机会。 会议面向广泛的受众：来
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博士生和各个研
究领域的学生，教师，学校教育家和心理
学家，使用电影进行教育，预防和治疗的
人，电影制作人以及电影爱好者。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
是“更贴近患者”项目领导者
2019-01-14
一千家药店将参加“更贴近患者”试验项
目，项目负责方是华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医学院。 根据红衣主教大
学提供的信息，项目的目标是“验证制药
服务”。“更接近患者”是药剂师在药
房中的三步干预，其效果是降低患者因
心房颤动中药物的非依从性原因而导致
的死亡率。 项目由来自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的科学家、来自格但斯克医
科大学的科学以及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医
学院共同完成。研究方法由渥太华一家医
院的Regis Vaillancourt博士和加拿大最好
的临床药剂师团队编写。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科学
家获得赠款
2019-01-14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的科学家
们已经获得了Miniatura 2计划的资助，
他们将获得来自国家科学中心的十五万兹
罗提研究资金。 获得资金的科学家为： 
Aleksandra Grudniewska博士将使用
天然的低共熔溶剂（NADES  - 天然的低
共熔溶剂）来分离生物活性化合物，主要
是酿造工业副产品中的黄酮类化合物。 
Tomasz Janek博士将尝试解释金黄色复
合物与假单胞菌属和芽孢杆菌属细菌产生
的脂肽生物表面活性剂对念珠菌主要毒
力因子的作用机制。 Kamil Sierżant博士
将检查是否有可能改善肉鸡肉中的脂肪酸
谱（包括增加ω-3脂肪酸含量，减少ω-6
），同时改善这种肉的氧化稳定性。 更
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
pl/aktualnosci/48879/miniatura_2_
granty_dla_naukowcow_upwr.html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研究人员获
得教育之星的称号
2019-01-14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招生系主任解剖与神经
生物学系助理教授Sławomir Wójcik博士
成为由教育基金会“Perspektywy”组织

的“2019国际化之星”的获奖者。他赢
得了教育之星奖项。 Sławomir Wójcik博
士已参与波兰大学和科学的国际化超过15
年。他的活动领域包括国家和国际推广，
波兰语和英语研究招生，准备高等教育的
教学，高等教育（解剖学和神经生物学）
以及准备鼻化考试。 竞赛的目的是奖励和
推广在波兰大学国际化方面取得杰出成就
的人。奖项的候选人由大学，学生组织，
大学员工和学生提交。

克罗斯诺州立高等职业学校获
得进行硕士研究学习权利
2019-01-14
克罗斯诺的国家高等职业学校获得了进行
硕士研究学习的权利。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在做决定之前获得了波兰认证委员会的积
极意见。 克罗斯诺州高等职业学校发展副
校长Zbigniew Barabasz教授说道：“硕
士研究是对区域经济需求的回应，寻找准
备在生产和服务工厂，研究中心，设计和
咨询公司工作的训练有素的专家。” 生产
工程领域的第一届学生将在2月份开始接受
教育。作为该课程的一部分大学将进行三
个专业的授课：集成制造系、，企业中的
质量，环境，职业安全和健康、生产工程
中的IT系统。毕业生将获得工程硕士学位。

热舒夫大学将创建跨学科临床
前及临床学科中心
2019-01-14
热舒夫大学将在建立一个新研究中心，对
动物进行测试。包括猪、小老鼠、大老鼠
和兔子。研究以生物技术为主。 热舒夫大
学与喀尔巴阡山省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
喀尔巴阡山省政府将以“临床前和临床研
究跨学科中心”的名义资助该项目。 热舒
夫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通知道：“
项目将由欧洲区域发展基金共同资助，并
将于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在奥尔什丁的
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的一个科学联盟中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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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毕业生获
得硕士论文竞赛奖
2019-01-14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医学分析专业毕
业Justyna Paleczny于2018年在全国医
学领域的硕士论文竞赛中获奖。 她的论
文“评价固相微萃取技术用于区分耐甲氧
西林和耐甲氧西林的葡萄球菌”的论文检
查了基于挥发性代谢物谱的差异，是否可
以将对甲氧西林敏感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与
对该抗生素耐药的菌株区分开来。 在她
的研究中，她使用快速廉价的固相微萃
取（SPME）方法。在今天用于诊断败血
症的方法中，结果的等待时间长达72小
时。SPME方法可在材料收集后最多2小时
缩短此时间。如此快速的诊断可降低患者
的死亡风险，并限制抗生素的使用，并开
展广泛的活动。

Nickelodeon儿童频道将与华
沙理工大学一起合作
2019-01-14
Nicke lodeon儿童频道将与华沙理工
大学一起合作 2019年2月4日至8日儿童
电视频道Nicke lodeon将与与华沙理
工大学自动化与应用计算机科学研究所
合作，为华沙儿童组织一次编程教育。 
wirtualnemedia.pl门户网站通知道：“
在活动期间8-11岁与12-15岁的儿童将在两
个年龄段的专家和教育者的监督下创建网
站，学习编程、创建应用程序和游戏。参
与者将前往华沙理工学院和哥白尼科学中
心，球形电影院，工作坊和儿童瑜伽元素
的放松练习。” 更多信息： www.nick.
com.pl/technickcamp

波兰与乌克兰大学合作改善大
学的活动
2019-01-15
华沙理工大学在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支持
下将实施“波兰- 乌克兰代表院校代表机
构的合作改善大学的运作”。 项目由华沙
理工大学的行政和社会科学学院实施，参
与者是波兰和乌克兰的大学管理人员、校
长、副校长和专家。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

在高等教育机构的治理领域实施波兰和乌
克兰校长之间的合作”，改善大学管理方
面尊重学术界价值观，寻求自治与大学治
理之间的理想平衡，参考两国的经验和国
际解决方案。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实施PIETE项目
2019-01-15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传播系的
组织关系管理系正在实施PIETE初创企业教
师教育合作项目。 项目旨在提高中学现任
和未来教师以及教学院讲师的创业能力和
教学能力。项目的成果将是以教学院系和
专业活跃教师的学生知识汇编的形式编写
的指南。 项目负责方是德国马丁路德大学
Univations GmbH知识与技术转让研究
所，参与者包括别尔斯克- 比亚瓦技术与人
文科学大学、匈牙利塞格德大学、蒂罗尔
Pedagogische Hochschule以及奥地利
因斯布鲁克大学的管理中心和大学产业互
动网络。

罗兹大学Henryka Bochniarz
博士讨论2019经济挑战
2019-01-15
2019年1月17日罗兹大学经济与社会学系
Henryka Bochniarz博士将进行题为“新
的全球秩序还是新的全球秩序？”的公开
讲座。 Henryka Bochniarz博士将在讲座
期间讨论以下问题： 2019年有哪些挑战
等待我们？ 经过多年的经济增长，2019
年世界正在等待放缓。这将如何影响欧盟
和波兰的经济状况？ 在欧洲经济面前出现
了一个战略问题：如何在新的全球经济秩
序中找到一席之地？ 欧洲的相对经济稳定
和和平不足以使欧盟在全球混乱中获得稳
固的地位。 Henryka Bochniarz是经济学
博士。她是Confederation Lewiatan的
创始人和总裁，以及欧盟最大的雇主组织
BUSINESSEUROPE的副总裁。

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双学位
研究
2019-01-15
位于奥尔什丁的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动
物生物工程系自2019/2020学年开始与
Cedrob股份公司Capital Group合作开
展双学位研究。 Cedrob是波兰主要的禽
肉产品生产商之一。拥有超过7000名员
工，员工每日用20个小时加工45万件家禽
肉。其大多数高管都是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
学毕业生。 将有12人参加自新学年以来推
出的双学位课程。大学已经签署了关于畜
牧业方向的意向书，目前正在开展教育方
案的工作。

国家学术交流中心成为美国国
际教育者协会合作伙伴
2019-01-15
国家学术交流局成为美国国际教育者协会
实施的海外一代留学项目的合作伙伴。 通
过合作，波兰机构的活动将有助于增加波
兰大学的美国学生人数，并将加强促进波
兰高等教育在美国的提供。 国家学术交流
局代表波兰参与海外研究，来自世界各地
的20多个著名机构也参与项目中包括：新
西兰教育，挪威国际教育合作中心，瑞典
研究所和英国文化协会。 国际教育学院自
1919年开始运作，在全球拥有19个办事处
和分支机构，拥有1,200多个成员机构。

波兰与葡萄牙研究人员将检查
室内空气质量
2019-01-16
波兰与葡萄牙科学家将共同开展“室内空
气质量和公共卫生：空调系统污染霉菌和
真菌毒素对健康的影响”项目。 项目作为
波兰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科学家双边交
流计划的一部分得到了国家学术交流中心
的资助。 波兰方面的协调员是来自比得哥
什大学自然科学学院实验生物学研究所生
理学和毒理学系的Magdalena Twarużek
教授。葡萄牙方面由来自里斯本国立公共
卫生学院的研究中心和公共卫生的Susana 
Viegas博士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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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工业大学第十一届运
输日
2019-01-16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科学物
流学会TiLOG的学生将于2019年1月17日
至18日组织国际科学研讨会第十一届运输
日。 活动旨在与学术环境，TFL行业的公
司以及来自波兰和国外其他大学的学生交
流知识和经验。 会议将由三个小组组成：
后勤，铁路和航空。与会者将讨论以下问
题： 智能运输系统；控制和优化物流和运
输过程的计算机工具； 与其他运输方式
的铁路一体化发展方向； 波兰和欧洲的
航空运输市场； 航空旅行数字化。 更多
信息： https://www.facebook.com/
events/199192580978120/

罗兹建立国际人工智能网络通
信研究中心
2019-01-16
罗兹大学管理学院建立了国际人工智能和
网络通信研究中心。 中心的主要目标是
在专家的参与下开展和传播科学研究、组
织会议、研讨会出版专著、科学文章和分
析，为研究基础设施的研究和开发筹集资
金，促进国际专家的开放合作。 研究人
工智能和网络通信研究中心负责人Artur 
Modliński博士说道：“罗兹大学管理学院
中心的建立是对企业和学生需求的回应。
越来越多的公司决定在他们的活动中使用
人工智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竞争优势，
这增加了对具有商业知识的学生的需求，
他们了解这种新技术的方法和潜力。”

学术军团计划
2019-01-16
学术军团计划将截止至1月25，来自公立
和非公立大学的学生可以加入该计划。军
事教育包括培训的两个部分：理论和军事
实践演习。 2018年12月21日，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长与国防部长签署了关于实施学
生军事教育计划的协议。在此基础上作为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学术军团的一部
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将委托实施军事
教育计划的理论部分。 参加计划的申请由

校长或其授权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校长
授予的授权包含在申请中）在2019年1月
25日之前代表大学提交。

热舒夫科技大学纪念国际天文
学联合会100周年
2019-01-16
热舒夫科技大学学生自治与学生志愿者合
作组织“通过仰望星星扩大视野”的活
动。活动将于2019年1月18日在热舒夫科
技大学文化与科学中心举行。 活动旨在纪
念2019年国际天文学联盟成立100周年。
在活动期间，科学界和学生组织将展示他
们的活动。 作为热舒夫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的行动的一部分，将有一个讲座小组由邀
请的发言人领导，以促进波兰青年的天文
学学习水平。

“履行数据保护职能”会议
2019-01-16
SABI 数据保护监督员协会与华沙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共同邀请各位参加全国会议“执
行数据保护官职能的第一次经历”，会议
将于2019年1月24日在华沙理工大学主楼
举行。 会议期间华沙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院
长Janusz Zawiła-Niedźwiecki教授将发
表题为“第四次技术革命时代的数据保护
主管”的就职演讲。会议致力于完成数据
保护官员的任务 会议包括讲座，讲座和讨
论小组。 更多信息： http://sabi.org.pl/
dzien-IOD-2019.php

Leszek Balcerowicz将在什切
青大学开设讲座
2019-01-17
什切青大学和市民发展论坛邀请各位参
加Leszek Balcerowicz博士的公开讲座 
“Ustroje制度体系和波兰的生活条件“
，讲座将在经济科学与管理学院进行。 
Leszek Balcerowicz博士将概述政治制度
在为特定国家的人口经济发展和生活创造
条件方面的作用，因为国家管理制度对于
经济背景下的居民生活至关重要。他还将
提及注意公民权利，法治，经济自由和民
主机制在建立福祉方面的作用，因为所有

这些系统性变量都是相互依存和相同的。 
Leszek Balcerowicz博士是经济学专家，
波兰国家银行前总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波兰第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府的副总理兼财
政部长也是华沙中央商学院的教授。

波兹南与里斯本研究人员将进
行合作
2019-01-17
来自波兹南理工大学技术与化学工程研究
所的Karolina Wieszczycka团队在国家学
术交流中心和科学技术基金会（FCT）的
科学家双边交流竞赛中获得资金。 作为 “
从HF废物源中选择性分离贵金属离子的HF
系统中的新载体”项目的一部分，来自里
斯本的InstitutoSuperiorTécnico团队和波
兹南理工大学将合作寻找废旧电气和电子
设备以及二手车催化剂的湿法冶金回收的
新解决方案。 交流计划旨在支持研究人员
的流动以实施由波兰和葡萄牙的合作伙伴
共同商定和开展的研究项目。

热舒夫大学研究生课程：公共
行政形象与管理
2019-01-17
截止2019年1月底热舒夫大学研究生课
程“公共行政中的形象与管理”的招生公
交坐将。 这些研究由热舒夫大学政治学研
究所组织。 研究计划包括180小时的管理
实践练习和研讨会，塑造个人形象和组织
形象。 计划包括以下课程：组织领导力，
与员工相关的管理能力，电视演示中的研
讨会，公共员工标签，组织中的着装规范
和公开演讲研讨会。 更多信息： http://
www.politologia.ur.edu.pl/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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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 Calo教授将在AGH科
技大学举办研讨会
2019-01-17
2019年1月21日，来自澳大利亚珀斯科廷
大学的Victor Calo教授将在在克拉科夫
AGH科技大学信息中心举办一次关于等几
何分析的公开研讨会。 研讨会将介绍等几
何分析，其中也包括Victor Calo教授创建
的几何分析法。 等几何分析是一种对各种
工程问题进行有效和准确的数值模拟的方
法。 Victor Calo教授一位高度引用的科学
家（Highly Cited Researcher）。 他是
世界上1％被引用最多的IT科学家。 世界上
有95位这样的科学家，其中5位参与了等温
分析领域。

波兰激光自由电子构建
2019-01-17
国家同步辐射中心SOLARIS将参与波兰自
由电子激光的建设。 SOLARIS中心是使用
同步辐射进行的研究中心，研究将在雅盖
隆大学开展。 SOLARIS中心PolFEL项目的
合作伙伴之一，项目的领导者是Świerk国
家核研究中心。 自由电子激光器FEL除了
同步加速器之外，还是现代科学中使用的
技术最先进的研究设备。 PolFEL将允许开
发物理，化学，生物学，材料工程和其他
领域的基础和技术研究。

科沙林科技大学实施提高教育
质量和效果的综合计划
2019-01-17
科沙林科技大学正在实施一项综合活动计
划以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这是一个
巨大的多阶段和多方面的项目，旨在提高
大学教育的质量、有效性、可访问性并改
善整个机构的管理。 作为提高科沙林理工
大学教育课程质量和可及性的多年度项目
的一部分，大学将组织实施现代技术和组
织解决方案的公司的实习和学习访问，参
加由国外科学家举办的研讨会和介绍 大学
管理方式的变化。 来自科沙林科技大学的
500多名学生将参加为期4年的认证培训和
研讨班。 项目将持续到2022年8月底。

别尔斯克 -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
科学大学将电子机电学校合作
2019-01-18
别尔斯克-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科技大学与
电子机电学校签署了合作协议。 合作协
议由别尔斯克-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科学大
jarosław Janicki教授与电子机电学校校长
Jacek Zieliński共同签署。通过合作协议，
学生将有机会参加在教师实验室准备的教
学课程。 别尔斯克- 比亚瓦技术的高中学
生还可以参加由别尔斯克- 比亚瓦技术与人
文科技大学员工和学生组织的系列讲座，
会议和其他活动。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学生获
得首批学习补助金
2019-01-18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12名学生成为第
二届BEST Student GRANT竞赛的获奖者。
每位获奖者将得到5000兹罗提用于他们
的第一项研究。 获得补助金的是：Emilia 
Brzóska；Konrad Cegielnik；Kornelia 
Głowacka；Dominika Górko；Adam 
Kaczorowski；Karolina Król；Joanna 
Larysz；Natalia Pietras；Wojciech 
S ł a w n i k o w s k i ； H a n n a 
Szczepanek；Filip Wojnarowski和
OlgaŻyminkowska。 BEST Student 
GRANT奖学金是针对在预科考试中取得
最佳成绩的学生。获得的资助金可用于
参加与研究主题相关的研讨会和研讨会。 
更多信息：https://amu.edu.pl/dla-
mediow/komunikaty-prasowe/mlodzi-
badacze-uam-nagrodzeni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希维托赫
洛维采市签署了合作协议
2019-01-18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希维托赫洛维采市签
署了合作协议，合作将主要在教育，研究
和开发以及人力资源领域开展。大学还将
积极参与组织“希维托赫洛维采商业计
划”竞赛。 合作伙伴将进行合作在协议研
究和发展主题，提出和促进成就，改进教
育计划和使教育过程现代化的范围内计划

任命战略技术和组织解决方案专家。 希维
托赫洛维采市与大学将积极合作聘请理工
学院的毕业生，并组织学生实习和实习。
大学还决定参与刺激希维托赫洛维采市居
民开办和经营企业的活动。

格但斯克大学研究人员获得波兰
共和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奖提名
2019-01-18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社
会学和新闻学研究所的Alina Kietrys获得了
波兰共和国新闻工作者协会Bolesław Prus
奖终身成就奖的提名。 Bolesław Prus奖
多年来对于杰出记者颁发奖项，是波兰共
和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成员的最高荣誉。 来
自整个新闻界的记者，所有新闻协会和组
织的成员都有机会获得奖项。奖项分为两
个阶段：新闻业终身成就奖（“金色普鲁
士”）和35岁以下年轻记者奖（“绿色普
鲁士”）奖。

Jan Długosz人文与自然科学
大学将开展两个研究项目
2019-01-18
琴斯托霍瓦Jan Długosz人文与自然科学
大学从国家科学中心获得资金，用于实施
两个研究项目。 第一个项目为“吸附床
改性建筑中吸附过程强化方法研究”，
获得了来自OPUS的超过83万兹罗提的资
金，项目负责人是来自数学和自然科学系
的Jarosław Marek Krzywański博士。 第
二个项目是“用于太阳能电池的黄铜矿半
导体物理性质的理论研究“，获得了来自
PRNUDIUM竞赛的136000兹罗提资金，项
目负责人是来自数学和自然科学学院的博
士生Myron Rudy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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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第二十五届 “教
堂婚礼的过程”神学会议
2019-01-18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神学系邀请各位于1
月24日参加第二十五届神学会议，会议的
主题是“教堂婚礼的过程”。会议包括海
报展览，介绍性表演和教会法领域的公开
讲座。 卡托维兹大都会法院和牧师的副议
长Fr. Mariusz Auguścik博士与格利维采主
教法院Rafał Dappa博士将作为会议嘉宾
出席。 会议期间将讨论以下问题：婚姻同
意的障碍和缺陷以及关系形式的信息及对
婚姻的规范描述。

奥利希尼察与弗罗茨瓦夫科技
大学合作
2019-01-18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为我们开设了与奥利
希尼察高中的合作，这是受到弗罗茨瓦夫
技术大学的赞助的六所高中之一。 合作的
主要目标是促进精确和技术科学，并帮助
培养学生的兴趣和激情。弗罗茨瓦夫科技
大学承诺为下西里西亚科学节项目的实施
提供支持，保证所有学生都能参与“人才
学习”计划，并向学生展示学生研究俱乐
部实施的项目。 合作计划还假设学生可以
参加大学开放日，在大学招聘期间通知科
学会议，研讨会，讲座和讲座以及支持和
服务。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项目在第三
届TANGO竞赛中获得资助
2019-01-21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电气，自动化，电子
和计算机科学以及环境和能源工程项目将
获得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和国家科学中心
的资助。 获得资助的项目是： 来自环境
工程和能源学院的Sławomir Dykas博士
的“在两级流动中测量流体参数的探测
器，主要是在湿蒸汽中”项目； 来自电气
部门的Paweł Karasiński教授的“在生物
医学应用的创新光子测量系统”项目； 来
自自动化，电子和计算机科学系Krzysztof 
Psiuk-Maksymowicz博士的“三维血管
网模型的应用”项目。 资金来自实际使用

TANGO基础研究成果的支持计划。共有
11个项目在竞赛中申请资助，其中6个项目
获得了资助。

利比亚科学家希望恢复格但斯
克科技大学与利比亚大学之间
的科学交流
2019-01-21
毕业于格但斯克科技大学Hakim S. 
Abdelgader 教授是利比亚的黎波里大学
的研究员，他希望能够恢复格但斯克大学
和利比亚大学之间的科学交流。 Hakim S. 
Abdelgader 教授说道： “利比亚教育
部已下令希望出国留学的学生只能在全球
三百所大学中的一所大学学习。部门准备
的名单包括华沙和克拉科夫的大学，但我
不理解为什么没有格但斯克科技大学。” 
Hakim S. Abdelgader 教授于2007年应
当时黎波里大学校长的要求，签署了该大
学与科技大学之间的合作协议，并希望在
他所在大学的现任校长和教育部的参与下
进行更新。 更多信息： https://pg.edu.
pl/aktualnosci/-/asset_publisher/
hWGncmoQv7K0/content/profesor-
z - l i b i i - r o z w i j a - w s p o l p r a c e - p g - z -
uczelniami-w-swoim-kraju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与下西里
西亚省成为战略伙伴
2019-01-21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与下西里西亚省政府
签署了战略协议。 文件由弗罗茨瓦夫科
技大学校长Cezary Madryas教授与和下
西里西亚省省长Cezary Przybylski共同签
署。合作将在以下领域展开：自治- 科学- 
创新- 商业。 合作将为下西里西亚省和大
学的可持续发展开展联合活动，通过转让
知识和提高地方政府雇员以及地方和区域
领导人的技能，支持地方政府的发展，并
启动下西里西亚发展的联合会议。 下西里
西亚省省长Cezary Przybylski说道：“我
们在财富方面是仅次于马佐夫舍省的第二
大省。如果不与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大学
合作，我们将无法取得这样的成功。“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wspieramy-nauke- i -
biznes-na-dolnym-slasku-11080.html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与大学临床
中心成为医学领袖
2019-01-21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与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临
床中心获得了2018年卫生保健医学领袖竞
赛的成功奖。大学因其丰富的教育和培训
活动而获奖，格但斯克医科大学被认为是
波兰最具创新性的医院。 比赛评审团赞
赏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在学术界的承诺和所
采取的举措。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在推广儿
童和成人健康，疾病预防和治疗方法知识
方面拥有多年经验。 格但斯克学生积极
参与慈善教育和教育计划，支持孤儿院，
寄养家庭和物质较低家庭中养育的儿童的
发展。作为肯尼亚心脏项目的一部分，他
们教会了肯尼亚如何正确地进行心电图测
试并解释其结果。 更多信息： https://
gumed.edu.pl/52795.html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将实施“
未来经济网络安全”项目
2019-01-21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获得了由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拨发的近2200万兹罗提用于试
试“未来经济网络安全”项目。下西里西
亚安全小组将参与其实施。 项目旨在提高
网络安全领域的教育质量，不仅包括学生
还包括研究和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计划
是推出新的和现代化的现有教育计划，以
及购买工具和软件。 电子部门电信和电信
信息部主任Tadeusz Więckowski教授说
道：“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半年实习也是
至关重要的。作为一所大学，我们有财务
资源来实施它们，我们现在必须找到可以
获得知识的公司。在这方面，我们依靠与
集群成员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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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大学支持残疾人论坛
2019-01-21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残疾学生办公室与
残疾学生协会“Ad Astra”邀请各位于2月
27日至28日参加残疾人大学全权代表大会
第四届论坛“支持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
创新解决方案”。 论坛旨在促进支持残疾
人领域的创新解决方案，传播知识并提高
对这些人在高等教育中运作的认识。 论坛
期间将讨论在大学为残疾人提供资金支持
的新现实，与专家组织支持的各个方面的
专家的研讨会，以及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的代表会面并且致力于“无障碍大学”
竞赛。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与
Sonalake公司签署合同
2019-01-22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将与爱尔兰公司
Sonalake合作。合作协议由副校长Marek 
Nawrock i，和Sonalake董事会成员
Sławomir Dębczyński共同签署，合作
将在信息化和与社会经济环境方面展开。 
Sławomir Dębczyński说道：“密茨凯维
奇大学是本地区最大的学术单位，由于就
业的动态增长和寻找IT专家的问题。由于
我们不能聘请具有丰富经验的训练有素的
员工，我们决定投资刚刚进入市场的年轻
人。我们的计划是向他们展示我们能够做
什么以及该如何做并以实用的方式转让技
术知识。” Sonalake是一家波兰- 爱尔兰
公司，为电信和软件开发服务提供先进的IT
系统。

托伦科学家获得国际化新星奖项
2019-01-22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物理天文学和应用信
息学院的Agata Karska博士成为由教育基
金会“Perspektywy”颁发的第二届环境
之星国际化之星的获奖者。 Agata Karska
博士获得了特殊的新星新星奖。奖项授予
不超过35岁的研究人员，研究人员未来将
在国家和国际方面作出科学贡献。 Agata 
Karska博士成功地将全球一级的科学研究
与院长全权代表的国际化功能结合起来，

并协调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大学研究和教育
国际化的项目。 更多信息： https://www.
umk.pl/wiadomosci/?id=25893

卡利什国家高等职业学院配备
新设备
2019-01-22
卡利什国家高等职业学院社会科学与人文
学院组织与交通管理实验室配备了一流的
专业软件摄像机。 卡利什大学的组织和交
通管理实验室还有一个用于驾驶员和无人
机的模拟器，通过它可以进行交通监督。
学生和讲师还可以使用11个计算机站，配
备专门的软件来分析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
科学与人文学院副院长Paweł Kamiński博
士说道：“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
它与专家法院专家和评估师在他们的工作
中使用的程序相同。内部安全学生有机会
获得实用技能。”

新松奇国立高等职业学院硕士
招生
2019-01-22
新松奇国家高等职业学院硕士招生正式开
始，研究将持续三个学期。已经结束本科
学习且获得工程师称谓的人士均可以报名
参加。 2018年12月学院获得了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长的同意，在信息技术领域开展了
具有实际概况的研究生学习课程。技术研
究所迄今已引入了许多新的专业，例如：
机电一体化系统、重建工程和IT系统编程。 
招生将持续至2019年2月14日。 更多信
息： http://www.pwsz-ns.edu.pl/it

Okta Chandra Aulia赢得了
最佳外国学生竞赛
2019-01-22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Okta Chandra Aulia
是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学生，她赢得了波
兰最佳外国学生竞赛中的硕士生奖。 Okta 
Chandra Aulia参与了气候和可持续发展
计划并与大学促进办公室合作，目前是华
沙生命科学大学的实习生。她是印度尼西
亚红十字会的成员，也是波兰印度尼西亚
学生协会的成员。 竞赛由Perpektywy教

育基金会组织，波兰学术学校校长会议主
席Jan Szmidt教授荣誉赞助。竞赛合作伙
伴为波兰学术学校校长会议、波兰共和国
学生议会和全国博士生代表。

罗兹科技学院与Apator集团合作
2019-01-22
罗兹科技大学和Apato集团签署了合作协
议，合作主要在以下领域展开：学生联合
教育、有效毕业生准备以适应不断变化的
市场的要求、相互交流知识，实施实施理
念和联合研发项目。 罗兹科技大学校长
Sławomir Wiak强调到：“合作协议的签
署是罗兹科技大学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主
要是大学与经济环境的合作。这是根据新
的“高等教育法案”评估大学活动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该法案转化为具体的财
政补贴。“ Apator集团由16个国内和国
外实体组成。Apator集团在市场上实施技
术先进的智能级产品和服务，以及用于能
源媒体分发网络的主动管理的系统。

国际维谢格拉德基金奖学金
2019-01-22
截止至2019年3月15日可以申请国际维谢
格拉德基金会为研究生和青年研究人员提
供的奖学金。 奖学金计划下将提供所有科
学学科包括1至4个学期的住宿费用。申请
奖学金没有年龄限制。 奖学金获得者可以
在中欧和东欧的大学和研究单位学习或进
行研究。补助金既针对学生又针对主办机
构，这是双方在选定中心候选人申请过程
中的便利。 国际维谢格拉德基金支持发
展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捷克共和国，波
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西巴尔干和东
方伙伴关系之间合作的财政项目。 更多信
息： https://www.visegradfu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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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学数据提供电子中心建立
2019-01-22
由波兰数字业务计划资助的“海洋数据提
供电子中心eCUDO.pl”项目已建立。 项
目主要产品是eCUDO.pl系统，系统包括
一个中央系统，用于外部机构元数据的搜
索和获取模块，以及联邦系统的集成。主
要目标是通过数字化获取海洋学领域的科
学资源，提高公共部门信息的数字可访问
性和实用性。 项目的主要合作伙伴是波兰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其参与成员包括：格
但斯克大学、格但斯克海事研究所、波兰
国家海洋渔业研究所、波兰国家地质研究
所、什切青大学、斯洛普斯克的波美拉尼
亚学院。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探索红外
线范围内新光源
2019-01-22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对中红外线新光源的
研究即将结束。这是一项非常先进的技
术，正在由世界上很少的科学中心进行测
试。 项目开发的红外光源工作波长范围
为2000至6000纳米。这些是人眼看不到
的范围。它们的主要优点是价格低廉，结
构简单，可靠性高，低温工作。 中红外
线广泛用于医学，也可以增加患者诊断方
法的可用性包括癌细胞的识别和分类。它
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气体检测方法，例如在
矿井中使用。 研究由Sławomir Sujecki
教授指导。该项目由欧洲委员会共同资助
和国家科学中心Polonez共同资助。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badania-nad-nowymi-
zrodlami-swiatla-11082.html

Shimon Redlich教授成为热舒
夫大学荣誉博士
2019-01-23
热舒夫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通知
道：“2019年1月28日星期一热舒夫大学
将授予来自以色列的Shimon Redlich教
授荣誉博士称号。” Shimon Redlich教
授于1935年出生于利沃夫，他在大屠杀中
幸存下来。并于1950年从波兰移民到以色

列。他曾在希伯来大学学习历史，在哈佛
大学学习苏维埃学，并获得了纽约大学的
博士学位。 Shimon Redlich教授在Ben-
Gurion大学讲学近四十年。2003年他正式
退休并担任当代欧洲历史和当代犹太历史
领域的名誉教授。多年来他一直在积极致
力于改善波兰- 犹太和乌克兰- 犹太人的关
系。

什切青海事大学建立制冷和空
调实验室
2019-01-23
什切青海事大学机械系海洋机械与设备系
成了制冷与空调实验室，工作室是在专有
员工项目的基础上创建的。 在实验室中研
究人员将专注于开发节能解决方案并且最
重要的是对环境安全。冷却装置对自然环
境产生巨大影响，科学家的任务是寻找能
够使效果尽可能小的解决方案。 什切青大
学的新单位配备了一个用于测试制冷自动
化站、一个带有热回收的通风装置的测试
台、一个用于填充和回收制冷剂的教学站
以及一个用于学生和官员干部的冷库。

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家与IBI 
Verde公司共同研发新的里程表
2019-01-23
西里西亚大学的科学家以及IBI Verde 有
限责任公司共同研发了一种新的里程表，
里程表将用于测量每日大气降水量的装
置。发明已经受到专利保护。 设备将记
录降雨，雪，冰雹，露水甚至雾的重量变
化，将测量信号传输到数据采集和处理模
块。因此记录大气降水的实际持续时间以
及它们积聚的收集系统重量的变化。 里
程表可以在各种降雨强度和风速下获得精
确的重量测量，其特点是空气动力学形状
和经济的测量系统。它的形状与世界气象
组织的建议相符，因此收集器碗周围的风
场不会出现误差。 更多信息： https://
w w w . u s . e d u . p l / i l e - w a z y - m g l a -
nowy-opadomierz-objety-ochrona-
patentowa

SENER集团将与华沙理工大学
合作
2019-01-23
华沙理工大学与SENER集团签署了合作协
议，协议是波兰太空战略实施的一部分。
合作假设提高了空间部门专家和联合科学
研究工作的能力。 SENER Polska首席执行
官Sergio Reguero说道：“SENER集团在
航天工业拥有超过50年的经验。我们的太
空工程师设计了超过275台设备。我们很高
兴能够与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分享我们的
知识，并促进年轻人在这个独特行业的职
业生涯。“ 华沙理工大学与SENER之间达
成的合同假设包括对课程和研究的咨询，
以便开始在航天领域工作做好最佳准备。
双方还将共同开展科学研究活动。

比得哥什科学家将设计滑雪跳台
2019-01-23
比 得 哥 什 技 术 与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与
Archigeum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根
据合作协议，比得哥什科学家们将加入
在扎科帕内建造一个滑雪跳台的项目。 
Archigeum建筑设计研讨会上诞生了建造
滑雪跳台的想法，项目已经获得了瑞士国
际滑雪联合会FIS的赞赏。 比得哥什大学的
科学家团队在Dariusz Skibicki教授的指导
下工作，他们那在计算机方法系中执行使
用有限元方法的结构强度计算并将模拟风
雪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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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乌姆学生代表将参加青少年
世界滑翔锦标赛
2019-01-23
来自海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校的Tomasz 
Hornik、Kinga Tchorz和Konrad Partyka
将代表波兰于7月参加在匈牙利举行的滑翔
世界青年锦标赛。 Kinga Tchorz在接受“
卢布林信使报”的采访时表示：“参加
世界锦标赛无疑是实现空中梦想的最好方
法，竞赛提供了许多可能性并为未来的职
业生涯打开了不止一扇门。” 目前约150
名未来飞行员在海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校
接受教育。去年年底大学从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获得了资金并且购买了三架新训练飞
机。目前学校的机队扩展到了10台飞机。

罗兹科技大学“Alchemium”
项目正式开始
2019-01-23
罗兹科技大学校长Sławomir Wiak教授
于 2 0 1 9 年 1 月 2 1 日 星 期 一 签 署 了 一 项 名
为“Alchemium”的第一阶段投资合同。 在
第一阶段将建立一个新的会议和教学中心，
中心包括演讲厅和500人的会议厅。第二阶段
的投资是建造一所新的实验室，并在科技大
学进行教学建设。整个投资价值1.13亿兹罗
提，其中9750万兹罗提来自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 Sławomir Wiak教授强调道：“新投资
是为了增加罗兹科技大学的发展潜力。”

弗罗茨瓦夫陆军学院与武装部
队训练中心合作
2019-01-23
弗罗茨瓦夫陆军学院与武装部队训练中心
签署了合作协议。合作将在发展科学技术
和专业教育方面展开，是改善波兰武装部
队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最佳途径。 双方宣布
在管理和质量科学，安全科学，土木工程
和运输以及开展研究等领域的组织和开展
科学和研究活动方面的教育，科学和环境
合作，以改善现有和寻求培训和使用领域
的新解决方案。武装部队。 合作将致力
于在新的培训解决方案领域开发概念和实
验，包括形式和方法的概念，以及培训命
令，工作人员和部队的规则和程序。

华沙大学的生物学家研发了新
的除草剂
2019-01-24
来自华沙大学的生物学家发现了化学结构
具有创新性，并且在控制杂草方面具有非
常高的效力。 发明的主要作者是华沙大
学生物学系的植物实验生物学和生物技术
研究所的Rafał Archacki博士和Paweł 
Siedlecki博士。在进行的研究项目中寻找
刺激植物生长和发育的蛋白质调节剂时偶
然发现了新物质。已经测试了几十种选定
的化合物。研究人员设法找到了几种有希
望的分子，这些分子将继续发挥作用。然
而一些测试物质与研究人员的期望相反，
不是刺激生长抑制它甚至破坏植物。 除草
剂经受了非常有希望的功效测试。现在研
究人员将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进行测试和
现场试验。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访问
华沙中央商学院
2019-01-24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于1月22日访问了华沙中央商学
院，这次访问是应华沙中央商学院院长
MarkRockie的邀请进行的。 大学表示非
常感谢副总理对于位于华沙Batory街道
的科学和教学建筑的赞助。大学获得了来
自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3000万兹罗提资
金。会见还涉及与实施新的高等教育和科
学法有关的当前问题。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说道：“华沙中央商学院期待着
作为“科学宪法”的基础的解决方案，近
30年来一直是波兰的领导者，提供解决
方案，保证提高学生和科学研究的教育水
平。我希望，形成年轻一代精英的完美精
神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应始终由华沙经济学
院指导。“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铁路交通工
程实验室
2019-01-24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正式启用铁路交通工程
实验室，实验室配备了克拉科夫大学创建
的铁路交通模拟器。 实验室由12个计算机
站组成。模拟系统的假设和功能类似于在
职人员的培训和职业发展过程中使用的模
拟器。 自2014年以来，克拉科夫科技大
学继续开展铁路交通工程实验室的准备工
作。项目由铁路运输办公室在去年的“铁
路运输安全文化”竞赛中颁发。

花旗银行与瓦尔米亚 - 马祖里
大学进行合作
2019-01-24
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经济科学
学院与花旗银行合作开展了双学位研究。
申请将持续至2019年2月1日。 奥尔什丁
大学与花旗银行的合作不仅仅在双学位研
究方面。多年来花旗银行与经济科学学院
一直在进行“银行学院”研究生学习和许
多联合研讨会。 目前，奥尔什丁大学在三
个学院进行双学位研究：食品科学学院与
Obram公司，以及经济科学和技术科学学
院与米其林集团。

什切青大学冬季观察鸟类活动
2019-01-24
什切青大学与波兰国家鸟类保护协会、生
物学系脊椎动物科学圈“Wąsatka”共同
邀请各位作为冬季鸟类保护的一部分参加
鸟类学步行活动。第一次活动将在1月25日
举行。 在活动期间将学习识别鸟类并发现
最容易观察的地方，参与者还将学习如何
在冬季正确帮助鸟类以及如何喂养它们。
今年的活动得到了金翅雀的赞助。 组织
者通知道：“在冬季鸟类活动期间将观察
到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冬季鸟类，即城市花
园和公园。大家可以自己参加或与行动指
南一起参加。活动时长至少一小时，并将
结果应用于OTOP网站上提供的电子观察
卡。许多组织课外活动的学校和学前教师
参加冬季鸟类活动。” 更多信息： http://
usz.edu.pl/zimowe-ptakoliczenie-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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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 “日本关于政治生活与国
家的关系”辩论会
2019-01-25
华沙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与华沙市公共图
书馆将于1月31日组织“日本：政治生活
与国家的关系”辩论会。 会议组织方通知
道：“东亚国家一直对西方人着迷。日本
成为亚洲第一个采用西方价值观的国家，
似乎是向西方展示其现代面貌的大师。现
代日本的生活怎么样？| 东海大学和香川
大学退休教授现任华沙大学客座教授Teruji 
Suzuki 教授、雅盖隆大学和SWPS大学的
讲师Bartosz Wojciechowski 博士、日本
学生和商业顾问Edyta Nowicka将出席会
议 会议主持人是SWPS大学亚洲研究系主
任Krzysztof Gawlikowski教授。

波兰为外国研究人员提供博士
后奖学金
2019-01-25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邀请外国研究人员在
波兰进行博士后学习并且根据Ulama计划
提供奖学金。 根据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
提供的信息，该奖学金计划面向至少博士
学位的公认和有前途的科学家的波兰大学
和科研单位。 奖学金为来自世界各地的
所有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资助，这将
建立或加深波兰和外国科学机构之间的联
系。 更多信息： https://nawa.gov.pl/
naukowcy/program-im-ulama

科沙林科技大学新表面工程研
究和实施中心
2019-01-25
科沙林科技大学成立了表面工程、工艺设
计和模拟以及振动声学研究和实施中心。
项目价值为335万兹罗提。 中心将改进和
扩大该大学在表面处理领域的研究和服
务，包括热处理，热化学，等离子和PVD
涂层（硬化剂的应用）。科技大学拥有
使用PVD涂层和基于碳的类金刚石涂层
的设备。 科沙林科技大学副院长Witold 
Gulbiński教授说道：“我们的行动是修改
工具表面以增加其耐用性。这可以通过等
离子氮化和抗磨损涂层的应用来实现。” 

配备耐磨涂层的工具通常可以延长其耐用
性，从而降低生产成本。科技大学实施了
几个此类研究和开发项目。

Invisibile学院正在寻找有天赋
的波兰学生
2019-01-25
由波兰天才学生和与他们合作的导师组成
的科学协会Invisibile学院招生工作将持续
至3月10日。招生计划旨在全面发展并帮
助年轻人有意识地创造科学事业。 本科学
习的二年级或三年级、研究生学习的一年
级或二年级、本硕连读的二年级至四年级
的大学学生均可以申请参加Invisibile学院
的学习。Invisibile学院的研究将持续三到
七年。 招生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候
选人提交的表格和科学性质的书面作品（
最多约3500字，波兰语或英语，或与协会
协商后的其他语言）进行评估。第二阶段
为面试。 更多信息： http://ci.edu.pl/
rekrutacja/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基辅国立
建筑大学合作
2019-01-25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基辅国立建筑与建筑
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合同将持续5年，在
教育、研究和管理领域展开合作。 合作包
括包括学术人员和学生的交流，学徒学习
的关心，广泛理解的教学和实施研究计划
领域的合作，以及对博士研究参与者的联
合科学关怀。 基辅大学的校长Volodymyr 
Tkachenko教授说道：“作为乌克兰方面
的代表，我很高兴有机会与波兰的一流技
术大学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建立合作关系。
我们的大学的特点是科学和教学活动非常
相似，这将进一步促进我们的合作。我将
支持发展协议中所写的所有合作方向。”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学生获得 
INTERSTUDENT竞赛
2019-01-25
来 自 格 但 斯 克 医 科 大 学 英 语 教 学 护 理
方向的Charles Woode赢得了著名的
INTERSUDENT比赛。 比赛面向在波兰大

学就读的外国人。奖项分为以下几类：
本科学习，硕士研究和博士研究。 其
他获奖者是：来自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
Okta Chandra Aulia（印度尼西亚，硕
士学位）、来自克拉科夫理工大学Svitlan 
Sovinska（乌克兰国籍，博士研究）、 来
自卢布林科技大学的Danylo Funtovoi  （
乌克兰国籍）、来自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
Lisa Aditya（印度尼西亚国籍）。

凯尔采科技大学获得1200万兹
罗提用于区域卓越计划
2019-01-25
凯尔采科技大学获得1200万兹罗提用于
支持科学研究和制定长期发展战略。根据
区域卓越计划计划，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拨
发的资金将用于发展两个学科的研究潜
力：“环境工程”和“建筑”。 项目旨
在提高科学研究和开发工作的水平、提高
研究在国际科学界的重要性、增加科学研
究对各区域社会经济环境运作的影响并支
持旨在提高教育质量的现代教学方法的研
究。 凯尔采科技大学将在未来4年内实施
项目。

波兹南体育学院会议
2019-01-25
波兹南体育学院舞蹈与体操系、学生科学学
会、波兹南体育学院舞蹈实验室共同邀请
各位参加2月14日和15日的国际科学会议“
舞蹈联系”。 组织者通知道：“在波兰舞
蹈仍然被视为美学术语，我们忘记了它的
康复和治疗力量。受邀嘉宾将展示不同的
运动和舞蹈思维系统。” Frey Faust将出
席此次会议。Frey Faust是一位享誉全球的
舞蹈家和舞蹈指导，由于对解剖学，生物
力学和物理学的独立研究，他们为组织建
立了一种不断发展的教学方法，并对人类
运动研究的经验和科学成果进行了相互关
联。 会议面向与物理文化和健身相关的物
理治疗师，运动员，讲师，舞蹈家，教师和
培训师，。 更多信息： http://www.awf.
poznan.pl/pl/lista-aktualnosci/newsy-
2019/4023-o-ruchu-czlowieka-w-tancu-
i-miedzynarodowa-konferencja-w-awf-
poz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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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大学将推广中国语言
和文化
2019-01-28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与雅盖隆大学签署
了一项关于联合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合
作协议。 在会议期间两所大学的校长签署
了一项合作协议，为AGH学生和教职员工
开设汉语课程，作为AGH科技大学雅盖隆
大学孔子学院的一部分。 Piotr Małkowski
教授说：“我们第二年开办了一个孔子学
院项目。今年约有150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参
加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没有雅盖隆大学
孔子学院的帮助我们就无法为一半以上的
人提供学习汉语的可能性。合作协议不仅
为语言课程的组织开辟了新的机会，而且
为我们提供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和心态
的文化活动。AGH科技大学全权代表与中
国合作。”

斯武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学院将
与格但斯克环境保护区域管理
局合作
2019-01-28
斯武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学院将与格但斯
克的区域环境保护局合作。合作协议由
格但斯克环境保护区域主任Radosław 
Iwiński与波美拉尼亚学院校长Zbigniew 
Osadowski教授共同签署。 除协议各方承
诺联合组织活动、会议、保护环境和自然
的专家研讨会以及支持教育项目。协议还
规定了学生在RDO的实践规则。 协议双方
宣布在促进环境保护和自然知识领域的相
互支持，包括出版项目。并奖组织针对当
地社区的环境保护和自然领域的信息和普
及的联合组织讲座和研讨会。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举行“
加入北约20周年之际”会议
2019-01-28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邀请各位于3月11
日至12日参加国家科学大会“波兰在加
入北约20年后的国际关系”。 会议主题
包括：评估历史进程（波兰有可能加入北
约和欧洲联盟）、二十世纪波兰在中欧和

东欧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地位以及波兰
对当代欧洲危机的态度（包括乌克兰的冲
突，移民危机，英国脱欧）。 会议期间
将讨论波兰在国际组织和倡议中的活动，
如欧安组织，欧洲委员会，维谢格拉德集
团，魏玛三角和三联体以及波兰和其他国
家对相互关系的历史政策的影响，包括重
新解决赔偿和战争损害问题，可能还有
修改边界的问题。 更多信息： https://
www.ukw.edu.pl/strona/aktualnosci/
a k t u a l n o s c i / 3 7 9 4 2 / p o l s k a _ w _
stosunkach_miedzynarodowych_
dwadziescia_lat_po_przystapieniu_
do_nato

华沙大学国际学习与教学论坛
2019-01-28
华沙大学将于2月14日至15日举办专门
讨论学习和教学问题的论坛“迈向成功
学习：争议和共同点”。 活动由欧洲
大学协会组织，协会由来自48个国家的
800多所大学和全国校友会组成。华沙
大学隶属于该协会。 论坛期间将举行三
场会议。第一部分会议用于教学目的，
发言者将讨论在制定研究计划期间是否
考虑以下问题：学习批判性思维。第二
部分将涉及与学习和教学有关的欧洲政
策。第三部分将展示从科克大学和奥斯
陆大学到教育的两种不同方法。 更多信
息： https://www.eua.eu/events/24-
2019-european-learning-teaching-
forum.html?utm_source=social&utm_
m e d i u m = L i n k e d I n & u t m _
name=LinkedIn-social-02-10-2018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测量空气
质量
2019-01-28
弗 罗 茨 瓦 夫 科 技 大 学 推 出 了 一 个 传 感
器 网 络 用 于 评 估 校 园 内 的 空 气 质 量 。
弗 罗 茨 瓦 夫 科 技 大 学 的 员 工 和 学 生 以
及 弗 罗 茨 瓦 夫 的 居 民 均 可 以 使 用 仪 器
测 量 空 气 质 量 。 这 是 波 兰 唯 一 的 此 类
装置。 由科学家们研发的传感器测
量 网 络 目 前 由 1 8 个 传 感 器 组 成 ， 最 终
将 有 2 0 个 。 传 感 器 分 别 被 安 排 在 位 于

Grunwaldzkim、Długiej、Prusa、Na 
Grobl i街道的校园里和位于Witt iga街
道的学生宿舍。 传感器的主要任务是
测量浓度并分析所谓的污染物校园里的
烟雾，以及开发可靠地确定空气质量的
传 感 器 的 愿 望 。 在 测 试 期 间 ， 风 力 和
城 市 绿 化 方 向 的 影 响 集 中 在 一 个 小 区
域。 更多信息： http://pwr.edu.pl/
uczelnia/aktualnosci/badamy-jakosc-
powietrza-na-kampusie-politechniki-
wroclawskiej-11088.html

华沙理工大学在节能经济方面
的新解决方案
2019-01-28
华 沙 理 工 大 学 与 皮 亚 斯 特 市 及 T e r a z 
Energia公司签订了一项旨在开发和商业化
技术解决方案，以支持建设节能环保型经
济的三方合作协议。 合作方将共同实施能
效，分散式RES（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
等领域的项目。将使用该协议签署方的知
识，技术和资本潜力。大学将邀请科学家
和学生共同创造准备商业化的创新技术。 
Teraz Energia公司是华沙理工大学创新孵
化器的一部分，致力于智能能源网络，物
联网和虚拟发电厂领域的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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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环境生命科学大学
将建立营养教育中心
2019-01-28
弗 罗 茨 瓦 夫 环 境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与 德 国
协会Christlich-Soziales Bildungswerk 
Sachsen实施了“Euroregion Nysa可持
续发展营养教育网络”项目。为该项目的
一部分，将在Radomierz和Hoyerswerda
建 立 营 养 教 育 中 心 。 营 养 教 育 中 心 将
教会大家有助于促进健康、良好的饮食
习惯且不浪费食物。 项目旨在吸引该
地区居民对均衡营养的关注。将首先对
Euroregion Nisa的食品生产和处理领域
的知识进行统计调查。 测试结果将显示
在仍然可以食用时购买和丢弃的食物的类
型和数量。还将对饮食习惯进行分析，
以便评估有关食物营养和能量价值的知
识并能够识别选定家庭的消费者行为模
式。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
edu.pl/aktualnosci/48938/stacja_w_
r a d o m i e r z u _ b e d z i e _ c e n t r u m _
edukacyjnym.html  

红衣主教大学为外籍工作人员
组织课程
2019-01-28
华沙红衣主教大学外国人波兰语言文化学
院与马佐夫舍省地方政府教师培训中心为
外籍工作人员组织免费课程。 课程面向来
自波兰各地的非政府组织，教育工作者，
当地政府雇员和当地活动家的员工和同
事，他们在波兰工作或计划在处理多元文
化，融合和支持生活在波兰的外国人的机
构工作。 计划包括跨文化交流，在融入和
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的家庭支持，波兰
语作为外语教学的方法论和教学法的基础
知识，以及在当地社区设计与外国人有关
的活动和讲习班。

罗兹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工作
已经开始
2019-01-29
罗兹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工作已经正式开
始，截止至2019年2月4日可以提交26个
领域的入学申请文件，其中三个领域将用

英语授课。 在今年的招生工作证取证化
学是一项新的领域，课程将在化学学院进
行。这些研究为毕业生准备法医化学领域
的专业知识，法医学证据和技术分析。 罗
兹科技大学提供的另一个新颖之处是设计
领域的双学位研究。该领域的本科毕业生
可以继续他们在研究生课程，这是一项
全新的专业，即纺织产品结构。这些研究
将结合在公司时间中获取的知识。 更多
信息： https://rekrutacja.p.lodz.pl/pl/
lista-kierunkow

科学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讨
论Łukasiewicz研究网络
2019-01-29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
在接受法律日报的采访时表示：“我们希
望Łukasiewicz网络研究所专注于未分配给
大学的任务。为了向企业家提供知识和技
术，而不是只做教学和授予学位。” 副部
长强调道，这并不意味着Łukasiewicz不会
有博士生，也不会说那里没有学术生涯。
网络可以与波兰科学院的大学或研究所合
作。 网络的主要任务是独立实施对国家经
济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项目，支持研
究和开发工作成果的商业化，并协调以网
络为中心的研究所实施此类项目。

斯武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大学将
创建文明疾病研究中心
2019-01-29
斯武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大学将建立一个跨
学科的文明疾病研究中心，并且获得了来
自内政和行政部的170万兹罗提资金。 中
心是一个跨学科中心，允许实施基础和理
论研究，临床，流行病学以及心理学和文
明疾病社会学领域的主题。 中心将建立实
验室：临床，流行病学和统计分析; 研究文
明疾病过程中的代谢过程以及基础和实验
研究。

纪念卢布林地区的大屠杀
2019-01-29
截 止 至 2 0 1 9 年 2 月 1 日 在 卢 布 林 省 省 长
Jarosław Stawiarski的赞助下将首次举

办纪念卢布林地区大屠杀受害者国际纪
念日。 1月31日将举行主题为为“大屠
杀和大屠杀之后”的会议。与会者将参
加与大屠杀和波兰正义国家幸存者的会
晤，并听取卢布林天主教大学Tomasz 
Chojnacki的题为“犹太人在德国集中
营的命运”的讲座。 活动的参与者还
将参与放映由Andrzej Wolf执导的题
为“Irena Sendlerowa的故事”的电影
放映。电影放映后，将与电影导演和Irena 
Sendlerowa的女儿Janina Zgrzembska
举行会议。 更多信息： http://www.
ku l .p l / f i les/075/2019/programy/
program_miedzynarodowego_dzien_
pamieci_o_oiarach_holocaustu.pdf

科沙林科技大学 “EngiMath 
数学在线教育模式”国际项目
2019-01-29
科沙林科技大学将开发和实施现代数学教
学方法，“EngiMath教育中的数学在线
模型”项目由欧盟根据Erasmus +计划资
助。 除了科沙林科技大学以外，其他项
目参加方有： 爱沙尼亚Tallinna Tehnika 
kãrgkool大学（作为项目协调方）、爱尔
兰莱特肯尼理工学院、葡萄牙Politcnico 
do Porto、西班牙Universidad Del Pais 
Vasco / Euskal Herriko Unibersitatea和
罗马尼亚Universitatea Tehnică克卢日纳
波卡。 项目旨在开发和实施创新，使用各
种信息技术和通信手段更新工程研究学生
的数学教学模式。实施项目的大学将为一
年级学生设计和开发数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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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大学将在哥伦比亚建立研
究站
2019-01-29
罗 兹 大 学 及 其 合 作 伙 伴 计 划 在 哥 伦 比
亚建立一个研究站。 “Hofmebsrella 
b i g l o b u l o s a ” 、 “ M y o x a n t h u s 
ortizianus”和“Hirtzia barrerana”是
MartaKolanowska博士发现的十多种
前所未知的兰花种类中的少数名称。来
自罗兹大学生物与环境保护系的Marta 
Kolanowska博士正在哥伦比亚南部的
Sibundoy山谷工作。 在普图马约河和
旧金山河流的山谷中，来自罗兹的科学
家与他们合作的当地人发现了数十种开
花的兰花，其中包括“Cryptocentrum 
l e h m a n n i i ” 和 “ T r i g o n o c h i l u m 
porrigens”。 “Biodiversitatis”基金会
是一个支持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罗兹大学生
物与环境保护学院的非营利组织，宣布将
在Sibundoy山谷建立一个研究站。项目的
合作伙伴是捷克全球变化研究所。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人权与
民主化领域课程
2019-01-29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与波兹南人权中心
共同组织了波兰人权与民主化领域的欧
洲硕士课程。 E.MA是一个独特的硕士课
程，学生有机会进行人权理论和实践的学
习。该方案已在威尼斯和41个欧洲联盟大
学以及实地考察期间进行了20多年。 在第
一学期结束后，课程参与者将换到欧洲的
另一所大学，在那里他们准备一份毕业论
文。E.MA研究由9所大学联合颁发的独特
的欧洲人权与民主硕士学位。最优秀的毕
业生可以依靠欧盟理事会代表处和欧洲委
员会在日内瓦和纽约的联合国办公室享有
声望的实习机会。

人文科学领域博士论文竞赛
2019-01-29
截止至2月22日均可以申请参加人文学科
领域最有趣的以Alina Brodzka-Wald教
授命名的博士论文竞赛。竞赛由波兰慈
善事业发展学院组织。 Alina Brodzka-

W a l d 教 授 是 最 知 名 的 波 兰 历 史 学 家 和
文学理论家之一。为了纪念她所做出的
贡献，特地以她的名成立了基金会。基
金 追 求 科 学 ， 教 育 ， 文 化 ， 医 疗 保 健
和 社 会 援 助 等 领 域 的 目 标 。 在 过 去 六
年中基金一直在组织论文竞赛。 竞赛
评 委 会 由 著 名 的 人 文 社 区 代 表 组 成 ： 
Maryla Hopinger-Amsterdamska教
授、Grażyna Borkowska教授、Jan 
Kordys教授、Marek Zaleski教授和
来自波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Tomasz 
Żukowski博士。 更多信息： http://www.
funduszewieczyste.pl/pl/modele-
funduszy-wieczystych/item/7-fundusz-
im-prof-aliny-brodzkiej-wald

绿山城大学的一名研究员被任
命为生物学外部考官
2019-01-29
来自绿山城大学生物科学学院的Leszek 
Jerzak教授被爱尔兰国立大学、都柏林爱
尔兰皇家外科医学院和巴林RCSI和马来西
亚槟城RUMC任命为医学大学生物学外部
考官。 外部考官在英国教育系统国家的考
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求考试委员会中
至少有一名成员来自与颁发文凭的大学不
同的大学。 它是高等教育中最古老的质
量控制系统之一。如果内部考官对考试的
评估存在差异，则决定性投票属于外部考
官。 这项工作涉及医学领域生物学考试的
分析和质量控制。 分析受制于测试内容与
课堂和控制或测试期间传授的知识的一致
性对于学生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西里西亚大学硕士课程招生
2019-01-30
截止至2月15日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举
办第二届两学期跨学科区域知识研究生课
程。这些研究针对的是对西里西亚省特别
感兴趣的人士。 毕业生将具备使用有效和
有吸引力的方法和教育形式的能力。他们
将在学术课程和实地活动中学习这一点。
研究计划包括在西里西亚的重要地方举办
的研讨会。学生将在那里进行练习并使用
这些练习与学生一起工作，并直接与那些
了解该地区知识的人会面。 毕业生将完全

准备好扮演区域教育领导者的角色（创建
与西里西亚知识相关的原始区域课程，区
域课程和其他形式的教育）。

2020大学创新学院
2019-01-30
在波兰校长基金会和波兰学术学校校长会
议的赞助下，2020大学创新学院的活动
将于2月15日在华沙举行。 “PCG学术
委员会主席、活动的组织者之一的Łukasz 
Sułkowski教授说道：“科学宪法”赋予
大学在大学提供的战略建模，组织结构
或教育计划过程中的巨大自主权。明智
地使用欧盟资金可以成为法案2.0允许的
变革的驱动力。“ 组织者还包括来自波
兰与全球IT解决方案市场的公司：Blac
kboard、Microsoft、Inspera、Think 
Beyond、Nededat.io和3strona.pl。 参
加活动不需要额外付费。 活动登记表可在
以下网址获得： www.AI2020.pl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电信系
新建筑开幕式
2019-01-30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企业家和技术部长Jadwiga 
Emilewicz，小波兰省省长Piotr Ćwik和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当局参加了克拉科
夫大学计算机科学，电子和电信学院新大
楼的开幕式。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在
开幕仪式上说道：“在技术进步紧张的时
代，信息通信技术，电信或网络安全领域
的专业教育是我们应该采取决定性重点的
领域之一。在这些地方决定了波兰经济的
未来。” 新大楼将推出以下实验室：超快
速计算机网络，LTE 4G / 5G蜂窝系统和无
线ICT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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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组织养蜂
课程
2019-01-30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组织了养蜂课程并且
要求所有想要了解蜜蜂生物学和养蜂场基
本原则的人士参加课程。参加该课程的条
件是18岁并且没有任何针对蜜蜂方面的
疾病。 该课程将于3月开课，适用于刚刚
开始第一个养蜂场的人和计划照顾蜜蜂的
人士。课程将在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的所
有权育种部（理论部分）和波兹南附近的
Swadzim野外站的养蜂场举行（实践部
分）。 讲座主题包括：蜜蜂和蜂群的生物
学; 养蜂经济; 蜜蜂病虫害和养蜂植物学的
基础知识。实用课程将包括家庭评论，准
备家庭生产蜂蜜和蜂蜜收获。

绿山城大学开设
Monoproilowe护理医学模拟
中心
2019-01-30
绿山城大学大学开设了Monoprofil护理医
学模拟中心。中心是在2014  -  2020年业务
计划知识教育发展项下实施的，项目由欧
盟资金共同资助。 中心包括：高保真护理
室，两个欧安组织（欧安组织）检查室，
两个技术技能讲习班，基础和高级复苏程
序（ALS和BLS）领域的模拟大厅，护理技
能室和房间行政人员。 绿山城大学中心的
课程将在本学年的夏季学期开始，即2月1
日。

Juliusz Chrościcki教授将在在弗
罗茨瓦夫大学博物馆开设讲座
2019-01-30
弗罗茨瓦夫大学博物馆邀请各位于2月1
日参加Juliusz Chrościcki教授的公开讲
座“Jan Vermeer van Delft的来信”
。Juliusz Chrościcki教授是波兰历史上最
伟大的现代艺术史家之一，也是权力图像
学领域的专家。 讲座将专门介绍历史上最
著名的画家之一Jan Vermeer van Delft
的作品。这位荷兰艺术家被认为是流派场
景的大师，特别是女性日常活动的场景。 

Juliusz Chrościcki教授自从他的职业生涯
开始以来一直在华沙大学工作，他曾担任
副院长和历史系主任。同时也是巴黎索邦
大学波兰中心的主任。他是“Barok历史- 
文学- 艺术”的共同创作者和主编。他是许
多关于现代欧洲艺术和文化历史的科学出
版物的作者。

华沙拉扎尔斯基大学Blockchain
技术中心寻找实习生
2019-01-30
Blockchain是一种不能被伪造的分布式
数据库的现代技术。它可以抵御网络攻击
因为它的安全性是通过密码学来确保的。
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为商业目的制定共同
的区块链标准的联盟正在快速形成。 加
密货币是该技术的可能应用之一，尽管资
本化存在显著波动，但它们正变得越来
越受欢迎。在国际层面对这一发展领域的
监管也存在新的法律挑战。 对实习感兴
趣的人士可以通过以下电子邮件方式联
系： blockchain@lazarski.edu.pl

波兰政府通过了关于支持波兰
科学基金科学活动的法律草案
2019-01-31
波 兰 政 府 通 过 了 科 学 和 高 等 教 育 部 长
Jarosław Gowina提交的关于支持波兰科
学基金科学活动的法律草案。 法案将为研
究和开发工作及其商业化提供资金的新机
制。 基金旨在支持创建虚拟研究机构，提
供稳定的公共资金，使其能够在5到10年
的时间内在选定的科学领域取得特定的效
果。 总理Mateusz Morawiecki说道：“
波兰科学基金项目的采用是丰富波兰科学
和波兰经济的重要里程碑。” 科学副部长
Piotr Müller强调道：“创建虚拟研究机构
对于波兰杰出的科学家来说是一个机会，
这些科学家从事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我
们将为研究拨发近5亿兹罗提的资金。“

“融入多元文化的社会和教育
环境”会议
2019-01-31
西里西亚大学邀请各位参加“融入多元文
化社会和教育环境”会议，会议将于2019
年3月26日在切申民族学和教育科学系举
行。会议是“致力于当地环境中的个人，
团体和社区”系列的延续会议，主要致力
于社会教育学的选定领域 。 会议主题为： 
多维集成流程; 包容的社会政策; 诊断和设
计包容过程质量变化的活动; 学校融合环
境; 教育实体整合行为的决定因素与理论实
践的整合。 会议共同组织方是：欧洲教育
学院研究所和俄斯特拉发大学哲学系、支
持跨文化教育协会和波兰教育学会。

华沙科技大学的学生改变了斯
塔拉霍维采
2019-01-31
华沙科技大学的大地测量和制图学生访问
了圣十字省斯塔拉霍维采市 访问应市政府
的邀请，也是多年来合作的结果。 在市政
办公室举办的定居点和市政设施变化研讨
会上介绍了项目。 斯塔拉霍维采市市长
Marek Materek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
强调，4年前提出的关于城市公园新发展的
学生项目正在实施中。今年华沙学生的提
案也将得到落实。

华沙中央商学院研究生课程获
得全球证书
2019-01-31
华沙中央商学院的两个研究生课程已成功
通过认证，并为学生提供商业分析领域的
全球商业分析课程。 “商业统计分析和
数据挖掘”和“SAS，R＆Python分析学
院”研究的毕业生以及毕业证书获得了
SAS Institute本地和全球证书。 根据世界
商业分析的最新挑战，标准和要求的需
要，授予经济分析委员会两个研究生课程
的全球证书是对课程报价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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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切青工业4.0会议
2019-01-31
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理工大学区域创新与
技术转移中心邀请各位于2月12日参加在
什切青举办的第一届工业4.0中小型企业会
议。 会议面向制造业，物流业及相关行业
中小企业的所有者，经理和管理人员。其
目的是让企业家熟悉在公司数字化，IT，
机器人和自动化领域引入解决方案的可能
性，进入工业4.0时代 活动计划包括来自
波兰和德国的管理人员的演讲以及专家讨
论小组。会议是可以与已经在公司中实施
技术4.0的潜在合作伙伴交流经验的非常好
的机会。

安哥拉代表团访问克拉科夫农
业大学
2019-01-31
由安哥拉共和国驻华沙大使Domingos 
Culolo领导的安哥拉代表团访问了克拉科
夫农业大学。 访问的主题是扩大克拉科夫
农业大学与安哥拉大学之间的研究和教学
合作的可能性。 迄今为止的合作主要基于
与大学的Kimpa Vita（UniKiVi）大学的
联系以及大学间的学术交流。 根据克拉科
夫农业大学提供的信息，迄今为止积极的
合作经验为农业大学与安哥拉其他公立大
学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快速和密集发展的机
会。

雅盖隆大学将成
立“Bangabandhu”孟加拉
国研究中心
2019-01-31
雅盖隆大学校长 Wojciech Nowak教授与孟
加拉国人民共和国驻波兰大使Muhammad 
Mahfuzur Rahman签署了合作协议，根
据合作协议将在雅盖隆大学建立孟加拉国
班加罗尔研究中心“Bangabandhu”。 
中心的任务是发起支持和发展孟加拉国研
究领域的教育和研究活动。 它将成为欧洲
第一个这种类型的单位。 孟加拉国研究中
心“Bangabandhu”将在雅盖隆大学国
际和政治研究学院的中东和远东研究所成
立。

国家核研究中心与东京大学签
署合作协议
2019-02-01
东京大学工程学院院长Tatsuya Okubo教
授与波兰国家核研究中心（NCBJ）主任
Krzysztof Kurek教授签署了合作协议。 合
作协议时间为五年，协议规定了科学家，
学生和行政人员的交流，进行联合研究，
组织讲座和座谈会，以及交流科学信息。 
波兰国家核研究中心致力于与欧洲，美洲
和亚洲的所有主要研究机构建立科学联
系。  波兰国家核研究中心主任Krzysztof 
Kurek说道：“我们希望利用日本的经验教
育我们的博士生。我们还打算进行联合研
究等。使用日本的基础设施以及在波兰国
家核研究中心运营的玛丽亚研究反应堆提
供的独特机会。”

热舒夫科技大学将创建飞机机
械课程
2019-02-01
热舒夫科技大学与区政府签署了合作协
议，将在热舒夫科技大学Łańcut地区的分
校课程中创建飞机机械课程并且招聘航空
技师课程和航空电子技师。 位于Łańcut
地区的热舒夫科技大学同时也与EME Areo
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 EME Areo公司是
航空业巨头，是德国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
司和MTU航空发动机公司的合资企业，正
在热舒夫附近的Jasionka地区建造一座工
厂。工厂将维修最新一代的飞机发动机。
工厂将创造一千多个工作岗位，其中一半
的工作岗位飞机机械师。公司将帮助开设
新课程的培训课程，并在实习和实习方面
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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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盖隆大学成立理事会
2019-02-01
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成了第一个大学理
事会，任期将持续到明年年底。理事会由
七个人组成。“科学宪法”于2018年10
月1日生效，规定公立大学须设立此类机
构。 根据“科学宪法”的规定，雅盖隆大
学参议院任命了第一个大学理事会，其中
包括：Grażyna Stochel教授、Dorota 
Szumska博士、Jerzy Wordliczek教
授、Mikołaj Budzanowski博士、Jacek 
Purchla教授、Zbigniew Inglot博士和
Jakub Bakonyi。 由七人组成的大学理事
会将对雅盖隆大学新规约草案发表意见，
在2020年举行的选举中选择校长的候选
人，并将同意雅盖隆大学某些固定资产的
处置或抵押。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启动跨学科
纳米技术课程
2019-02-01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启动了由大学七个学院
实施的纳米技术跨学科领域的研究生课
程。课程将在夏季学期进行，设计模式为
个人学术关怀。 学生将获得物理，化学，
材料工程，设计，结构的新的跨学科知识
和工程材料的性能，并与使用用于在纳米
技术的现象和过程的数值模拟现代化的计
算机工具的能力相结合的生产技术。 毕业
生将可以在高科技产业公司工作，工作领
域涉及到电子，光电子，光学，光子学，
医学，制药，环保，汽车工业，航空航
天，机械，纺织服装，化妆品，农业和食
品工业的现代技术行业。

绿山城大学研究员成为欧洲委
员会专家
2019-02-01
绿山城大学法律和行政系科学和质量教育
副院长Piiel Mysiak博士成为欧洲委员会
（EACEA）教育，文化和视听部门执行机
构的专家。 EACEA管理指定的财务资源，
用于教育、文化、音像领域、体育或公民
活动。其使命是支持欧盟委员会在这些领
域实施和运行项目和资金。 机构最知名的

活动之一是Erasmus+促进高等教育国际交
流的计划。Piiel Mysiak博士作为专家将参
加为Erasmus +高等教育领域竞争能力建设
提交的项目的下一次评估会议。

奥波莱科技大学新电子显微镜
2019-02-01
奥波莱科技大学成立了专门的实验室材料
工程与能谱仪（EDS），能够在放大倍数
达30万倍的扫描电子显微镜JSM-840A系
统上。 新的显微镜与X射线EDS结合是一种
强大的工具，可以确定样品的元素组成。
其尺寸为几微米。创建地图中具有微米空
间分辨率的较大的样本区域元素的分布。 
用EDS系统扫描电子显微镜是用于表面，
地下区域和材料结构的特性的有用和日益
普遍的技术。可以在非常高的放大倍数下
观察样品。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颁发大学勋章
2019-02-01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通知道：“在2019年1月30日比
亚韦斯托克大学参议院会议期间，颁布了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勋章。” 获得比亚韦斯
托克大学的奖章的是Bazyli Poskrobko教
授。副校长Wojciech Śleszyński教授在颁
奖期间说道：“Bazyli Poskrobko教授是
一位杰出的波兰经济学家，也是环境经济
学领域的领先专家。他对80年代中期与他
有联系的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发展具有很大
的优势。” 获得“大学优秀员工”称号
的是： 来自物理学院Andrzej Branicki； 
来自生物学和化学系的Beata Izabella 
Godlewska-Żyłkiewicz教授； 来自法学
院的Dariusz Ryszard Kijowski教授； 来自
历史和社会学系的Józef Maroszek教授； 
来自语言学院的Bogusław Nowowiejski
教授； 来自行政管理的Regina Maria 
Sokołowska教授。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将与乌克兰
Ternopil Volodymyr Hnatiuk
国立师范大学合作
2019-02-04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将与乌克兰Ternopi l 
Volodymyr Hnatiuk国立师范大学合作。
合作协议规定了科学研究和教学合作，
并且是经济大学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 
协 议 由 卡 托 维 兹 经 济 大 学 校 长 R o b e r t 
Tomanek教授和Ternopil Volodymyr 
Hnatiuk国立师范大学校长Bogdan Buyak
共同签署。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未来卡托
维兹经济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将访问乌克
兰大学，在国际研究团队进行基础研究，
联合出版物和可能的项目实施。

绿山城大学将成立多轮廓医学
模拟中心
2019-02-04
绿山城大学将建立多轮廓医学模拟中心。
模拟中心于1月开始实施，于2023年中期
完成。 医学模拟中心确保了通信路线的保
留以及从院前护理到医院病房的方案的延
续。在医学模拟中心对于医学生将达到高
保真模拟器救护车医院急诊室病房，重症
监护，手术室，产房，基本和高级生命支
持模拟室和游乐厅手术。 项目的价值约
为1650万兹罗提，其中建筑部分预算约为
550万兹罗提。其余1100万兹罗提将用于
购买模拟器和医疗设备。医学模拟中心面
积为1135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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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 “幽默研究项
目”会议
2019-02-04
博士科学圈NEOlinguists、英语语言学
院、英文文化与文学研究所、罗曼语和翻
译研究以及西里西亚大学研究所邀请各位
于4月4-5日参加“幽默研究项目”会议。 
会议旨在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对幽默的看法
和交换意见，它的多学科性和普遍性，并
鼓励在语言，文化上的幽默进行的辩论和
研究。 会议的主题包括在文献和翻译幽
默的各种实施例、通过语言学的视角感知
到的幽默、幽默的文化、跨文化和多元文
化方面、媒体和视觉研究中的幽默例子、
幽默的教学法和幽默和笑声的认知和社会
交往的重要性作用。 更多信息： https://
annastwora92.wixsite.com/hrp2019

弗罗茨瓦夫大学研究员成为富
布赖特项目大使
2019-02-04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斯拉夫语言学研究所
的Mateusz Świetlicki博士成为富布赖特
项目的大使。他在2000多名选手中脱颖
而出。 富布赖特计划是美国最大的科学
和文化交流计划，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交
换项目之一。70多年来一直支持美国与
160多个国家之间在科学，文化以及人际
关系和机构间关系方面的合作。 Mateusz 
Świetlicki是弗罗茨瓦夫大学文学研究领域
的人文科学博士，他将组织弗罗茨瓦夫大
学和下西里西亚省及邻近省份的其他大学
的学术环境的信息会议。

第二届波兰回归计划项目工作
已经开始
2019-02-04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已开始了第二届波兰回
归计划项目工作，计划面向在世界各地大
学工作的波兰研究人员。其目的是鼓励
在国外研究中心取得科学和教学成功的
本土科学家的回归。 国家学术交流局强
调道：“波兰回归计划是居住在国外研究
中心的波兰科学家的唯一补助金，这使得
有机会返回波兰，以创建自己的项目组并

进行研究，同时考虑到世界级的财务状
况。” 2018年在第一届计划中共有22个
项目得到了资助。 更多信息： https://
nawa.gov.pl/naukowcy/polsk ie-
powroty/ogloszenie

罗兹科技大学与生物技术公司
Bio-Gen合作
2019-02-04
波兰领先的生物技术公司之一Bio-Gen与
罗兹科技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 生物技术
和食品科学学院院长Maria Kozioł kiewicz
在签署协议的仪式上说道：“ 使用Bio-
Gen专家的知识和经验的能力对于科学和
教育项目来说非常重要。合作组织学生实
习，教育会议和联合研究和开发新技术的
前景也很重要。” Bio-Gen公司计划在
罗兹雇用数百名年轻的新员工。与罗兹科
技大学的合作是公司选择最佳候选人的机
会。

Cedrob公司资助华沙生命科
学大学
2019-02-04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研究人员完成了主题
为“开发鸟类养殖场的方法”的科学研
究。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生产工程学院的员
工在由Cedrob 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我
们支持发展”竞赛中获得了赞助资金。 项
目赞助资金用于购买研究设备，带设备的
马弗炉，带可更换基质的造粒机，烟气分
析仪和实验室秤。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分析
中心也得到了资助。 研究结果将在爱沙尼
亚塔尔图的2019年生物系统工程国际会议
上公布，并发表在农学研究期刊上。

AGH科技大学建造了“星球大
战”机器人
2019-02-04
来自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根据星球大
战传奇的最新部分制作了BB-8机器人的
克隆品。 Weronika Muszyńska是AGH
金属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的学生，她的作
品“BB-8移动机器人的构建和控制软件的
实现”克隆了星球大战的机器人。项目以

1：1的比例制作并使用3D打印技术制作
的零件。 Weronika Muszyńska制作的模
型可以移动，用户可以使用由构造函数编
写的专门编写的应用程序和软件来管理。 
BB-8的移动方式与电影原型相同。

西里西亚大学员工参与两项欧
洲流动计划
2019-02-05
西里西亚大学的员工将参加由欧洲高等教
育欧盟通信专业人员协会组织的两个流动
计划。 在“竞争校友会/校友关系办公室的
步骤和工具”项目中，来自国际学生招生
办公室的Giga Gogosashvili将参与与外
国毕业生的关系。项目的负责人是布尔诺
的布尔诺理工大学。 来自经济合作办公室
的Jacek Nowak负责处理大学和城市之间
的合作 - “大学和城市：如何真正从我们
的象牙塔下台并与公民接触”。项目负责
人是荷兰代尔夫特技术大学。 EUPRIO参
与了欧洲大学之间在传播和推广方面的合
作，以及大学新闻办公室，公共关系和营
销部门的合作。西里西亚大学自2017年起
成为EUPRIO的成员。

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
学公共场所音乐课程
2019-02-05
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学推出了一
个新的研究领域：公共场所音乐。招生工
作将于5月底举行。 课程提供专业：艺术
动画和舞台音乐：专业化舞台声乐。毕业
生将能够在文化机构中担任音乐活动经理
动画师的工作，如爱乐音乐会，音乐厅，
文化中心，音乐乐队和媒体。 学生将学习
演奏乐器，指挥，唱歌，听力训练，音乐
史并将获得以下领域的知识和技能：文化
机构的组织和管理;发起和组织举办音乐会
的文化活动;实施艺术项目;文化融资以及文
化产品的推广和营销。 更多信息： http://
www.ujd.edu.pl/news/view/muzyka-
w-przestrzeni-publicznej-juz-w-maju-
rusza-rekrutacja-na-nowy-kierunek-
studiow-i-stop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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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理工大学购买了普扎斯内
什的机场
2019-02-05
华沙理工大学从普扎斯内什县政府购买了
经济区的普扎斯内什机场。 华沙理工大学
希望在机场建立一个实验室，将在实验室
进行轻型航空和无人机领域的研究工作。 
华沙理工大学以250万兹罗提的价格收购了
机场，约占其市场价值的20％。 普扎斯内
什县长Krzysztof Bieńkowski接受7号电台
的采访时说道：“我们当地政府在购买机
场时给出了一定的优惠价格，这是政府对
于项目大力支持的表现。我们也非常希望
该项目能够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

监督高等教育和科学改革实施
情况小组
2019-02-05
根据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的条例，特地成
立了一个由12人组成的小组来监督高等教
育和科学改革的实施。 团队由12位杰出的
科学家和学术界的代表组成。  团队由波兰
科学基金会董事会主席、生物化学家和分
子生物学家Maciej Żylicz教授带领。 小组
的任务将包括分析与高等教育和科学系统
实体实施改革有关的活动的有效性; 制定实
施改革的良好做法提案，并向负责高等教
育和科学解决方案的部长或支持改革实施
的工具提出建议。

大波兰省概念革命性能力大学
2019-02-05
皮瓦研究所、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将举
办以提高大波兰北部的学生的能力水平
的“克鲁克” 概念革命大学竞争力项目。 
克鲁克项目是关于自然，人文和技术，这
惊人的世界一个教育项目。使用非标准和
非常明显的教学方法，从神经科学和社会
生物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得到的
教育自我积累经验的权力。培训周期将于4
月开始。 项目由欧盟计划共同资助。项目
将自然，社会和虚拟世界相结合。 更多信
息： http://krukuam.cba.pl/

奥波莱科技大学改善空气质量
国际项目
2019-02-05
奥波莱理工大学参加了由欧盟共同资助
的“在奥波莱省自治政府中实施空气质量
管理系统”项目。 项目协调员是省自治政
府，奥波莱地区和捷克地区的26个社区 - 
摩拉维亚 - 西里西亚和奥洛穆茨参加了该
项目。目的是在空气保护计划（POP）中
规定的纠正措施方面，提高各级公共行政
活动的能力并提高其质量。 项目旨在通过
在各级自治（公社，政府，部门）准备和
实施统一的信息系统来实现这一目标，该
系统支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实施并提高
公众对空气质量的认识。 整个项目预算为
280万欧元，其中55％的资金来自欧盟委
员会的LIFE计划。

华沙大学将研究太阳能转化燃
料
2019-02-06
SUNRISE联盟包括华沙大学、莱顿大学、
乌普萨拉大学、法国替代能源和原子能委
员会、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欧洲能源
研究协会和西门子公司组成。联盟已获得
欧盟委员会关于太阳能利用项目的资助。 
研究旨在将太阳能转化为燃料和其他高价
值化学产品。 研究人员打算成为基于化
石原料的能源替代品。 项目由“地平线
2020”计划资助。 科学联盟在未来和新兴
技术协调和支持行动竞赛中获得了100万欧
元的赞助资金。

AGH科技大学成立100周年
2019-02-06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在庆祝成立100周
年庆典之际，金属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学
院金属科学家科学圈工作的学生决定组
织乘坐Pogoria号船游览地中海的活动。 
“AGH 100周年”活动将于2019年2月16
日至23日举行。 在游览期间， AGH学生
事务校长Anna Siwik教授将主持在船上举
行一次名为“AGH 100周年：记忆难以忘
怀”会议。 两项活动都将成为教职员工以
及科学俱乐部前任和现任成员多代会议的

机会。 游轮也是AGH大学与Jubilee的非
常具有吸引力的推广形式。

罗兹大学合作协议
2019-02-06
罗兹科技大学校长Sławomir Wiak教授与
和罗兹医科大学的校长Radzisław Kordek
教授在EcoUMED计划下签署了合作意向
书。 项目旨在支持为罗兹大学的可持续发
展开展的支持生态活动。 签署双方表达了
对应用和跨学科性质的新的联合科学和研
究项目的兴趣，其中一个重要的合作领域
是50+社会的诊断和预防。 大学之间的合
作还将涉及医科大学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包括“智能建筑”概念的发展以及使用5G
技术的自主运输。

热舒夫大学博士学位
2019-02-06
热舒夫大学医学院和法律与行政学院已获
得授予博士学位的权利。 热舒夫大学发言
人Maciej Ulita博士强调道：“根据中央
学位和职称委员会的决定，热舒夫大学医
学院获得了授予医学和医学科学博士学位
的权利。 这是在热舒夫大学在医学方面的
又一大进步。” 中央委员会对于法律和行
政学院作出了同样的决定，法院和行政管
理学院有权授予法律科学学科社会科学博
士学位。

哥白尼大学出现在国际排名上
2019-02-06
哥白尼大学在国际上的排名进一步证明了
波兰大学在稳定的国际声誉的位置的新观
点。 在最新的排名中，哥白尼大学排名世
界大学第849名，是波兰最好的大学。 在
QS新兴欧洲和中亚排名中，哥白尼大学
排名第88位（一年前排名第107名）。排
名考虑到三个最负盛名的列表之一，其中
包括讲师和雇主的意见，出版物的引用以
及讲师和外国学生的百分比。 在一月份的
Webometrics排名中，哥白尼大学排名第
762名保持在波兰的第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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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扩展与
IBM的合作
2019-02-06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扩展与IBM的合作。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校长Andrzej Kaleta
教授与和波兰IBM全球服务交付中心总经
理Izabela Olszewska共同签署了工作合
同。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与IBM GDSC将
合作组织三个研究生课程：团队领导、项
目管理和网络安全管理。 合同有效期为
六年，将继续教育扩展到基础区域计划。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将有近两千人参加
PORTAL项目。

西里西亚大学实
施“ProspectUS”项目
2019-02-06
西里西亚大学开始实施“ProspectUS：
加强研究立场”项目。项目进行的分析将
成为数据的来源，以便制定长期大学发展
计划的目标和假设。 项目将由研究和教学
人员，行政和管理人员以及外部专家组成
的七个小组实施。项目将在“西里西亚研
究”的口号下实施，旨在加强大学的研究
潜力。 项目将分析该大学的现状：个别科
学学科领域的科学活动，研究合作的水平
和教育质量。作为开展活动的一部分，还
将进行环境分析，包括研究文明变化的趋
势，社会的风格和生活方式以及国家和国
际层面的政治条件的重要性。

波兰 - 法国科学年
2019-02-07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
与法国和FrédériqueVidal签署了关于组
织波兰 - 法国科学年的联合声明。 活动将
使波兰和法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
之间的合作得以深化和丰富。 活动将于
2019年3月在巴黎正式开幕，届时将举行
第一届波兰 - 法国大学校长和校长论坛，
并将于2019年12月在波兰结束。

密茨凯维奇大学学生获得论文
竞赛第二名
2019-02-07
波 兹 南 密 茨 凯 维 奇 大 学 汉 学 系 学 生
Joanna Nowotna在波兰中国商业理事会
组织的毕业论文竞赛中获得了第二名。 她
的毕业论文“中国电子支付：历史背景，
现状和发展前景”获得了在中国银行波兰
分行实习的机会。Joanna Nowotna将继
续攻读硕士学位同时也将在华沙大学学习
中国法律与经济的研究生课程。 竞赛组织
方是波兰中国商业理事会、中国银行、波
兰汇丰银行和海通银行。比赛在企业和技
术部，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以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波兰大使馆的赞助下举行。竞赛这
在为波兰和中国之间的商业合作培养未来
的领导者和专家。  

Civitas学院关于打击资助恐怖
主义研讨会
2019-02-07
华 沙 的 C i v i t a s 学 院 恐 怖 主 义 研 究 中 心
和 历 史 会 议 室 邀 请 各 位 参 加 致 力 于 打
击资助恐怖主义的研讨会。 研讨会将
作 为 跨 学 科 周 期 “ 恐 怖 主 义 问 题 ” 的
一部分于2月15日举行，会议旨在将反
恐斗争的历史放在首位。 会议是讨论
中心是恐怖主义的历史以及二十世纪的
恐怖主义斗争。 反恐战略领域、打击
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专家 Wojciech 
Filipkowski博士Wojciech Szewko博士和
Krzysztof Liedel博士将参加会议。 更多
信息： https://www.facebook.com/
events/537789936723823/

琴斯托霍瓦Jan Długosz大学
新课程：食品安全
2019-02-07
琴斯托霍瓦Jan Długosz人文与自然科学
学院将在研究生领域推出新的食品安全和
质量课程。 课程包括商品科学和食品技
术、食品危害、食品生产厂运作的组织和
法律方面、食品安全系统、质量管理、食
品和营养质量、食品安全管理系统和食品
标准。 课程针对与食品生产，分配和控制

有关的单位的高等教育人员以及希望提高
其能力的高等教育人员的研究。课程的目
标是在食品安全和质量领域系统化和拓宽
知识。

华沙大学教学与学习协会论坛
2019-02-08
华沙大学下属的EUA欧洲大学协会将于
2019年2月14至15日组织关于学习和教学
的问题“迈向成功的学习：争论与共同
点”论坛。 欧洲大学协会是一个由来自
48个国家的800多所大学和全国校友会组
成的机构。超过250人将参加论坛，包括
副校长，院长，参与教学主题的研究人员
以及政治决策者和学生。 论坛将以三次
会议的形式进行，第一个次会议将针对教
学目的展开、第二个会议将涉及相关的
学习和教学问题、第三个会议将由克拉
科夫大学和奥斯陆大学展示两种不同的
教育方式。 更多信息：   https://www.
eua.eu/events.html?task=euaevents.
downloadDoc&id=1931  

卢布林玛丽·居里罗多夫斯卡
大学世界湿地日
2019-02-08
卢布林玛丽·居里罗多夫斯卡大学地球科
学与空间管理学院邀请各位于2019年2月8
日参加世界湿地日。 玛丽·居里罗多夫斯
卡大学新闻办公室的KatarzynaSkałecka
表示：”活动期间将举行一系列关于湿
地问题的开放式科普讲座和研讨会。 讨
论与湿地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问题，保护
以及湿地对气候的影响将引领该主题。活
动参与者有：学院的员工，学生和毕业生
以及受邀嘉宾：来自国家公园的Andrzej 
Różycki、来自区域生态中心的Barbara 
Grzebulska和来自卢布林景观公园团队的
Krzysztof Wojciecho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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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大学达尔文诞辰日
2019-02-08
弗罗茨瓦夫大学心理学研究所与波兰人类
科学进化学会邀请各位参加卡罗尔达尔文
诞辰之际的一系列科普活动。 心理学和生
物学的学生将举办关于生物学基础和心理
学生物学基础的研讨会。来自弗罗茨瓦夫9
所小学的500多名学生和学生将参加这些活
动。除其他外，他们将学习自然选择的工
作原理，情感的来源以及大脑的构建方式
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做。 在弗罗茨瓦夫大学
心理学研究所的大厅里为成年人准备了开
放式科普讲座。讲座的安排如下： 2月11
日：浪漫爱情的演变； 2月12日： 人性的
进化蜿蜒； 2月13日 ：猛犸象，恐龙和尼
安德特人的复兴、关于古代DNA。 每次讲
座后都会进行问答环节。

来自利沃夫理工学院的研究人
员访问了格利维采
2019-02-08
西里西亚工业大学接待了来自乌克兰利沃
夫技术大学的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 代表
团参观了机械工程，自动化，电子与计算
机科学，工程，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部。在
访问期间双方讨论了在特定院系开展的研
究和教学过程的讨论。 双方还讨论了与欧
盟和建筑给水系统的控制和可视化系统中
基于Matlab城市的理念经验的基础上在乌
克兰实施双重研究的可能性。 格利维采大
学表示在未来将有可能将以邀请利沃夫理
工学院教授来格利维采大学的形式进行交
流经验，利沃夫理工学院教授将参与科学
研究和教学过程。

西里西亚大学提高城市生活质
量研讨会
2019-02-08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和市政与大都市进
程观察站邀请各位参加于3月1日举行的 “
走向大自然，如何改善城市生活质量？”
研讨会。 会议是地方政府学院的一部分。
活动将促进专业知识的循环，支持地方政
府并建立代表与各个科学领域的专家之间
的合作。研讨会的主题是关注自然资源管

理问题以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市政
与大都市进程观察站是西里西亚大学的一
个实体，研究小组的研究人员在其中开展
了针对地方政府单位需求的部门分析，并
提供专家服务。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Asseco 
Data Systems合作
2019-02-11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Asseco Data 
Systems签署了合作协议。合作将主要在
教学，研究和组织层面进行。 根据合作
协议，技术大学的学生和博士生将能够在
公司实习和实习，并撰写与其活动相关的
文凭和博士论文以及组织研究生和员工实
习。 协议还计划在网络安全，大学和项目
管理领域开展联合MBA研究，并组织促进
IT的项目，包括比赛和训练。还计划实施
联合研究项目。 Asseco Data Systems
是IT行业最现代化的公司之一，为企业
和地方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产品，服务和
IT解决方案。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 HYPERLINK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员工在著名
期刊上发表文章
2019-02-11
来 自 卡 托 维 兹 经 济 大 学 的 J a n 
Konowalczuk博士正在实施“估算波兰
机场有限使用区域房地产助产士损害价值
的方法”项目。 除了卡托维兹大学投资和
房地产部门的员工外，该研究还涉及其他
五所波兰大学的科学家。 他们的工作成果
最近发表在著名的可持续发展期刊上。 由
Jan Konowalczuk博士共同撰写的“调
查波兰机场区域政策的影响”一文开始
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一系列出版物。 研
究自2016年开始实施并且在各大著名的
会议上均有提及，其中包括美国波士顿
AAG 2017、荷兰DelphERES 2017、美
国Bonita SpringsARES 2018、中国广州
AREUEA 2018。

罗兹科技大学生物技术证书
2019-02-11
罗兹科技大学生物技术和食品科学学院的
生物技术课程获得了技术大学认证委员会
（KAUT）和欧洲质量标志“欧洲 -  ACE”
标签。 技术大学认证委员会专家和欧洲工
程教育认证网络的专家访问了生物技术和
食品科学学院。 欧洲工程教育认证网络
的任务之一是为欧洲教育计划提供证明高
水平教育的证书。 罗兹科技大学获得了
2018/2019学年至2022/2023学年五年的
认证证书。

Maciej Żylicz教授关于“癌细
胞微进化”的讲座
2019-02-11
弗罗茨瓦夫大学于2月21日邀请各位参加
著名生物化学家 Maciej Żylicz教授的“癌
细胞的微进化”讲座。大学会议中心的讲
座将作为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跨学科科学
研讨会的一部分。 Maciej Żylicz教授将介
绍热休克蛋白的分子生物学，关怀蛋白的
相互作用，癌症转化，p53，MDM2。 多
年来，他在华沙国际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
究所工作。 自2005年以来，他一直担任
波兰科学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他隶属于许
多国内外科学院也是众多科学奖项的获奖
者。 他获得了弗罗茨瓦夫，格但斯克和雅
盖隆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跨学科科学研
讨会是针对学生，博士生，研究人员和任
何对深化科学知识感兴趣人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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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正在研究华沙松鼠的习性
2019-02-11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研究人员将对华沙松
鼠的习性进行研究。 科学家们将仔细研究
生活在瓦津基公园和拉斯纳托利斯基的啮
齿动物。 这些动物已经配备了带发射器的
项圈。 在瓦津基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进行
研究可以比较栖息在绿地上的啮齿动物的
习惯和不同程度的人为干扰。 在实验中
科学家们将使用CMR（捕获标记 - 重新捕
获）方法。 这意味着松鼠的耳环上会带有
单独的个体编号并配有带无线电遥测发射
器的辐射。 在冬季进行的研究将推断松鼠
获取食物的不同方式如何转化为它们的生
存状况。

罗兹科技大学邀请各位参加科
学和高等教育新解决方案辩论
2019-02-12
罗兹科技大学将于2019年2月18日举行“
大学章程和法案2.0”辩论赛，届时副总理
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a
将出席活动。 活动将作为NKN论坛全系列
辩论的一部分进行。 这是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在学术界代表的参与下创建的一项新举
措，旨在讨论新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法律所
产生的关键要素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辩论
会将涉及大学的组织和管理、在教学和研
究管理、员工问题和学术进步、大学资产
和财务以及根据新法律管理模式的结构。

西里西亚海峡和上维斯瓦河航
道“机遇与挑战”挑战
2019-02-12
西里西亚大学水中心与克拉科夫理工大学
工程水管理系共同邀请各位参加上维斯瓦
河西里西亚海峡和水道的科学会议“机遇
与挑战”。 会议期间将讨论关于波兰内
陆水路运输的计划发展、运输多样化的机
会。 并且涵盖西里西亚海峡的历史和上维
斯瓦河的航道、目标、路线、完工阶段、
阶级、机车车辆以及计划的工程范围;水
文和水文技术条件和水资源管理的功能以
及现在和未来的空间条件以及战略指示主
题。 组织者承诺将讨论西里西亚海峡建设

的经济和经济影响，上维斯瓦河航道的现
代化以及工业环境与政府机构和地方自治
合作的原则。

凯尔特科技大学校长奖
2019-02-12
来自比得哥什科技与生命科学大学机械工
程学院的Sandra Śmigiel博士获得了凯
尔采科技大学的“基于移动劳拉心电记录
仪”的学生科技发明人特别奖。 Sandra 
Śmigiel博士的发明是用于监视基于无线
数据传输劳拉的技术与设备的心脏的电活
动，用于接收和处理数据的系统。该发明
的联合创始人是Damian Ledziński 博士
和Tomasz Andrysiak 博士。 全国学生发
明大赛自2010年起就由凯尔采技术大学
举办，竞赛旨在在学术环境中建立创新文
化。今年的竞赛中来自全国各地的波兰20
所高校提交了139个解决方案。 361名发明
家参加了比赛，其中包括157名学生。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访问
了普沃茨克国家高等职业学校
2019-02-12
副 总 理 兼 科 学 和 高 等 教 育 部 副 部 长
Jarosław Gowin在访问普沃茨克国家高
等职业学校期间宣布到：“普沃茨克的 国
家高等职业学校是参与“卓越教育计划”
项目的15所国家高等职业学校之一。” 副
总理Jarosław Gowin部长表示关于“卓
越教育倡议”的决定对职业学校来说是个
好消息。 首先来自波兰不同地区的多达15
所大学将获得额外100万兹罗提的教育质
量。 其次证明与国家高等职业学校相关的
环境在创建科学宪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西里西亚大学博士生获得“学
生发明家”奖项
2019-02-12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材料科学
系的博士生Michał Pielka获得了由凯尔采
技术大学举办的“学生发明家”竞赛。今
年竞赛中来自波兰波兰全国各地的20高校
共提交了139个解决方案。 Michał Pielka

博士的参赛作品是与相关的解决方案监测
人体的运动功能，呼吸功能和脉搏一起的
2个发明专利。解决方案是开发方法允许将
数据发送更多的信息，以简化程序。 此次
竞赛的获奖者将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第47
届国际展览和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欧洲
核研究组织举办的研讨会活动 。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20万名毕
业生
2019-02-13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距今已经培养了20万名
毕业生。学生们毕业于能源部门，具有电
力装置现代化的特色 。 自1945年以来，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教育工程人员。第一
年，2750名学生就读于格利维采大学的四
个学院。目前，西里西亚理工大学有三个
城市的15个部门、格利维采，卡托维兹和
扎布热。 学生可以使用现代化的校园，并
可使用150多个设备齐全的实验室。西里西
亚理工大学提供60个研究领域和200多个
专业，包括技术和非技术领域。去年，该
大学将其教育活动扩大到包括格利维采和
雷布尼克的学术高中。

弗罗茨瓦夫大学创新工具
2019-02-13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完成了创新
的夹具工作，其操作要在微重力和真空
测试。 3月份设备将在距离地面80公里的
高度发射。 机器人测试应用程序对于零
重力导尿必须检查是否有可能使用干扰
夹取式夹纱器，微重力和真空。这些装
置由填充有颗粒上压差操纵的原理工作
的膜。充气夹具调整其形状的物体被解
除，并吸出空气后变硬的颗粒，膜收紧
关于这个问题，这样就可以将其移动。 
根据德国（DeutschesZentrumfürLuft-
und Raumfahrt）与瑞典航天局（SNSB-
瑞 典 国 家 空 间 局 ） 之 间 的 双 边 协 议 ，
实验在瑞典 - 德国Rexus计划的框架内
进行。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kosmiczny-chwytak-
studentow-pwr-gotowy-do-lotu-w-
kosmos-110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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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 乌克兰科学会议
2019-02-13
波兰语言学院乌克兰研究中心 与乌克兰国
立大学的旅游学院将于5月14日和15日组
织国际科学大会“边疆的文化遗产”。 会
议旨在对文化和科学发展的影响，民族和
民族认同感，宗教和建立相互关系方面提
出广泛了解的边境地区文化遗产。 会议面
向文化研究人员，语言学家，历史学家，
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文学学者，欧洲地
区雇员，教师，传教士，神学家，心理学
家以及对该主题感兴趣的所有人士。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学生参加全
球管理挑战赛
2019-02-13
来自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的两位学生团队将
有机会参加全球最大的商业模拟的第二阶
段：全球企业管理挑战赛（GMC）。共有
155个团队参与了比赛的第一阶段。 在比
赛的第二阶段将挑选出60个合格的团队，
来自金融保险，信息技术和通信部门和管
理部门的部门的学生将参加资格挑选。 全
球企业管理挑战赛GMC是世界上最大的商
业模拟赛事，其中有几个团队管理在虚拟
市场上竞争的公司，项目遍布全球近40个
国家。 全球企业管理挑战赛GMC在高级
培训课程采用游戏化并使用游戏业务的机
制。

什切青大学正在寻找合作伙伴
2019-02-13
什切青大学正在寻找有兴趣合作实施学生
实习和在欧洲社会基金资助的新推出的领
域实习的机构。 寻找合作伙伴的原因是推
出了与实施两个项目有关的双学位研究：
教师和艺术家以及文化、教育、能力。 根
据知识和教育发展业务计划的竞争程序，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对这两个项目进行了
积极评估。因此大学将寻找有兴趣合作实
施学前教育和实习的学前教育和早期教
育教育者的机构，扩大本科和研究生的教
育。 有兴趣合作的机构可以通过电子邮
件联系：paula.wiazewicz-wojtowicz@
usz.edu.pl  

热舒夫科技大学的双学位研究
2019-02-14
热舒夫科技大学的双学位研究招生工作将
持续至2月14日。 双学位研究课程将为航
空业以及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的机械工程
专业的学生提供教育 研究旨在结合科学和
获得专业经验的研究目的是提高热舒夫科
技大学学生的关键能力和实践资格。 机械
工程与航空学院将开设一个新的研究生学
习领域，具有三个专业的实用概况：机械
和机械工程，机电一体化和飞机发动机。 
电气工程和机器人技术学院将在电气和信
息学院创建。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有趣的科
学”系列会议
2019-02-14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邀请各位于2月21日前
往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参加“有趣的科学”
系列会议。会议期间专家们将讲述与微塑
相关的风险。 我们在购物或拧下塑料瓶水
时会遇到微塑料的问题。我们的城市也面
临着消除潜在的微塑料来源到妥善处理污
水和雨水。 专家还将解答日常产品中含有
最多有害物质的问题，植物对雨水净化的
影响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护自己免受
毒素侵害。 “有趣的科学”是格但斯克科
技大学的一项新举措。在每月与专家会面
时将把目前的科学问题和现代世界带入一
种无障碍的形式和愉快的氛围中。 更多信
息： :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ontent/mikroplastik- HYPERLINK

弗罗茨瓦夫研究人员获得贝克
奖学金
2019-02-14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生物统计遗传学
系实验室Magdalena Mielczarek 博士
获得了贝克奖学金，她将前往伊利诺伊大
学生物统计学和生物信息学的实验室。伊
利诺伊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 
Magdalena Mielczarek 博士是在美国
取基团，其是在一个蜂群之间基因组学蜜
蜂，即确定的基因组中的差异生物体的完

整遗传信息。 Magdalena Mielczarek 
博士解释道：“该项目涉及到表征这些昆
虫的基因组中的多态性的背景下副本的数
量（即是在基因组中切割或乘广大地区）
，并检查他们是否在躺在床上的表现授粉
的作用在蜂巢，外观的基础等等。到目前
为止，还没有解释副本数多态性的确切含
义蜜蜂，并可能对身体显著的影响。” 更
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pl/
aktualnosci/48950/z_upwr_do_ilinois_
by_badac_pszczoly.html

弗罗茨瓦夫大学加入城市专家
研究联盟
2019-02-14
弗罗茨瓦夫大学作为波兰的第一个科学
和研究机构加入欧洲城市专家研究联盟
（UERA）网络，该联盟是一个专门研究
城市发展问题的组织。 欧洲城市专家研究
联盟UERA网络汇集了来自18个欧盟国家
的5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联盟的成立是
为了开发和提供城市管理它们的专业知识
和实用解决方案。 欧洲城市专家研究联盟
网络根据JPI Urban Europe联合计划倡议
代表欧盟委员会开展工作。公共部门的代
表，包括地方政府，专家机构和其他专门
从事城市问题的实体，参与这一欧洲战略
活动。 华沙大学校长Aldone Wiktorska-
Święcka当选为联盟理事，其任期为2019-
2021年，是第一个来自中东欧的理事。



HIGHER EDUCATION 2018-2019

572

欧盟状态辩论赛
2019-02-14
华沙大学政治学和国际研究学院邀请各
位于2019年2月14日参加“十字路口的联
盟”辩论赛。 辩论赛的主题为： 在通过
英国脱欧和欧元之后，欧盟将处于什么状
态？ 法国和德国的地位得到加强，是否
会实现“双速欧洲”的情景？ 是否会发
生“欧洲每个独立的国家”的情况？ 欧
盟解体有多真实？ 外交部副部长Konrad 
Szymański；2005年至2007年波兰国防部
部长Radosław Sikorski ；2007年至2014
年外交部长、政治学家、外交官华沙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所科学委员会主席Roman 
Kuźniar教授；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华
沙大学欧洲研究所欧洲联盟政治系主任
Tomasz Grzegorz Grosse教授将出席辩论
赛。 辩论将在华沙Świetlica Wolności中
心举行，地址为NowyŚwiat6/ 12。

热舒夫科技大学将与莱扎伊斯
克技术学校合作
2019-02-15
热舒夫科技大学与莱扎伊斯克技术学校签
署了合作协议。 根据合作协议热舒夫科技
大学力学与技术学院将成为莱扎伊斯克学
校机械概况课程的赞助人。 合作协议由热
舒夫科技大学副校长Grzegorz Masłowski
教授和莱扎伊斯克技术学校负责人Halina 
Samko共同签署。 作为合作的一部分，来
自伊斯克技术学校的学生将参加由热舒夫
科技大学组织的会议和科学研讨会。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猎鹰世
界”会议
2019-02-15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邀请各位
于2019年3月2日在参加在华沙华沙生命科
学大学举行的“猎鹰世界”会议。 会议主
题涉及猎鹰繁殖、营养、生理和疾病、法
律方面以及对猛禽的保护有关的问题 。 活
动重点是波兰和世界的猎鹰和猛禽，欧洲
猎鹰的养殖和猎鹰教育以及猎鹰的拥有和
繁殖有关的法律方面。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
学 “华沙传奇” 在电台上播
出
2019-02-15
华沙红衣主教StefanWyszyński大学发展基
金会与国家文化中心共同合作实施的“华
沙传奇”在电台上播出。 项目旨在通过广
播剧的形式吸引更多年轻人的注意力，为
他们普及华沙的历史。 广播剧集基于Artur 
Oppman的“华沙传奇” 关于美人鱼，
蛇怪和金鸭的故事而改编。 该项目主要针
对华沙大学的年轻人和学生以及对华沙历
史感兴趣的人士。项目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工作室中实施并由电台的
记者录制即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
学新闻学的学生录制。 第一部广播剧将
于2019年2月18日下午6点在www.radio.
uksw.edu.pl上播出。

卡托维兹关于“在就业欺凌和
歧视的法律和社会方面”会议
2019-02-15
西里西亚大学和社会保险机构邀请各位于
3月13日参加科“在就业欺凌和歧视的法
律和社会问题”科学会议，会议将讨论存
在于波兰劳工法的现行立法和科学成就的
背景下的问题。 科学会议的主题是“劳动
语言”，西里西亚大学劳动和社会政策系
和社会保险机构将组织由专业和学生组成
的两个讨论小组。 波兰学术中心专业从事
劳动法，以及波兰教师联盟（ZNP）和西
里西亚大学俱乐部Antymobbingowego
成员在区西里西亚PNA工作的学者将参加
会议。 特邀嘉宾是来自土耳其Altınbaş 
Üniversitesi的Melike Yaman，他将根据
土耳其法律就围攻主题发表演讲。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与
Komputronik Biznes合作
2019-02-15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下属的专门从事研究
成果商业化和支持初创企业建立业务关
系Excento有限责任公司开始与IT解决方
案集成商Komputronik Biznes合作。 作

为e-Pionier项目的一部分，合作伙伴将
选择并帮助解决一些社会经济问题，这
将导致从IT行业相关领域创建初创企业。 
Komputronik Biznes的任务是提供意见，
并选择最有趣的团队解决安全和医学，信
息和通信技术，数字通信，图像处理和使
用神经网络，云解决方案和物联网处理等
领域的问题。 公司提供选定的支持团队，
从项目创建到实施，商业化和基于MVP的
产品实施。

莱斯诺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将与
德国达姆施塔特大学合作
2019-02-18
莱斯诺国立高等职业学校与达姆施塔特德
国应用科学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合
作协议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大学代表团访问
莱斯诺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期间由由Maciej 
Pietrzak教授签署。合作内容包括莱斯诺
学院所有在电气工程和机电一体化领域的
毕业生如要在德国继续进行硕士生研究学
习则无需考试，没有课程差异和学费。 合
作协议的条款还包括德国政府在德国著名
公司提供的带薪实习机会。 Hochschule 
Darmstadt-应用科学大学是德国最大的职
业大学之一，提供超过50个学习领域。 约
有1.5万名学生，其中约18％是外国学生。

罗兹科技大学学术辩论：“大
学法规和法案2.0”
2019-02-18
罗兹科技大学于2019年2月18日星期一举
办了学术辩论“大学章程和法案2.0”，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a 
Gowina参加了此次辩论赛。 辩论赛期间
举行了与大学运作有关的最重要文件的会
议。 波兰所有大学的约400名代表参加了
罗兹科技大学的组织的辩论赛。 他们讨论
了与“大学法规和法案2.0”  相关的最重
要的主题：大学的权力，组织和管理; 大学
的结构以及科学研究和员工事务的管理，
包括科学进步。 在专家辩论活动期间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Müller介绍了从
事新大学法规工作的高中所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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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什切青内陆航运国际会议
2019-02-18
什切青海事大学交通管理研究所与西波美
拉尼亚海洋集群协会将于5月16日和17日
邀请各位参加2019年国际科学会议内陆航
运国际会议。 会议主题是内陆航行，作为
公路运输的替代方案这符合欧盟可持续交
通政策的假设和目标。会议将成为从业者
和科学家交流意见和经验的论坛。 会议期
间将讨论以下主题： 内陆航行在各地区社
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内陆水路运输在多
湾运输系统和供应链中的重要性； 全球
和欧洲内陆水路运输（基础设施，运输工
具，控制系统）和波兰水道的发展趋势，
作为绿色走廊波罗的海 - 中欧和南欧的关
键要素。

弗罗茨瓦夫大学荷兰绘画大师
展览
2019-02-18
弗罗茨瓦夫大学荷兰文化中心邀请各位参
观荷兰绘画大师的展览“梦想与现实”。
展览期间将可以欣赏到博世、维梅尔和梵
高多位艺术大师作品的复刻版。 本次展
览的灵感来源于两位女性艺术家的灵感： 
Agnieszka Traczyńska-艺术家、画家、
弗罗茨瓦夫学校高中美术老师。她复刻乐
Hieronymus Bosch的绘画。 Magdalena 
Śniedziewska-研究员、波兰语老师、十
七世纪荷兰绘画一书的作者。 展览将于三
月7日下午17点开始，届时Magdalena 
Śniedziewska将带来主题为“如果我们能
欣赏荷兰的画作，那我们的生活将会更加
精彩”的讲座。

克拉科夫技术大学将创建环境
空气动力学实验室
2019-02-19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将创建欧洲规模独特的
环境空气动力学环境实验室。实验室是为
该地区和波兰争取清洁空气的现代工具。 
大学获得了2014年至2020年由小波兰省地
区业务计划资助的近1800万兹罗提。 实验
室计划在Czyżyny的校园内建造，它将成
为波兰唯一的环境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 

实验室将运行关于城市烟雾和通风的动态
影响的模型研究和计算机模拟。 环境空气
动力学实验室将于2021年建成。 项目的总
价值超过2460万兹罗提。

西里西亚大学哲学研讨会“想
象空间与空间打造”
2019-02-19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将在“在人文主义
古代哲学的空间”的框架内组织 “想象空
间与空间打造”系列讲座。系列讲座将于
2月19日开始持续至6月4日。 演讲者包括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雅盖隆大学、西里西
亚科技大学和西里西亚医科大学的研究人
员、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
研究、律师、建筑师、神学家和律师。 讲
座面向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生和所有
感兴趣的人士。会议主题为对空间的理解
各方面的顾虑特别是在关系到虚拟世界，
方法转变为理解的话方式：关闭、远程、
国内外知名、未知在不同环境下的安全。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将配合军事
反情报
2019-02-19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校长Robert Ciborowski
教 授 与 军 事 反 情 报 局 （ S K W ） 负 责 人
Maciej Materka签署了合作协议，合作将
涉及教学，科学和出版活动。 根据合作协
议，合作将包括合资企业，其主要目的是
提高对保护波兰国家当代威胁的可能性的
认识。合作将教育活动和提高两个机构工
作人员的专业和科学资格方面交流知识和
经验等方面展开。 协议将为生命科学大学
的需要开展活动或培训，组织联合研讨会
或合作创建学习计划的可能性。

普沃茨克第一届公共职业大学
校长全体会议
2019-02-19
普沃茨克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将举办第一届
公立职业大学校长全体会议。 会议将于
2019年3月20日至23日举行与普沃茨克大
学20周年庆典相结合。 由副总理兼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届时将主

持会议开幕。 会议是代表波兰公立职业学
校的校友协会。 会议期间将讨论与“科学
宪法”和职业学校发展计划相关的变化相
关的主题。 来自波兰各地的50多名国家高
等职业学校的校长和副校长将参加会议。

雅盖隆大学母语月
2019-02-20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波兰研究学院与雅盖
隆大学学生科学学术语言学会合作组织第
四届母语月，活动将于2019年2月21日至3
月21日举行。 活动期间将举行一系列与波
兰语有关的活动，包括将于2019年3月16
日举行的第5次克拉科夫听写会。 会议将
分为两类，开放式和初级（适用于15岁以
下的儿童）。 活动期间还将举办第四次全
国小学广告竞赛，由小学校的学生举办的
语言讲习班和第21届全国演讲比赛。 更多
信息： mjo.uj.edu.pl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空军技术
研究所
2019-02-20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空军技术研究所密切
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和教学合作，合作协议
由合同由副校长Bogusław Łazarz教授和
研究所所长Mirosław Kowalski教授共同签
署。 协定签署双方对加强各机构之间的联
系表示满意，这些机构的业务概况允许在
创新的知识领域进行协同的科学和研究合
作。签署的文件将是加强动态发展的民用
和军用航空业活动的第一步。 合同规定了
共同开展研究和开发，创新和实施活动，
以及实施由国内或国外资金资助的项目。
合作伙伴还将组织员工培训并采取许多其
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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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科学部代表团访问英国
2019-02-20
由Piotr Dardziński副部长率领的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代表团访问了英国。 访问最
重要的一点是与商务部，能源和工业战
略 大 学 ， 科 学 ， 研 究 和 创 新 大 臣 C h r i s 
Skidmore会面。 波兰代表团访问了西科尔
斯基将军博物馆，会见了杰出的波兰科学
家和英国科学界代表，并参加了英国波兰
学生协会联合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此次
访问旨在加强波兰与英国在高等教育和科
学领域的关系，特别是加强波兰和联合王
国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并开始合作支持
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短期流动。

弗罗茨瓦夫大学讲座“智能手
机时代的关键因素”
2019-02-20
弗罗茨瓦夫大学地质科学研究所邀请各位
于2月23日星期六参加由Krzysztof Turniak
博士带来的“地球与宇宙的秘密”系列讲
座。讲座期间将讨论现代设备生产中使用
的元素，同时受到耗尽的威胁。 每部智
能手机都由数十种稀有元素组成，目前其
中一些智能手机已被淘汰。更糟糕的是它
们位于世界上只有一个或几个国家，这
可能会威胁到供应的稳定性。 Krzysztof 
Turniak博士在讲座期间将回答以下问题： 
关键要素是什么？ 收购的前景如何？ 我
们在波兰生产哪些产品？ 由于缺乏某些元
素，我们是否有可能停止生产技术先进的
设备？ 含有关键元素的矿物的开采是否会
对环境有害？

西里西亚大学博士生获得富布
赖特初级研究奖学金
2019-02-20
西里西亚大学浪漫语言和翻译研究所加拿
大研究和文学翻译系博士Mateusz Król获
得了2019/2020学年著名的富布赖特初级
研究奖。 奖学金旨在为博士论文收集材
料，时长为6至9个月，可在美国的大学，
研究机构或非政府组织的研究项目进行。
奖学金由美国国务院和波兰科学与高等教
育部资助。 波兰和美国富布赖特委员会是

一个教育基金会，其主要任务是管理福布
莱特计划在波兰 - 美国的科学和文化交流
的最大项目。 70多年来一直在推动科学，
文化和人际关系，跨美国和160多个国家
之间的发展合作。 更多信息： https://
fulbright.edu.pl/junior-award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校园的
虚拟空间
2019-02-20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是波兰第一所实施
对学生，员工和访客友好的创新解决方案
的大学。 大学校园已有虚拟空间版本， 
Zonifero应用程序的作者是比亚韦斯托克
SoftwareHu公司，能够通过使用手机轻
松帮助找到实验室或演讲厅 。 比亚韦斯
托克科技大学发言人Dorota Sawiocka解
释道：“所有重要的地点都可以借助虚拟
地图找到，例如：院长办公室、职业办公
室、讲师室、医生办公室、复印点或自助
餐厅”。 还可以找到适用于特定文档的位
置，收集ID或索引，以及如何在PB库中找
到自己。 应用程序完全免费，适用于安卓
Android和苹果iOs的设备。

第四届精神病预防课程
2019-02-21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第四届精神病预防
课程已经开始。 截止至2019年6月将有44
名老年学生参加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健
康科学学院的课程，他们是比亚韦斯托克
医科大学老年健康大学的毕业生。 课程在
波兰是独一无二的，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
学是波兰第一所组织一系列专门针对精神
病学，老年人精神障碍的讲座。 课程的主
题将涉及老年人的精神障碍，焦虑症，性
功能障碍或药物和酒精成瘾。

Marcin Popkiewicz 博士的“
气候事实和神话” 讲座
2019-02-21
西里西亚大学个人大学间研究学院邀请
各位参加Marcin Popkiewicz博士的讲
座 “气候事实和神话”。 讲座是“ISM
发表声音”倡议的一部分，是一系列与

波兰文化，文学，美术，新闻和非政府
组织非凡人士的会议。 讲座将于2月26
日在科学信息中心和学术图书馆进行，
将讨论气候变化问题，包括全球变暖问
题，这些问题又滋生了哪些神话。讲座
将介绍气候控制过程的主题，在地球过
去的变化以及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发生的
变化。 Marcin Popkiewicz博士是大
趋势分析师，专家和记者；负责处理经
济 - 能源 - 资源 - 环境领域，也是出版
物“世界十字路口”、“能源革命及其原
因”、“气候学”等出版物的作者；同
时也是门户网站ziemianarozdrozu.pl 和
naukaoklimacie.pl的编辑。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Müller访问了什切青大学
2019-02-21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Müller访
问了什切青大学，访问的主要议题是大学
的变革程度，这些变化由“科学宪法”决
定。 访问的重点是与什切青大学的学生会
面。在半小时的对话中了学生在创建什切
青大学新现实中的作用，对法规创建的真
正影响，某些过程的计算机化以及博士研
究的过程。副部长Piotr Müller认为，由于
大学的改革，学习组织领域将有更大的秩
序，学生获得的知识水平也会提高。 什切
青大学校长Edward Włodarczyk--Müller 
教授向副部长Piotr Müller提到了内部改革
的方向以及实施法定解决方案的方法 。

罗兹大学实施PROM计划
2019-02-21
罗兹大学是波兰第一所实施由国家学术交
流机构资助的PROM计划的大学。罗兹大
学获得了近750000兹罗提用于执行与国际
交流有关的任务。 项目参与者将获得短期
访问的机会，时长为5至30天。项目旨在
提高能力和资格，提高国际教育项目的实
施，提高人力资源的流动性在波兰大学和
国外科研机构，鼓励外国学生及学者到波
兰发展。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资助的项目包
括在国外大学开展教学课程，参加会议，
暑期/冬季学校，课程，研讨会，实习和考
察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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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szard Schnepf 博士讲解
Donald Trump在总统任期内
的美国问题
2019-02-21
作 为 “ 新 千 年 八 个 讲 座 ” 系 列 的 一 部
分，Ryszard Schnepf 博士将于2019年2
月26日将发表演讲“Trump与美国的中途
点”。 演讲将在华沙大学前大学图书馆大
厅举行。 Ryszard Schnepf 博士将分析美
国的情况并讲解在Donald Trump任期中美
国的状况问题。 Ryszard Schnepf 博士是
一名外交官，前波兰驻乌拉圭，哥斯达黎
加，西班牙和美国大使。 他的研究兴趣主
要围绕拉美文化和伊比利亚 - 美洲国家的当
代问题。 Ryszard Schnepf 博士也在专门
研究美国的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问题。

PKO 波兰国家银行将与华沙科
技大学联合培训网络安全专家
2019-02-21
华沙科技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开始了
主题为“网络安全实用”的讲座。在讲座
和研讨会期间，来自PKO 波兰国家银行的
专家将展示每天处理网络安全并与在线威
胁并与学生分享他们的实践知识。 华沙科
技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第一学期的讲
座名为仅有15个名额。 课程包括监控公司
基础设施，检测威胁，分析恶意软件或进
行软件渗透测试等问题。 作为公司安全模
拟的一部分，学生们将获得模拟公司以进
行一系列活动。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建筑系的学
生在国际比赛中获奖
2019-02-21
来自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建筑系三年级的学
生Karolina Słomiany、Natalia Tadla和
Kamil Wróbel 在国际比赛“La Ville 城市
设计”中获奖，获奖作品是为卡托维兹市
中心的建筑物设计。 获奖团队说道：“我
们在卡托维兹市中心设计了一个一百米高
的建筑物，建筑物的旁边是火车站。卡托
维兹位于波兰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我
们的想法是设计一个不仅环保而且有助于

清洁空气的建筑物 。” 获奖团队的设计理
念是使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群可以生活的更
舒服一些，就像生活在郊区一样，享受绿
色植物为生活带来的好处。建筑物同样也
适合残疾人士使用，拥有适合每个人的绿
色屋顶。还有一个自行车地下停车场来支
持生态交流。

来自格但斯克和弗罗茨瓦夫科
学家发现冷等离子体
2019-02-22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和格但斯克科技
大学的科学家们在进行使用冷大气等离
子体的灭活负责作物和观赏植物疾病的细
菌项目。这一项目可以彻底改变农业产
业。 联合项目旨在开发负责作物和观赏植
物的疾病的细菌病原体消除的快速，高效
和成本有效的方法。实验与使用的土豆，
菊苣和风信子作为模式植物进行。 研究
人员在“被治疗”的植物上安装了等离子
笔，等离子体产生冷大气等离子体锥几厘
米的长度和厚度只有几毫米。这将能够
在植物的感染部位的细菌的精确摧毁。
在不久的将来，科学家们计划继续在医
学中的应用冷大气等离子体的研究。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zimna-plazma-pomoze-
roslinom-11101.html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实施
BIOTRAFO项目
2019-02-22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在地平线2020计划下将
实施BIOTRAFO项目，项目旨在资助研究
人员和知识转移机制，按照MSCA上升的
流动性项目。项目将成为关注的高性能，
紧凑型电力变压器沉浸在降解生物油的设
计和应用。 项目成果将对与电力变压器行
业相关的整个环境都有裨益，项目将建立
合作机构，以加强知识和采用可生物降解
油设备的发展的网络。 项目受益人方和合
作伙伴是来自欧洲国家的员工和博士生来
自研究机构和公司，其中包括：西班牙、
德国、土耳其、英国、意大利、以及亚洲
和南美洲的合作伙伴国：阿根廷、日本、
哥伦比亚和秘鲁。

西里西亚的城市未来
2019-02-22
西里西亚大学和科研机构邀请各位于2月27
日参加第三届学术讨论会“西里西亚的城
市未来”，会议将在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图
书馆的Parnassos礼堂举行。会议的主题
是建立城市空间的吸引力 。 会议期间将讨
论城市空间在商业，住宅和公共空间中的
吸引力的因素和标准，以及公共，私人和
民间部门之间的关系，共同建立空间的吸
引力。 会议组织方是：经济大学、西里西
亚大学、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工业区生态
研究所、波兰科学院上西里西亚分部未来
研究委员会、华沙波兰科学院空间发展委
员会、上西里西亚企业家大学和西里西亚
图书馆。

普沃茨克“技术大学初级”项目
2019-02-22
华沙技术大学普沃茨克分校邀请6至8年级
小学课程的学生参加“技术大学初级”项
目。 项目将在华沙技术大学普沃茨克分校
土木工程、力学和石油化学学院与普沃茨
克市的合作下开展。 华沙技术大学在“年
轻探索大学”计划下获得了项目的资助。 
项目参与者将参加一系列数学和自然科学
研讨会以及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相关的研讨
会。 180名学生将在讲师的指导下，扩展
他们在数学和自然方面的能力、学习技
能、批判性思维和ICT能力、信息和通信技
术领域的知识。 该项目的招聘工作将持续
到2月28日： www.umo.pw.plock.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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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学会议“不屈不
挠的士兵，坚定的英雄”
2019-02-22
弗罗茨瓦夫陆军学院于3月7日邀请各位参
加科学会议“不屈不挠的士兵，坚定的英
雄”。这次活动是为了纪念“不屈不挠的
士兵”并且深入了解士兵们曾经的付出。 
会议主题为： 波兰独立地下活动形式； 
1944-1956年间青年起义； 波兰地下组织
的独立性； 波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现代生活； 不屈不挠的士兵和当代爱国主
义； 关于波兰人民共和国及1989年后不屈
不挠的士兵的回忆录；   会议由弗罗茨瓦夫
陆军学院、格丁尼亚海军学院、华沙战争
艺术学院、德布林航空军事学院和弗罗茨
瓦夫国家纪念研究所共同组织。

华沙大学教育模式的变化
2019-02-25
华沙大学女发言人Anna Korzekwa-
Józefowicz在接受选举报的采访时表
示：“华沙大学正在研究组织学习的新模
式，新模式增加了跨学科研究。在目前的
模式中，大学的巨大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利
用。” 从新学年开始，博士学位将将取代
博士研究学习。 华沙大学将有四所学院进
行新改革：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和跨领域研究学院。 所有博士生
们不仅仅是学生，还将是助理教授。 华沙
大学希望在教育改革方面改变教育模式、
设立大学教育委员会、负责制定全校教育
政策并负责招聘。

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图
书馆共济会珍宝
2019-02-25
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图书馆拥有欧
洲最大的共济会系列珍藏（共济会中文又
称美生会，是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
织，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庞大的秘密组织）
。大学档案馆有超过80000个文档，其中
可以找到发布于1723年的安德森宪法，
这被认为是共济会法的经典书。 1949年
的收藏品来自波兹南西里西亚名人堂，早
些时候他们是根据希姆莱的命令收集。由

于有义务列出特定旅馆的成员，德国人能
够很顺利得找到这些东西。SS制服特殊研
究团队研究了这些藏品，并对其进行了编
目并得出了结论。后来当Allied火灾爆发
时，收藏品被确定位于其他地方。 书籍和
文件存储在大学图书馆的特藏部门。目前
正在为收集品的数字化及其出版物筹集资
金。 更多信息： http://uniwersyteckie.
pl/kultura/masonski-skarb-ze-zbiorow-
biblioteki-uam  

西里西亚大学北美拜占庭研究
协会科学家小组会议
2019-02-25
由 来 自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的 P r z e m y s ł a w 
Marciniak教授和Katarzyna Warcaba
博士组织的西里西亚小组“拜占庭动物研
究：文本，背景，方法论”获得了“北美
拜占庭研究协会”的文化资助。 来自捷
克、德国和法国的研究小组也将参加科学
会议，致力于拜占庭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相
互作用问题以及在拜占庭文学中呈现动物
的方式。Przemysław Marciniak教授将带
来主题为将被称为“拜占庭昆虫的（微）
历史”的讲座。 来自世界各地的拜占庭研
究学者将参加今年于10月17日至20日在
美国麦迪逊（威斯康星州）举行的“北美
拜占庭研究协会”。 更多信息： https://
maryjahariscenter.org.

罗兹技术大学Pi日
2019-02-25
罗兹科技大学邀请各位于2019年3月14日
打破吉尼斯纪录成为构成Pi发展的最长连
锁人群。 小数点后的Pi数是无限的，我们
能却只能记得3.14。 Pi日是世界上最知名
的数字庆祝其盛宴的日期为参考。 目前吉
尼斯在“由人组成的Pi数量最长的发展”
类别中的记录是627人。该记录由mBank
基金会于2018年3月14日在华沙建立的。 
“Pi日”将于下午一点在罗兹科技大学B校
园指定的地点开始。加入开发Pi号码数学
链的每个人都将获得纪念物和礼物。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模拟联合国
大会
2019-02-26
来自波兰全国各地高中、华沙英国学校和
来自德国的近100名高中学生参加了今年的
比亚韦斯托克模拟联合国会议BiaMUN。
活动自2019年2月22日至24日在比亚韦
斯托克大学校园举行。 波兰前总理、外
交官Włodzimierz Cimoszewicz出席了
BiaMUN活动的开幕式。 比亚韦斯托克新
闻发言人Katarzyna Dziedzik强调道：“
在比亚韦斯托克联合国模拟大会上讨论了
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会议。今年的会
议主题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欧洲社
会的老龄化、强迫童婚。联合国的不同成
员国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与诺基亚
车库合作
2019-02-26
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与诺基亚车库签署了
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为合作开辟了道路教
学课程和培训，科学界的支持和外部资金
资助项目的实施。 合作将在在工具设计和
工作环境实验室（设计系，室内设计与设
计系）进行。合作协议提供了广泛的知识
和经验交流，包括创新项目的开发、组织
实习论文和招聘会等方面的合作。 诺基
亚是全球最大的蜂窝网络宽带传输专家。
诺基亚公司最先进的技术可用于创建物联
网，5G，机器学习，人工智能，虚拟现实
和增强现实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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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国际学生
入学日
2019-02-26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2月22日接收了近300
名国际新生，作为“入学日”的一部分，
学生们将有了解大学、科学俱乐部的机
会。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在夏季学期达到
了接收1100多名国际学生的创纪录数量。 
新生中人数最多的是来自印度、乌克兰和
土耳其的学生。来自巴基斯坦、伊拉克、
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印度尼西亚、孟
加拉国意大利、中国、利比亚、巴西和德
国的学生也来到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最
受欢迎的专业为：机械、 IT、管理、化学
和建筑。 在入学日学生们观看了关于弗
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信息电影以及大学单
位准备的特别演讲。新生们认识学校的同
学、了解了学校的研究团体和学生组织并
且熟悉了大学图书馆的报价满足。来自警
察局的代表向学生们介绍了城市的安全
性。

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
学与Symkom公司合作
2019-02-26
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学与波兰
ANSYS渠道合作伙伴Symkom将在在工
业数值分析领域实施综合解决方案方面
进行合作。 合作协议由大学校长Anna 
Wypych Gawrońska教授和Symkom公
司总裁Leszek Rudniak 博士共同签署。双
方合作最重要的是与2019/2020学年在创
新技术和现代材料领域开展的双重研究。 
这些研究将在虚拟样机，设计和工业设计
专业方向展开。这些方向由Symkom公司
和机构的代表共同创建，大学的毕业生可
以在其中找到工作，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们
也可以通过在公司实习而获得收入。

EDUAL会议：针对工业4.0需
求的双重研究
2019-02-26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和卡托维兹经济特区邀
请各位于3月4日参加第三届EDUAL会议：
针对工业4.0需求的双重研。副总理兼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确认将
参加在格利维采西里西亚理工大学教育和
会议中心举办的活动。 第一届会议专门讨
论了双重教育的概念，并对当时存在的几
种模式进行了比较。第二届会议由所有波
兰技术大学的校长参加，在会议期间宣布
了波兰建立第一个西里西亚工业能力中心
4.0。 今年会议是在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首
次宣布的一项致力于双重教育的大型计划
实施之初举行的。活动与工程工作和创业
博览会相结合，将是交流双重教育经验和
想法的大好机会。

比亚韦斯托克医学院开设 
Monoproil 医学模拟中心
2019-02-26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医 学 院 开 设 了 现 代 
Monoproil 医学模拟中心。 比亚韦斯托
克医学院校长Lech Chyczewski 教授在
接受“Kurier Poranny”的采访时强调
到：“医学模拟中心将提供护士专业科学
并帮助对教学结果进行最终评估。” 医学
模拟中心中心由各种科室模拟室组成，其
中包括新生儿护理、儿科、成人护理、投
影及缝针练习以便未来的护士学会如何对
伤口进行缝针。 比亚韦斯托克医学院护理
部门负责人Bianka Misiak博士说道：“学
校自2005年以来一直在进行对未来护士的
教育”。 她认为中心的建立标志着提高教
育质量的里程碑。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制定“有机
食品加工实践准则”
2019-02-27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人类营养与消费科学学
院有机食品系将在地平线2020计划下实施
国际项目“有机食品加工实践守则/有机食
品操作规范”。 项目旨在为有机食品加工
商和认证机构制定灵活实用的操作规范。 
项目协调员是Ewa Rembiałkowska教
授，项目预算为492580兹罗提。项目实施
资金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资助。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毕业生已
成功通过法律申请考试
2019-02-27
司法部通知道：“在于2018年9月举行的
律师、法律顾问、公证员和法警考试中，
获得最好的成绩是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
学的毕业生。” 来自雅盖隆大学的毕业生
中85，5％的考生通过了司法考试； 来自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毕业生中74，6％
的考生通过了司法考试；来自格但斯克大
学的毕业生中72，8％的考生通过了司法考
试；来自罗兹大学的毕业生中72，5％的考
生通过了司法考试。 2018年来自44所大学
的6937名毕业生参加了考试，其中包括18
所公立大学、22所私立大学和4所国外大
学。 共有3544名考生通过了司法考试，通
过率为51.1％。

热舒夫科技大学获得近1200万
兹罗提用于开发航空需求的技
术
2019-02-27
热舒夫科技大学获得近1200万兹罗提用于
实施“热舒夫科技大学自动化与机器人，
信息技术，电气工程，电子与电信区域中
心”项目。 研究项目将由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宣布的“区域卓越计划”计划实施。 
项目旨在加强热舒夫科技大学的研究潜
力，提高科学研究水平。 项目将在2019
至2023年间实施，其中包括技术开发和人
工智能（AI）、物联网（IoE）、机器学习
（ML）和满足航空业需求的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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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托维兹的学生赢得了第11届
Elektron竞赛
2019-02-27
近 一 千 名 高 中 生 参 加 了 第 1 1 届 全 波 兰
Elektron比赛，比赛组织者是弗罗茨瓦夫
科技大学的微系统和光子学电子部门。
参赛者解决了电气工程，电信，光电子和
光子学以及机电一体化等任务。 比赛分
三个阶段进行：学校选拔、地区选拔和决
赛。去年赢得决赛的是来自来自卡托维兹
的西里西亚技术研究所的Hubert Kulka；
获得第二名的是来自交通学院的Jakub 
Dietrich；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弗罗茨瓦
夫科技大学的Jakub Jendryka。 参赛者
解决了理工学院员工和波兰纳米技术爱好
者协会学生准备的任务。他们关注广泛理
解的电子产品，并且经常参加课外互动。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完成“欧洲
技术遗产”项目
2019-02-27
2019年四月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图书馆与
AGH科技大学共同合作实施3年的“欧洲
技术遗产”项目正式结束。项目旨在创新
的IT环境中推广技术科学领域的历史和当
代出版物。 项目将6000余册还没有经过
这个过程在其他科研机构的书籍和杂志进
行了数字化。从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图书馆
的馆藏中选出了一系列关于利沃夫的出版
物和1945年以前在这个城市出版的作品和
16至20世纪出版的版画。AGH科技大学
的主图书馆选择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期刊
集。 EDT收藏将成为普及技术科学，自然
科学，建筑，艺术，历史，文化和图书馆
旧书的发展问题的认识。

格但斯克大学“日常生活搭
档”研讨会
2019-02-27
格但斯克大学邀请各位于2月28日参加“
日常生活搭档”系列会议。 会议将从“物
质化：在每天为两个人建造家园的过程中
的紧张和角色”讲座开始。 波兹南密茨凯
维奇大学的Filip Schmidt博士出席会议，
他是由波兰科学基金会出版的 “情侣、房

间、婚姻在历史变迁背景下的亲密关系的
动态以及关于个性化过程的当代讨论”一
书的作者。 会议日程： 3月7日：工作中
的情侣； 3月28日：非异性恋情侣； 4月3
日：夫妻财务 4月10日：来自不同文化的
情路。 会议的共同组织者是波兰社会学协
会的格但斯克分会。

弗罗茨瓦夫体育大学老年安全
课程
2019-02-28
弗罗茨瓦市警察总部为弗罗茨瓦夫体育大
学老年大学准备了安全课程。 在课程期间
将了解致使老年人受到损害的犯罪类型以
及如何避免这些犯罪以及如何防御。课程
也将讨论紧急情况下的行为：如何防止针
对老年人的暴力行为，如何提供急救，以
及如何有效地通知紧急服务部门。 在仪式
上Michał Kawalec宣誓就职带来了主题
为“警察的历史与传统” 的演讲。弗罗茨
瓦夫省警察总部警察管弦乐队为仪式演奏
音乐。

雅盖隆大学墨西哥中心
2019-02-28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与最大的拉丁美洲大
学墨西哥国立大学开展合作并在雅盖隆大
学开设了墨西哥中心。 墨西哥中心的主
要目标是传播墨西哥科学和文化、进行学
生交流、专攻实验、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墨
西哥研究人员的会议。 在墨西哥中心落
成典礼之前Ryszard Schnepf博士为美国
研究所和波兰侨民学院的学生准备了主题
为“美国—美洲：实验时间”的讲座。 雅
盖隆大学校长Wojciech Nowak教授和墨
西哥驻波兰共和国大使Alejandro Negrín 
Muñoza出席了雅盖隆大学墨西哥中心开
幕仪式。

西里西亚大学慈善活动
2019-02-28
西里西亚大学Al-Asabiya阿拉伯学科学
圈组织了第三届慈善活动。活动将于3月5
日和6日在Sosnowiec的语言学院举行，
活动是为在伯利恒地区附近的Al Malat中
心的智力障碍患者筹集神经系统检查的资
金。 慈善活动包括自制中东糕点、菜肴、
饮品的集市、书籍展、中东风格手上作
画、阿拉伯书法和拍卖贵重物品。活动与
由Palestyna Art Alert执行的中东音乐会
和Josefa Sh'hady诗之夜共同举行。 慈
善活动针对大学生和中心学生。参加活动
可能有助于培养敏感性，对各种文化的开
放性，对世界的好奇心和一般知识。参与
活动可通过电子邮件alasabiya@gmail.
com报名。

玛丽亚居里罗多夫斯卡大学猫
头鹰之夜
2019-02-28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罗多夫斯卡大学生物与
生物技术学院邀请各位参加猫头鹰之夜，
互动将于2019年3月16日16:30开始持续至
3月17日。 玛丽亚居里罗多夫斯卡大学新
闻办公室BeataWielowińska-Pawlak通知
通知道：“活动第一部分为研讨会，研讨
会期间将讨论在波兰和卢布林居住的鸟类
种类，包括学习发布猫头鹰的声音和关于
猫头鹰的知识竞赛。 活动参与者将能够熟
悉鸟类学文献或获取野外生物设备，甚至
可以抚摸猫头鹰。” 活动第二部分是夜间
旅行，在这一部分能够看到森林的夜生活
以及在自然环境中听到和看到猫头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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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吸引美国学生到波兰大
学？”会议
2019-03-01
国家学术交流局和波兰 - 美国富布赖特委
员会将于2019年3月8日在华沙举办一个
关于直接国际化系列的会议，会议主题
为“如何吸引美国学生到波兰大学？” 
会议包括来自美国的客人的演讲以及与
美国合作的专家以及成功发展这种合作
的大学代表。 与会者将了解波兰与美国
在科学和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以及国
家学术交流局和富布赖特委员会为发展
这种合作提供的工具和机会。 更多信
息： https://nawa.gov.pl/promocja-i-
targi/warsztaty-i-szkolenia/cykl-direct-
to-internationalization/76-direct-to-
internationalization-3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是第四届健
康挑战大会赞助方
2019-03-01
第四届健康挑战大会将于7月8日在卡托
维兹举行，会议最重要的主题为医疗保健
系统的发展方向、医疗保健资金、医疗
领域创新。 组织方宣布大会将分为五个
板块进行：健康政策、财务和管理、治
疗、医学和教育新技术。大会的主要思
路是挑战，在医学的各个领域都面对治
疗专家，以及组织和资金，必须符合决
策者塑身保健系统。 医学学科、科学、
经济、商业、金融、保险市场、非政府
组织、政治学、公共管理和当地政府和
媒体的代表和著名专家将出席会议。 更
多信息： https://sum.edu.pl/uczelnia/
wiadomosci-z-zycia-uczelni/9465-
iv-kongres-wyzwan-zdrowotnych-
health-challenges-congress-hcc-w-
katowicach-7-8-marca-2019-r

托伦天文物理夏季项目
2019-03-01
托伦哥白尼大学第三届夏季天文物理夏季
项目已经开始招生。 计划面向来自波兰和
外国对于在托伦物理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
进行研究项目感兴趣的学生。今年的课程

中学生们可以从21个研究课题中进行选择
研究遥远星系中的恒星形成过程，量子纳
米光学，等离子体网络，原子钟应用和超
精密光学光谱学。 课程参与者还将有机
会每周听一次关于目前在物理学和天文学
中探索过的研究课题的科学讲座。演讲者
将是来自托伦的科学家和来自其他中心的
客人 。 更多信息： www.izyka.umk.pl/
taps

Alfred Forchel 教授在弗罗茨
瓦夫大学的讲座
2019-03-04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邀请各位于3月7日
参加世界著名物理学家Alfred Forchel教
授的公开讲座“半导体纳米光子学 - 机遇
和科学和应用的挑战”。 这将是最重要
的发现在所谓的领域的摘要。纳米光子学
半导体 - 涉及与在量子水平物质的光的相
互作用和基于它们的新的物理现象，有源
光电元件的结构，例如前向场作为光子集
成电路和量子通信。 Alfred Forchel教授
在斯图加特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1990
年，他成为了和维尔茨堡的朱利叶斯大
学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创
建了一个现代化的纳米结构和半导体器件
实验室。自2009年以来，他一直是这所
大学的校长。 更多信息： https://pwr.
edu.pl/uczelnia/aktualnosci/przed-
nami/interdyscyplinarne-seminarium-
naukowe-prof-alfred-forchel-686.html

4EU +联盟正在申请“欧洲大学”
2019-03-04
2019年2月28日，4EU +联盟在Erasmus +
计划资助的“欧洲大学”竞赛中提交了申
请。欧盟委员会将建立欧洲大学的联盟。
这是朝着建立欧洲教育领域迈出的关键一
步。 欧洲大学4EU +联盟联合六种价格全
面教育的研究型大学。 捷克查尔斯大学、
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国索邦大学和波兰华
沙大学于2018年3月10日在巴黎正式组成
了联盟4EU。 2018年10月初期建立了联合
战略长期合作。同月，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和意大利米兰大学加入了联盟。

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新研究领
域：乳制品
2019-03-04
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在2019/2020学年推
出了七个新的研究领域，其包括乳制品。
这个方向是对当地工业需求的回应。 卢
布林生命科学大学将与卢布林地区的区
域乳品合作社密切合作开展教育。 克拉
斯内斯塔夫区域乳品合作社总裁Tadeusz 
Badach在接受“选举报”的采访时说
道：“在与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校长的对
话中，我注意到了我们行业的一个问题：
代沟问题。这是关于乳制品行业缺乏专业
人士的问题。专家们渐渐老去而年轻人并
没有在这个领域继续深入研究。” 乳制品
方向教学将于2019年10月开始。卢布林
大学将教育大约30名乳制品行业的未来专
家。  

第四届卡托维兹心理测量会议
2019-03-04
西里西亚大学心理学研究所是卡托维兹心
理测量会议系列第四届全国科学会议的组
织者。 会议计划于3月14日和15日在科
学信息中心和学术图书馆举行，今年的主
题将集中讨论构建心理测试的问题。 会
议旨在反思多年来心理测量学中发生的变
化以及传播有关研究和诊断工具设计的最
佳策略的知识。 会议将有机会比较心理
测试的构建和调整所使用的方法，分析这
些工具在教育，商业和劳动力市场中的可
能应用，或者在准备此类测试时使用先进
的统计方法。 更多信息： http://www.
psychometria.katowice.us.ed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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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Arche基金会宣布举办奖学
金竞赛
2019-03-04
奖学金竞赛适用于目前大学本科三年级在
读、计划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习以及生物系
学院本硕连读第三、四年级的学生。 申
请奖学金应对诺达尔文主义进化理论及其
对智能设计理论立场感兴趣并且就“智能
设计理论对生物宏观演化的标准模型有哪
些挑战？”为主题撰写一篇论文。 基金
会每月将提供1200波兰兹罗提奖学金，从
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连续九个月支付
奖学金。 更多信息： https://enarche.
pl/wp-content/uploads/Regulamin-
Konkursu-1.pdf

Jerzy Buzek教授在西里西亚理
工大学的公开讲座“充满激情
的邂逅”
2019-03-05
Jerzy Buzek教授的 “充满激情的邂逅”系
列讲座将在西里西亚大学举行，其嘉宾将
成为能够激发学生成就和简历的人。活动
由学生自治政府和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博士
生大学理事会组织。 前总理和欧洲议会主
席等人在活动期间回忆了在西里西亚理工
大学的学习时间，他们确信西里西亚有未
来，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从来没有找到工作
的问题。 Jerzy Buzek教授于1963年毕业
于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后来他在格利维采
的波兰科学院化学工程研究所工作，获得
了技术科学博士学位。在1997  - 2001年期
间，他担任理事会主席。自2004年以来他
一直是欧洲议会的成员，2009年他担任该
机构的主席。

西波美拉尼亚大学获得欧洲研
究研究
2019-03-05
西波美拉尼亚大学法学院在机械工程和什
切青技术的机电一体化进行了两次课程：
材料工程和运输。课程获得了EUR-ACE欧
洲研究证书。 证书有效期为5年。证书证
明了大学的高质量教育，而且这种教育是

按照专业机构和认证程序制定的标准进行
的是基于学习成果。 EUR ACE证书是由欧
洲网络工程认证准备了证书。其中很重要
雇主谁接收，确保在知识，理解和实际操
作技能方面的候选人的能力都符合按照公
认的欧洲标准和原则，在工程教育领域的
国际标准。

第三十一届展望国际教育沙龙
2019-03-05
2019年3月8日至9日第三十一届展望国际
教育沙龙将在华沙文化科学宫举行，活动
主题为高等院校、外国学校和出国留学。 
在展望国际教育沙龙期间年轻人不仅可以
谈论和了解参加各种教育的机会还可以参
加广泛的会议，研讨会和演讲。 各位参
展教育机构将展示高等教育、职业高中华
沙和马佐夫舍省高中和技术人员的教育机
会，提供奖学金计划，组织实习，教育出
版物和科学辅助生产者的各种机会。 活动
包括由大使馆，教育机构和外国高等教育
机构的代表在国外展示学习机会。

西里西亚省省长将共同资助区
域知识研究生研究
2019-03-06
西里西亚省省长已经确认将为下一届两学
期跨学科的区域知识研究生课程的教师
提供共同资助。接受申请将持续至3月12
日。 这些研究针对对西里西亚和西里西亚
省特别感兴趣的人士。毕业生将具备使用
有效和有吸引力的方法和学术形式的教育
形式的能力。 在西里西亚重要地点的研讨
班上将开展与学生，城市旅游和了解该地
区知识。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将使他们更容
易发挥区域教育领导者的作用，创建与西
里西亚知识相关的原始区域课程，区域课
程和其他形式的教育。 更多信息： www.
fil.us.edu.pl/studia-podyplomowe/
podyplomowe-studia-z-wiedzy-o-
regionie.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秘鲁日
2019-03-06
西班牙世界大教堂、卢布林天主教大学
政治和国际关系、西班牙 - 波兰圈和秘鲁
驻卢布林共和国名誉领事共同邀请各位于
2019年3月7日参加在卢布林天主教大学举
行的秘鲁日活动。 活动在秘鲁共和国名誉
领事馆在卢布林举行之际举办的。 活动包
括开放的图片展览 “秘鲁非常接近”而且
还有一系列专门针对秘鲁的公开讲座。 秘
鲁驻波兰大使Alberto Salas Barahona
将带来关于波兰与秘鲁关系的讲座。 来自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西班牙系的Pablo de 
la Fuente将谈论波兰与秘鲁的足球对抗
（1977年，1978年，1982年）

格丁尼亚海事大学与
Experyment科学中心合作
2019-03-06
格 丁 尼 亚 海 事 大 学 与 E x p e r y m e n t 
Science Center签署了合作协议，合作协
议支持普及科学和知识，交流教学经验，
组织联合教育和科学项目。 协议双方将组
织普及活动，推广科学和实质性合作，组
织独立组织的活动，促进经验交流，发展
教学过程。 学生们可以参加在中心进行的
实习和实习，以及准备他们的学士和硕士
论文以及出版物，教育和发展项目。 作为
波兰、欧洲和其他项目的一部分，合作伙
伴将合作获得资金，并通过他们自己的信
息渠道为联合活动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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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农业专员访问了克拉科夫
农业大学
2019-03-06
由欧盟农业和农村发展专员Phil Hogan领
导的欧洲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了克拉科夫农
业大学并会见了大学管理层。 会议专门介
绍了克拉科夫农业大学的研究方向和教学
法。 根据大学提供的信息，Phil Hogan专
员对所讨论的问题印象深刻，并表示愿意
加强合作，实施合资企业。 他还邀请科学
家和学生访问布鲁塞尔。“ Phil Hogan强
调了在克拉科夫农业大学进行的高质量研
究。 他还介绍了共同农业政策新观点的假
设并讨论了有关农业融资原则的计划。

华沙俄罗斯科学与文化中心为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提供的手册
2019-03-07
在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开设的Matrioszka学
生科学俱乐部接受了华沙俄罗斯科学与文
化中心提供的手册。这是对科学俱乐部的
支持，俱乐部成员于去年12月访问了该中
心。 学生们收到了几十本用于学习俄语
的教科书，其中包括俄罗斯科学辅助工具
的精美版本，这些在波兰市场上几乎找不
到。科学俱乐部成员希望教科书能够鼓励
学生学习俄语，学习俄语文学和艺术，以
及在商业联系中发挥作用。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正在申
请成为欧洲大学
2019-03-07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与来自欧洲的七所
大学一起，作为EPICUR（欧洲创新校园统
一区域合作伙伴关系）联盟的一部分正在
申请成为欧洲大学。 欧洲大学的想法是法
国总统Emmanuel Macron提出的欧洲大
学与联合研究计划和文凭的网络的建立，
共同开展先进的研究的想法。大学将从下
一学年开始工作。该项目由Erasmus +计
划“欧洲大学”资助。 在联盟UAM的合
作伙伴是斯特拉斯堡大学和法国上阿尔萨
斯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弗赖堡卡
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德国阿尔伯特- 路德维
希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和希腊萨洛尼

卡亚里士多德大学。 更多信息： https://
amu.edu.pl/dla-mediow/komunikaty-
prasowe/uam-w-konsorcjum-epicur-
ubiega-sie-o-status-uniwersytetu-
europejskiego

AGH科技大学诞辰100周年
2019-03-07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在100周年庆祝
活动时宣布了一场包含大学主题的犯罪
故事比赛。比赛是开放式比赛，面向在
这 方 面 尝 试 的 专 业 创 作 者 和 业 余 爱 好
者。比赛中挑选出来的最校园有趣的将
整 理 收 集 在 一 个 共 同 的 故 事 集 中 并 在
AGH科技大学校园中展出。 故事参考
AGH的百年历史并考虑其中一个选定的
主题，其中包括实验室，普罗米修斯超
级计算机，Barbórka，Juwenal ia，
科学俱乐部，校园或学生城的活动。 更
多信息： https://www.agh.edu.pl/
ileadmin/default/templates/images/
Aktualnosci/aktualnosci/_2019/0603/
R e g u l a m i n _ k o n k u r s u _ K r y m i n a l _
na_100-lecie_AGH.pdf

Madeleine Albright教授访问
华沙大学
2019-03-07
2 0 1 9 年 3 月 8 日 将 在 前 华 沙 大 学 图 书
馆礼堂接待Madeleine Albright教
授。Madeleine Albright教授是一名美国
外交官，也是历史上第一位担任美国国务
卿的女性。 Madeleine Albright教授此
次访问华沙与她去年出版的波兰语版“法
西斯主义警告“一书有关。 Madeleine 
Albright教授在1997  -  2001年间担任美国
国务卿职务，由Bill Clinton总统提提名。
早年间Madeleine Albright教授在白宫工
作并处理外交政策。她也是Smithsonian 
Institution国际中心的成员以及美国驻联合
国大使。 与Madeleine Albright教授的会
面将以英语进行可以使用耳机收听翻译。 
更多信息： https://www.facebook.
com/events/728088804258060/

克罗斯诺州立高等职业学校开
设硕士学位课程
2019-03-07
今年是克罗斯诺州立高等职业学校第一年
开设硕士学位课程。 克罗斯诺州立高等职
业学校校长Grzegorz Przebinda教授在
就职典礼时说道：“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开始在我们学校发
展的新阶段：研究生课程。这是教育部对
学校的欣赏也证明了学校在高等教育系统
和地区的地位”。 克罗斯诺州立高等职业
学校硕士研究课程的开始是对区域经济需
求的回应，课程针对准备在生产和服务工
厂，科研中心，设计和咨询公司工作的人
士。硕士课程“产品工程师”共招收了114
名学生。

尼萨国家高等职业学校成立建
筑模型工作室
2019-03-07
尼萨国家高等职业学校技术科学研究成立
新的工作室建筑模型工作室。学生们可以
创建自己的不同类型的建筑和城市综合体
的模式。 在新的实验中学生们可以接触到
先进的设备模型装配，其中包括：数控铣
床，小型室内漆了一套压缩机和喷枪，木
材和塑料，以及其他微型工具的处理功率
造型。 实验室建筑模型完美地补充了教育
基础设施架构、实验室建筑材料、绘画工
作室、绘画工作室、雕塑工作室、配有专
门的CAD和CAE和工作室为学生计算机实
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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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Michał 
Puszczyński博士获得富布赖特
高级奖
2019-03-08
来自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陶瓷和玻璃学院
的Michał Puszczyński博士在2019/2020
学年获得了富布赖特高级奖。 富布赖特高
级奖是波兰科学机构的科研人员在美国实
施自己的研究项目的奖学金。研究人员在
美国逗留期间持续3至9个月，奖学金持有
人在美国大学，研究所，政府机构或非政
府组织实施自己的研究项目。 在2019-20
学年波兰- 美国富布赖特委员会在80份申请
中选取了21份申请。奖学金由美国国务院
和波兰科学与高等教育部资助。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与埃尔布隆
格第二高中将组成一个学术课
程
2019-03-08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与埃尔
布隆格第二高中签署了一项关于合作创建
学术课程的协议，协议旨在促进企业家的
态度和活动。 根据合作协议，学生将在
2019/2020学年扩大他们在经济科学和经
济知识领域的知识。所有与经济主题，创
业或财务相关的课程将由理工学院的员工
在埃尔布隆格第二高中进行。研讨会和实
验室课程将在大学以英语进行。 管理和经
济学院与埃尔布隆格第二高中合作多年，
包括为来自瓦尔米亚- 马祖里省和波美拉尼
亚省的学生组织“我们了解银行”竞赛。
竞赛测试学生们对金融市场，企业家精神
和经济学运作的了解。

卢布林2018劳雷尔学术期刊联
欢晚会
2019-03-08
卢布林玛丽·居里罗多夫斯卡大学、卢布
林天主教大学共同组织了2018学术桂冠
新闻联欢晚会，会议将于2019年3月11日
今年在卢布林皇家法庭举行，活动期间
还将举行辩论会：“地方媒体和民间社
会”。 卢布林玛丽·居里罗多夫斯卡大

学新闻发言人Katarzyna Skałecka通知
道：“学术桂冠记者（AKLAUD）成立于
2014年，每年评选给予人与学术活动链接
媒体合作。该奖项分为两类：AKLAUD和
AKLAUDMŁODYCH。” 颁奖仪式将与辩
论赛同时举行，卢布林媒体和当地政府的
代表将出席活动。在活动期间受邀嘉宾将
参考当地媒体与个人，团体和社区之间的
关系问题，以及媒体在卢布林中的作用，
以确定社会共存的原则并培训未来的记
者。

罗兹科技大学“人力资源卓越
研究”
2019-03-11
欧盟委员会授予罗兹科技大学在接下来的
几年中使用“人力资源卓越研究”奖项的
权利。之前欧盟委员会接受了关于迄今为
止开展的活动的实施情况的报告以及关于
更新的“2018  -  2021年行动计划”的提
议。 罗兹科技大学校长Sławomir Wiak教
授说：“人力资源卓越研究的区别表明罗
兹科技大学动态适应科学家的需求，努力
为他们提供最佳的研究条件。我们在国际
上被公认为可靠的合作伙伴，能够提供高
标准的就业和研究水平。” 罗兹科技大学
是波兰第一所实施研究人员人力资源战略
的技术大学。早在2016年罗兹科技大学就
获得了著名的“人力资源卓越研究”奖。

奥波莱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学生
获得全波兰税法竞赛第二名
2019-03-11
毕业于奥波莱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的Filip 
Kwaśniak在全波兰“MDDP＆OSF Tax 
Everest波兰税法领域撰写硕士论文学术锦
标赛”比赛中获得第二名。 第四届竞赛在
托伦哥白尼大学法律和管理学院举行，比
赛期间评委赞赏了硕士论文“税法中行政
和刑罚制裁的融合”。 来自波兰所有学术
中心的34篇硕士论文提交参加竞赛，其中
7篇论文伦进入决赛。评委会由波兰税法学
说和实践的杰出代表组成。

西里西亚大学第二十三届Pi日
2019-03-11
西里西亚大学数学、物理和化学系于3月份
组织了Pi日活动。活动计划包括有趣的科
普讲座，各种研讨会，以及有奖项的表演
和比赛。 今年的活动将于2019年3月14日
开始9：42分开始（9.42等于3 乘以3.14）
。这个特殊的数字不是偶然选择的，它代
表着3月14日的美国记录。3.14是数字π的
前三位数。庆祝这个节日的想法是在1988
年由美国提出。 今年的活动将在西里西亚
的大学第十三次举办，会议将在卡托维兹
大学的校园内举行。活动将从3月14日持
续至3月15 日。活动期间Paweł Walczak
教授将带来主题为“关于多边形和多面体
的三角剖分”讲座。 更多信息： http://
swietopi.pl/

Koźmiński教授：大学想要培
育精英
2019-03-11
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校长Andrzej K. 
Koźmiński教授在接受共和报的采访时说
道：“在竞争激烈的条件下，有必要使大
学和研究中心的管理专业化。” Andrzej 
K. Koźmiński教授认为，大学管理和研究
中心的专业化需要一方面确定评估标准和
大学和科学单位成功（也包括财务）的衡
量标准，另一方面需要组建一组高等教育
和科学的职业经理人。 在他看来，这个群
体将受到那些在学术工作的某个阶段（例
如，在获得博士学位或博士后学位）后决
定管理职业的人的兴趣，这应该是足够有
吸引力和稳定的。 Andrzej K. Koźmiński
教授涉及到精英培训问题及其融资方式的
整篇文章可通过以下链接查看： https://
w w w . r p . p l / O p i n i e / 3 0 2 2 8 9 8 4 7 -
Uczelnie-chca---ksztalcic-elity.html



583

Kazimierz Furtak教授成为凯
尔采科技大学名誉博士
2019-03-11
凯尔采科技大学授予Kazimierz Furtak教授
名誉模式学位。Kazimierz Furtak于2008  
-  2012年和2012-2016年间担任克拉科夫
科技大学校长。 Kazimierz Furtak教授是
土木工程领域的杰出专家。他专门研究与
建筑和材料研究，桥梁和隧道建设，混凝
土和木结构，桥梁结构的加固和现代化相
关的问题。他的科学活动介绍了使用板条
接头的钢梁桥梁桥面钢筋混凝土组合的波
兰桥技术。 从2017年起，他担任中央学位
和职称委员会主席。他还担任波兰学术研
究院技术科学委员会主席以及波兰科学院
土木与水利工程委员会主席。

什切青“女性在组织和文化机
构地位和作用”会议
2019-03-11
什切青大学组织社会学研究所、波兰社会
学协会和公共图书馆共同邀请各位于3月12
日参加举什切青分公司管理社会学系举行
的全国科学大会“女性在组织和文化机构
中作为经理，活动家，艺术家的作用”。 
会议将致力于在广义上理解文化，包括艺
术，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妇女组织和机构
的地位，作用和活动。活动将于9:30在公
共图书馆开始。 会议组织方宣布将在会议
期间试图解答以下问题： 女性文化活动的
特点是什么？ 她们对文化艺术组织和机构
的发展有何贡献？ 她们的文化管理与男性
的方法不同吗？

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实施“第
三大学使命”计划项目
2019-03-12
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化学系启动了“化学
方式：教学、经验、理解、使用、启发”
项目，项目将持续至2020年11月30日。 卢
布林生命科学大学将与教育实体合作为卢
布林地区的190名高中生开展一系列教育和
研究活动。卢布林大学将执行“第三大学
使命”项目，项目是与社会经济环境广泛
合作的一部分。 项目旨在激发学生的认知

好奇心，激发创造性思维，自我假设和学
习结论，鼓励进一步的教育和工程专业的
选择。

什切青大学获得天才大学比赛
2019-03-12
什切青大学在展望出版社举办的2019天才
大学比赛获得第三名。#SuperTeamUS
活动在“社交媒体大学”类别中获奖。 
#SuperTeamUS的目标是选择一个图像用
于支持招募活动的小组。获奖团队的图片
被用于大学的信息手册中，它们被放置在
宣传教育提供的印刷材料上，网站和社交
媒体上，小组成员代表大学与高中毕业生
会面， 天才大学是大学创意招聘活动的竞
赛。竞赛包括以下类别：新闻广告支持招
聘、招聘支持活动、社交媒体活动、内容
营销、招聘网站、在线视频、促销小工具
由每天处理营销、广告和社交媒体的专家
评估。

弗罗茨瓦夫体育大学获得了人
力资源卓越研究徽标
2019-03-12
欧洲委员会授予弗罗茨瓦夫体育学院“人
力资源卓越研究”徽标。获得徽标的科学
单位承诺为研究人员创造有利的工作条
件，职业发展和透明的招聘流程。 人力
资源卓越研究标志颁发给通过实施“欧洲
研究人员宪章”和“招募研究人员行为准
则”原则的机构，用于创造一个友好的工
作和发展环境。 获得徽标是对机构在科学
贡献方面的认可、支持国际组织和科学家
之间的推广、国际奖学金竞赛中的大学奖
金、国家科学中心、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
的竞赛以及科学和高等教育部资金的科学
融资计划。

西里西亚技术大学校长与弗罗
茨瓦夫政府代表会面
2019-03-12
弗 罗 茨 瓦 夫 科 技 大 学 校 长
Cezary  Madryas教授与耶莱尼亚古拉市
长Jerzy Łużniaki、莱格尼察市长Tadeusz 
K r z a k o w s k i 、 瓦 乌 布 日 市 长 R o m a n 

Szełemej及下西里西亚省省长Cezary 
Przybylski会面并举行了会议 组织与发展副
校长Jerzy Jasieńk教授、耶莱尼亚古拉弗
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分校教学副校长Andrzej 
Dziedzic教授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决定
了修改和适应当前经济需要的大学分支机
构的课程，其中包括通过推出符合当地行
业需求的专业。 活动由城市和大学的城
市共同进行。会议所决定的新专业招生将
于2020年开始，新专业的第一批学生将于
2020年10月1日开始学习。

916万兹罗提用于大学员工加薪
2019-03-12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拨款超过916百万兹罗提
用于提高大学员工工资。 根据科学部提供
的信息，除了去年年底分配的额外资金及
国家国债外还为实施“科学宪法”有关的
大学拨发了另一笔资金。 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指出，现在所拨发的金额不是用于提高
学术教师最低工资。自今年1月起最低工资
已经上调。大学员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在“
科学宪法”中有明确规定，如何分配拨发
资金由大学自主决定。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新课
程：抵制家庭暴力
2019-03-12
截止至3月31日比得哥什大学硕士研究生
新课程抵制家庭暴力将结束招生。这些都
是完善的研究，他们的完成将使毕业生准
备申请反对家庭暴力领域的专家证书。 研
究学生熟悉的理论尤其是与法律知识和预
防家庭暴力的做法，配备必要的与人遭受
家庭暴力和暴力犯罪者工作的人际交往能
力。 学生们将掌握分析造成家庭暴力的现
象的原因、使用方法技术和干预措施、防
止暴力事件的肇事者评估的能力和技能，
组织提供心理支持的受虐待的儿童和解决
在预防家庭暴力领域的问题而采取的行动
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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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舒夫大学理事会
2019-03-13
热舒夫大学理事会已经张正式启动，大
学理事会是大学的合议协商机构。 第一
届理事会的任期将持续至2020年12月31
日。 按照科学宪法规定，理事会由以下
成员组成：喀尔巴阡山商务俱乐部主席
Małgorzata Kucharska、Sanoi波兰分
公司董事Marek Ruchała、万楚特城堡博
物馆主任Wit Karol Wojtowicz、热舒夫大
学Józef Kierski教授、Jolanta Pasterska 
教授、热舒夫大学Jacek Tabarkiewicz
博士、热舒夫大学学生自治主席Kamila 
Sikorska 。 热舒夫大学校长Sylwester 
Czopek说到：“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
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如此杰出的代表已经
同意支持热舒夫大学。我相信在他们的帮
助下我们的大学将成功的是实现自己的使
命，大学的贡献不仅仅针对于喀尔巴阡山
地区。”

“信息安全管理和个人数据保
护”研究生课程
2019-03-13
华沙农业大学将于今年推出新研究生课
程“个人数据的信息安全和保护的管理”
，课程招生将于三月份进行。 研究针对
企业，其活性就业人员下降RODO和那里
有对信息安全要求高，计划扩大数据保护
官（DPO）的功能，指定在中央和地方政
府的单位实行通用数据保护条例RODO。 
根据华沙农业大学提供的信息，研究将能
够在面对当今企业和组织的信息安全管理
领域的实际，有效和高效的执行挑战的准
备。毕业准备数据保护主管的位置，或者
负责组织信息安全的人。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森林科学
圈的学生获得奖项
2019-03-13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森林科学圈的学生获
得了“2018年森林机构”、“橡树森林检
查”。所颁发的奖项有近100年的历史，
奖项涵盖很多领域，其中包括大学和国家
奖项。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森林科学圈的

学生获奖表明在许多学生年代形成了积极
的态度组织科研阵营，刺激与林业和林农
轮的学院历史纪念相关的林业和承担的社
会活动的学生。 奖项赞赏了十几个部门的
专业知识、为学生人才的发展创造了积极
的条件。这是对专业、科学和组织的成功
带来了回报，以及波兹南林业部门的可识
别，扎实和良好展示的认可。

第十八届全国教育会议“学校
的成长”
2019-03-13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哲学人类学、法哲学
系 、 与 国 家 教 育 学 院 的 基 金 会 S e r v i r e 
Veritati一起组织卢布林十八届全国会议“
学校教育”，会议将于2019年3月16日举
行。 在活动期间Bogdan Czupryna博
士将带来主题为“学校作为一个提升学生
成熟的环境，是什么决定了学校教育的有
效性？”以及来自华沙红衣主教大学的
Marek Dziewicki 博士将带来关于在教育
传播中的同情和自信问题的讨论。 会议第
二部分讨论家长与的学校关系“当代教师
的类型”，这是在“学校-家长- 消费者”
讲座中的提出的问题。 将由来自卢布林教
师培训中心的Jacek BANAŚ 硕士主持这
一部分的活动。

华沙大学新课程
2019-03-13
华沙大学第三学期开放招生工作即将开
始，共有275种课程可供选择，其中包括
79种新课程。新课程适用于所有16岁以上
的人士。 华沙涉及从人文科学到自然科学
和精确科学的各种问题。提供的课程代表
六个知识领域：文化和思想、世界语言、
人与社会、法律、商业和IT、科学与环境、
娱乐和爱好。 在新课程中可以选择： 在
世界镜子里的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女性、
瓦帕、奉献者、图标； 情商研讨会：感
觉、认知； 假期葡萄牙语（A1级）；葡
萄牙； 受特别保护的人群：食品消费者； 
设计过程中的创造力； 初级绘画。 更多信
息： https://www.uo.uw.edu.pl/

科沙林科技大学将与格鲁琼兹
军事装备工厂合作
2019-03-13
科沙林科技大学与格鲁琼兹的军事装备工
厂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机械
学院电子和计算机科学系以及经济科学系
的学生将有机会在工厂实习。 科技大学已
与各实体签订了150多份实习和实习合同，
格鲁琼兹军事装备工厂是军备行业的第一
家实体。合作协议的签署将促成在格鲁琼
兹开设科沙林科技大学分校一事。 格鲁琼
兹军事装备工厂自1960年开始运营，是一
家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公司，为波兰军队和
外国合作伙伴实现订单。 格鲁琼兹军事
装备工厂作为导弹防御技术的专业从事国
际军备市场。格鲁琼兹军事装备工厂致力
于导弹武器的现代化和防空导弹装置的翻
新。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的科学家在
Progres3竞赛中获奖
2019-03-14
卡 托 维 兹 经 济 大 学 科 学 家 的 论 文 在
Progres3竞赛中评为2018最佳博士论文。 
在“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类别中
Grzegorz Krawczyk博士的论文“公共采
购系统对波兰运输市场运作的影响”获得
了奖项。 AleksandraSabo-Zielonka的“
决策于一体的现代化仓库拣货单的规划模
型”论文在“信息技术与电气工程”类别
中获得了二等奖。 在“健康市场”的类别
中Szymaniec-Mlickiej博士的论文“在其
运作的公共实体愈合的例子效率组织的战
略方向的影响”获得了三等奖。 Progres3
联盟由波兰与捷克的大学组成：摩拉维亚--
西里西亚、日利纳、特伦钦、班斯卡- 比斯
特里察、西里西亚和奥波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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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韦斯托克大学“3月科学
会议”
2019-03-14
2019年3月21日至23日期间将在比亚韦斯
托克大学开放日举行“三月科学会议活
动，活动包括研讨会、讲座、放映、参观
科学实验室等。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发言人
Katarzyna Dziedzik说道：“孩子以及他
们的父母或监护人将为找到一些有趣的东
西。物理学院邀请各位参加有关引力波的
讲座。化学专家们邀请各位参加化学实践
课程，他们将为未来的科学家们竭尽所能
提供服务。学校还为波兰化学学会成立100
周年和元素周期表150周年纪念艺术比赛做
了准备。生物学家将讲述人类历史上的重
大流行病。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准备了
关于摄影，机器人和计算机的研讨会。”

格但斯克大学研究员获得
Fullbright奖学金
2019-03-14
来 自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海 洋 研 究 所 的
AgataWeydmann-Zwolicka博士成为波
兰-美国富布赖特委员会在2019/20高级奖
项的奖学金获得者。 Agata Weydmann-
Zwolicka博士与海洋科学系在康涅狄格大
学的研究所系统基因组学的科学家合作，
将共同实行“鉴定对北极浮游动物的影
响：现代基因组学方法的应用”项目。 项
目研究气候变化和所谓的气候变化的影响 
北极大西洋对Westpipeberge地区浮游
动物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将大西洋起源的
水和其携带的浮游生物运送到北极。将特
别强调对分类不足的分类群以及那些数量
和生物量可能随全球变暖而变化的群体。 
更多信息： https://ug.edu.pl/media/
aktualnosci/86513/dr_hab_agata_
weydmann-zwol icka_laureatka_
stypendium_polsko-amerykanskiej_
komisji_fulbrighta  

罗兹大学授予Joachim 
Gauck荣誉博士学位
2019-03-14
罗兹大学决定授予德国前总统Joachim 
Gauck荣誉博士学位。仪式将于2019年
5月24日举行。授予仪式将由罗兹大学
校董会进行。 德国罗兹大学语言学院院
长Joanna Jabłkowska教授说道：“ 
Joachim Gauck认为前东德的公民应该
正视他们的过去，并试图了解自己。他知
道这种批判性的反思是必须的。前异议
人士也无法在新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位
置，今天他们属于“统一的受害者”“
。 Joachim Gauck是联邦斯塔西档案办
公室（高斯研究所）前任主席。2012年3
月，他当选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联
邦斯塔西档案办公室一直持续到2017年3
月。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与社会
保险机构合作
2019-03-14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与社会保险机构
（ZUS）签署了合作协议。协议扩大了两
个机构的合作领域，并将持续两年。 合作
协议正式确定了法律，行政和管理研究所
与社会保险机构之间的合作。作为其中的
一部分，学生们从社会保障领域的其他讲
座和课程中受益。现在合作领域将更加广
泛，其中包括：组织会议和研讨会，实施
联合研究和开发项目，组织学徒和实习，
以及在行业出版物中为大学雇员出版的可
能性。 双方将开展旨在传播保险和项目实
施知识的活动：“社会保险- ZUS教育”。

卢布林玛利亚居里罗多夫斯卡
大学与军事反情报局合作
2019-03-15
0 1 9 年 3 月 1 5 日 星 期 五 卢 布 林 的 卢 布 林
玛 利 亚 居 里 罗 多 夫 斯 卡 大 学 将 与 军 事
反 情 报 局 （ S K W ） 签 署 了 合 作 协 议 。
合作协议由亚居里罗多夫斯卡大学校长
StanisławMichałowski教授和军事反情报
局SKW负责人Maciej Materka共同签署。 
玛利亚居里罗多夫斯卡大学新闻办公室发

言人Katarzyna Skałecka通知道：“双方
的合作意图是承担和发展当前和未来干部
教育领域的合作，处理广泛了解的安全问
题”。 根据协议规定，玛利亚居里罗多夫
斯卡大学与军事反情报局SKW将共同开展
活动，提高人们对保护波兰免受当代威胁
的可能性的认识。

反抄袭系统
2019-03-15
国家研究所信息处理中心通知道：“自
2019年初以来已有超过40000份毕业论文
在反抄袭系统（JSA）中进行过测试”。 
反抄袭系统JSA负责检查在答辩之前提交
的毕业论文。反抄袭系统不会预先判断论
文是否存在抄袭，但是它可以作为支持论
文审核者的有用工具。 现有的反抄袭系统
JSA用户来自216所大学。波兹南理工大
学、热舒夫科技大学、 华沙理工大学、克
拉科夫理工大学和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使用
此系统最为频繁。（每所大学要审阅1000
到近2500份论文）。 JSA应科学部要求在
国家研究所信息处理中心建立。 根据2019
年1月1日对“高等教育法”的修订，每份
毕业论文必须在JSA中进行检查。

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参与国
际项目“水和谐”
2019-03-15
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参与了“水
和谐”国际项目，项目作为地平线2020计
划的一部分实施的。 项目于今年开始实施
并将持续3年。 整个项目的预算为200万欧
元。 波兰部分的预算是为800000兹罗提。 
项目由挪威，以色列，美国，新加坡，中
国，罗马尼亚，澳大利亚和波兰以及瑞典
科学研究所的大学参加。 瓦尔米亚- 马祖
里大学环境科学与农业院化学系主任Lech 
Smoczyński教授是项目的波兰部分协调
员。他强调道：“这个项目可以以一种简
单的方式理解：使用尽可能少的水，尽可
能少地破坏它，即污染和最好地关闭水循
环等有效的废水处理。 在这个项目中，我
们想要展示如何关闭各种水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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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大使访问克拉科夫雅
盖隆大学
2019-03-15
马来西亚驻波兰大使Chitry Devi Ramiah
在访问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期间与与雅盖
隆大学校长Wojciech Nowak教授进行了
会谈。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将和马来西亚
大学之间在欧洲研究，医学和化学领域展
开合作发展。 双方在会谈期间还提出了有
关波兰和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问题，两国
大学开展的研究领域，以及学生和员工的
交换问题。 Chitra Devi Ramiah于2018年
4月17日出任马来西亚驻波兰大使馆大使。 
她毕业于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和公共管
理。她曾担任东帝汶大使和印度总领事。

“面对有利现实的当代人” 跨
学科会议
2019-03-15
西里西亚大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系博士生政
府学院理事会和社会教育学系邀各位您参
加跨学科会议“面对有利现实的当代人”
。 会议旨在从个人以及集体和机构所面临
的挑战的角度，就现代世界的人类功能进
行多方面的意见和经验交流。 会议主题包
括： 现代家庭的形状和功能； 人类功能
的文化决定因素； 阴影和现代世界老年人
的魅力； 人类的疾病和健康； 社会适应
不良的个人和媒体的运作问题 ：现代人的
机会或威胁？ 可通过以下电子邮件申请参
加会议：konferencja.czlowiek2019@
wp.pl。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
的“交通”应用
2019-03-15
来自比得哥什科技与生命科学大学应用计
算机科学一年级的学生Bartek Mróz创建
了KomByd应用程序，程序将帮助用户更
容易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该应用程序可以
从谷歌在线商店免费下载，可以按名称搜
索停靠点并显示公交车的实际出发时间，
还可以跟踪路线上其他站点的公交车起飞
时间并在地图上搜索站点， 通过该应用程
序，您还可以管理季票，软件将提醒您需

要延长票证的有效期。 该应用程序支持三
种语言版本：波兰语、英语和乌克兰语。  

Piotr Müller副部长：我们希望
科学家们专注于雄心勃勃的研究
2019-03-15
“科学宪法”的实施给学生和科学家带来的
变化在卢布林玛丽亚居里克拉多夫斯卡大
学政治学系会议期间变得更加紧密。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Müller是改革实施
小组的主席。 Piotr Müller副部长说道：“
改革允许使用科学资本，因为到目前为止，
科学家一直专注于出版许多作品，不一定
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我们希望科学家们
发表他们最重要的四项研究” 。 他补充
道：“我们要求大学每四年进行一次改革并
专注于雄心勃勃的研究，为公民带来成果”
。 高等教育和科学法律引入的变化之一是
大学可以加入联合会并在一个保护伞下执
行。Piotr Müller副部长表示他希望卢布林
大学也能建立这样一个联邦。

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
学建立科学与创新普及中心
2019-03-18
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新科学与
创新科学普及中心建设已经开始建设，预
计将于2021年完工。 中心的基本功能是
为瓦尔米亚- 马祖里省的居民中普及科学
和创新知识。 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校长
Aleksander Socha博士解释道：“我们
将华沙哥白尼科学中心作为典范，科学
与创建普及中心将针对儿童和成人提供服
务”。 项目预算为3300万兹罗提。其1660
万兹罗提来自瓦尔米亚- 马祖里区域运营计
划，1000万兹罗提来自瓦尔米亚- 马祖里
大学。

奥波莱大学 “法律意识作为青
少年安全的一种方式”计划
2019-03-18
奥波莱地区律师协会、奥波莱大学法律和
行政学院以及奥波莱省政府签署了一项
关于实施“法律意识作为青少年安全方
法”的合作协议。 协议签署方希望共同

努力，在学童意识中塑造对其他人的正确
态度，并尊重他们的权利。该计划是为了
满足诊断和与教师，学生和家长的访谈所
产生的需求而创建的，但最重要的是应对
涉及未成年人的越来越多的法庭案件。 合
作计划与学生在学校举行会议，为教师和
自愿父母举办讲习班，模拟学生的法庭听
证会以及召开会议。 更多信息： http://
w w w . u n i . o p o l e . p l / p a g e / 2 7 5 4 /
rusza-program-edukacji-prawnej-
nastolatkow    

Jan Blecharz教授在弗罗茨瓦
夫大学的公开讲座
2019-03-18
弗罗茨瓦夫大学心理学研究所邀请各位于
3月19日参加来自克拉科夫体育学院杰出
运动心理学家Jan Blecharz教授的公开
讲座。 Jan Blecharz教授是阿尔贝维尔
和盐湖城奥运会波兰队以及国家跳台滑雪
队的心理学家。他的讲座主题为“体育
冠军的心理方面”讲座。讲座期间将谈论
体育心理学的历史，主要目标和任务，并
试图回答为什么现代体育需要心理学的问
题。 两届奥运会冠军、三届世界杯金牌得
主Renata Mauer-Różańska将出席Jan 
Blecharz教授的公开讲座。

斯洛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大学新
的研究领域
2019-03-18
斯武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学院启动了一个新
的研究领域：网络空间工程。这些研究针
对在未来与处理网络安全的机构相关联或
想成为一名记者、广播、电视、在线主持
人的学生。 研究计划包括社会科学和个人
安全的基础知识、与广泛理解的网络安全
相关的程序和原则的知识、学习加密和解
密数据、安全信息系统与网络中的安全数
据传输。 研究将在两个专业中实现。具有
密码学和密码学元素的网络安全将使毕业
生能够为本地IT网络中的网络威胁创建安全
性并进行斗争，而网络媒体工程将提供所
有类型媒体功能领域的培训，其中包括处
理文本和图像处理的计算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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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国际agrafa设计会议
2019-03-18
卡托维兹美术学院邀请各位于4月4日至4
月5日参加第6届2019a graria国际设计大
会。活动计划对最新的学生成绩进行国际
评审并举办设计研讨会。 组织者宣布会议
期间将讨论如何利用21世纪的非凡可能性
提升设计，设计将考虑日常生活的外观，
在什么环境下我们将建立关系并接受挑战
并预测设计师在未来情景中将扮演什么样
的角色。 会议以一个共同的名字发生的
一系列设计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
纪90年代初期，当时组织了全国美术学
校学生平面设计评论。Agrafie自2007年
以来一直参与致力于平面设计任务的国际
会议。 更多信息： https://agrafa.asp.
katowice.pl/

华沙理工大学与Polimex-
Mostostal合作
2019-03-18
华沙科技大学校长Jan Szmidt教授与
Polimex-Mostostal董事会主席Krzysztof 
F igat以及Pol imex-Mostostal副总裁
Przemysław Janiszewski签署了科技合作
协议。 合作将科学和研究潜力与波兰工程
和执行公司领导者的实践知识和经验相结
合，有助于发展能力，促进建筑，能源，
石油，化学和天然气行业以及生产方面的
最佳实践。计划在许多领域开展合作，包
括教育，发展，投资和现代化项目。 合
作假定为华沙科技大学的最佳学生和毕
业生实施奖学金计划，作为投资以建立
Polimex-Mostostal集团未来员工的主管人
员的支持。合作协议还规定了组织专门为
公司工程和技术人员提供的培训课程和研
究生课程的合作。

第十五届学生信息节
2019-03-18
2019年3月21日至23日将在克拉科夫AGH
科技大学举办第15届学生信息节。信息节
由学生组织。 每年信息节都有机会与有共
同兴趣的人建立有趣的熟人，开阔视野，
交换信息和观点。 第一节信息节由来自克

拉科夫四所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界的学生组
织：AGH科技大学，雅盖隆大学，克拉科
夫科技大学和经济大学。每年活动都会联
合来自波兰各地的专业IT专家和爱好者。 
更多信息： https://si.pl/

全国科学大会
2019-03-19
托伦的哥白尼大学将举行全国科学大会第
二次专门讨论博士学校的辩论地。会议将
介绍新“高等教育和科学法”最重要的变
化之一。 几年内波兰的科学水平将由现有
的博士生决定。这就是为什么创造条件进
行创造性的思想交流，确保参与最高水平
的科学研究以及与知名学者接触是如此重
要的原因。这些需求的答案是成为波兰的
全新机构。 在3月20日的辩论中各大学的
代表将展示他们的博士学校项目，交流经
验，并谈论转变为博士教育方法所带来的
挑战和机遇。讨论还将涉及组织结构，几
所大学的联合学校，教育计划，招聘和评
估规则。

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青年化学
活动
2019-03-19
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向高中生提供自由课
程，课程旨在实践化学和发展创造性思
维。 160名高中生将参加科恒，课程包括
一系列研讨会。在课程期间将在卢布林生
命科学大学化学系的实验室进行实验。 来
自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化学系Jadwiga 
Stachowicz博士在接受Eska广播电台的对
话时强调：“研讨会旨在激发学生对实验
室工作的认知好奇心和兴趣，以及以与理
论本身不同的方式学习化学。”

卢布林居里夫人罗多夫斯卡大
学开放日
2019-03-19
卢布林居里夫人罗多夫斯卡大学于2019年
3月22日邀请各位参加针对大学开放日。 
来自居里夫人罗多夫斯卡大学新闻办公室
的Katarzyna Skałecka说道：“在大学开
放日期间将提供其教育课程让学生熟悉招

聘过程和学习考生的要求。毕业生还将看
到演讲厅外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如何在
居里夫人罗多夫斯卡大学寻求激情。” 活
动计划还包括与克拉科夫地区考试委员会
的代表会面，他们将提供波兰语，数学和
外语考试的模块。 有关UMCS各个院系的
其他信息，主要计划和活动时间表，请访
问：www.drzwiotwarte.umcs.pl  

外国人学习波兰语新课程
2019-03-19
国 家 学 术 交 流 机 构 开 始 为 外 国 人 提 供
POLONISTA计划，为2019波兰语专业和
使用波兰语学习的大学生提供课程。 根据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提供的信息，计划旨在
世界范围内推广波兰语并支持外国人学习
波兰语课程。作为波兰研究和在外国学术
中心开展的课程的一部分，外国学生将可
以在波兰选定的公立大学学习一个学期或
两个学期的课程。 该计划面向外国波兰研
究，波兰研究或波兰项目的学生，作为斯
拉夫研究的一部分（波兰语言，波兰文化
和波兰知识领域）实施。波兰境外组织的
波兰语言文学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获奖者和
决赛选手也可以申请参加该计划。 更多信
息： https://nawa.gov.pl/jezyk-polski/
program-dla-studentow-polonistyki-i-
studiow-polskich-2019/oglosze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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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布隆格大学与葡萄牙马德
拉大学合作
2019-03-19
埃 尔 布 隆 格 大 学 校 长 Z b i g n i e w 
W a l c z y k 教 授 与 葡 萄 牙 马 德 拉 研 究 所
DEAdministraçãoËLINGUAS（ISAL）在
欧洲伊拉斯谟+框架下签订了合作协议。 
合作将有利于学生和两所大学的经济系的
教学人员。 合作将在经济学、管理学、旅
游和研究生课程和专业课程、领域ISAL周
期计划、人力资源行政管理、生态旅游、
商业管理等方面展开。 埃尔布隆格大学
已经在伊拉斯谟+框架下签订了30多个合
作协议。通过合作协议，学生和员工可能
前往捷克，土耳其，西班牙，德国，罗马
尼亚，马其顿北部，克罗地亚，意大利，
葡萄牙，希腊，法国，保加利亚，斯洛伐
克，匈牙利，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国家进
行交换研究。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为海
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校提供了
三架飞机
2019-03-20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为海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校提供
了三架波兰飞机AT3系列R100。 由于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财政支持购买了飞
机。Pilotage课程涵盖的150名学生将用于
培训过程。海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校目前
拥有9架飞机。 海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校
校长Arkadiusz Toil教授表示：“我们希望
我们的学生在专业和专业方面做好准备。
我们提供最高质量的设备，因此他们有机
会使用完整和现代的航空电子设备。这将
使他们能够提高自己的技能，并在劳动力
市场上轻松入手。”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
支持工具行业
2019-03-20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加入了这个
工具谷项目。项目旨在支持企业家，促进
行业教育，并促进该地区作为工具行业的

强大中心。 在比得哥什的Innoform展会期
间签署了关于项目的协议。项目签署方是
比得哥什市市长、比得哥什县长、卡西米
尔大学校长兼首席执行官比得哥什产业集
群和波美拉尼亚学校校长。 项目将促进工
具行业和塑料加工行业的发展，在教育和
品牌推广谷工具和公平INNOFORM的各个
阶段，以支持教育。 在比得哥什有190多
家企业从事塑料加工约有30个实验室。他
们共雇用了4000多名员工。

西里西亚大学与克拉科夫塞万
提斯学院合作
2019-03-20
西里西亚大学与克拉科夫塞万提斯学院签
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推广西班牙语
言和文化，合作文件于今Hispanofonii期
间在索斯诺维茨学院签署。 计划合作等组
织专门的西班牙语教师的培训作为一门外
语、教育研讨会、学生在塞万提斯学院和
文化活动，以促进西班牙的语言和文化的
共同组织。 塞万提斯学院是成立于1991
年，是一家促进和教西班牙语和促进西班
牙和拉美文化的国外西班牙语的国家机
构。研究所在五大洲拥有77个分支机构。

摩洛哥推广罗兹科技大学
2019-03-20
罗兹科技大学国际合作中心已在摩洛哥马
拉喀什启动了一个项目，项目旨在促进罗
兹大学的研究。 项目获得了国家学术交
流中心提供的“现代外国推广”计划下的
10万兹罗提资助。 罗兹科技大学新闻发
言人Ewa Chojnacka博士在接受波兰电
视台TVP的采访时说道：“项目将增加罗
兹技术大学的年轻摩洛哥居民的兴趣。
其中特别兴趣可能是法语课程。“ 项目
是一个全面的信息和促销活动，由三个
部分组成：一个专门的登陆页面（www.
carouleavectul.ma）、移动广告（在马
拉喀什街道上将出现50辆带有罗兹科技大
学徽标的自行车）与潜在的候选人组织会
议。

Stanisław Dziekońsk教授：在
技术发展的时代，值得摒弃精
神
2019-03-20
红 衣 主 教 大 学 （ U K S W ） 大 学 校 长
Stanisław Dziekońsk教授在接受“共和
国报”的采访时说道：“创新，高度变化
的动力和进入新知识领域的勇气，这使我
们与其他大学区别开来“。 在新技术，数
字化，人工智能的东西，这显然是在帮助
越来越多地认识一个人非常重要，但是在
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接触尤为重
要。因此Stanisław Dziekońsk教授表示将
医疗部门纳入广泛的大学是非常可取的。 
Stanisław Dziekońsk教授解释道：“医学
院的一些科研人员来自红衣主教大学，有
些是在红衣主教与之签订合同的机构工作
的专家。其中包括军事医学研究所，母婴
研究所，Anin心脏病研究所和内政和行政
部中央临床医院。”

克拉科夫建立了学生支持和适
应中心
2019-03-20
雅盖隆大学和克拉科夫医学院建立了学生
支持和适应中心（SOWA）。这一举措是
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学生，他们经历了各
种类型的心理危机，神经衰弱和抑郁。 克
拉科夫大学医院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精神
病学临床部门负责人Maciej Pilecki在接
受“我们的城市”采访时说道：“根据波
兰和世界统计数据显示，学生更容易面对
情绪问题，而不是那些不在高等教育机构
继续接受教育的年龄相仿的人。“ 中心于
2019年3月18日开始正式运行，总部位于
克拉科夫Kopernika 27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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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zej Jacek Tejchman-
Konarzewski教授成为科学评
估委员会成员
2019-03-20
来自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环境学
院建筑与材料工程系主任Andrzej Jacek 
Tejchman-Konarzewski教授成为科学评
估委员会的成员。 委员会拥有31个不同科
学和艺术领域的代表以及科学政策专家，
决策者为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law 
Gowin。“科学宪法”确立的机构的任务
首先是评估将于2021年开展的科学活动的
质量。 委员会还将评估博士学校教育。
委员会负责为了准备科学专着和科学期刊
的出版物清单以及国际会议的同行评审材
料和向部长提出受评估实体的科学类别提
案。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与白俄
罗斯精神病诊所签订合作协议
2019-03-21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与明斯克白俄罗斯
儿科精神病诊所签署了科学合作协议。 合
同时长为期5年，包括人员，科学家，医生
和行政人员的交流，联合研究和培训计划
的开发和实施，信息，材料和科学出版物
的交流，医学指导和专着的联合出版以及
联合科学会议和专题讨论会的组织。 该计
划可以帮助完成在比亚韦斯托克为儿童，
青少年和成人创建的精神病学中心的工作
人员。大学当局希望白俄罗斯儿童精神病
学家将在比亚韦斯托克开始工作，届时该
中心将开始运作。

第7届国际硕士学术会议
2019-03-21
国际波兰研究学院、波兰语言文化学院、
外国学生学生团体“巴别塔”和西里西亚
大学中国语言文化中心共同邀请各位参加
第七届国际硕士学术会议。 会议将于5月
13日在语言学院举行，去年本科学习和博
士生的优秀学生也可以展示他们自己的文
凭论文片段或与他们相关的问题。 在波兰
大学就读的外国人和波兰人均可以参加会
议。外国学生可以展示他们对波兰文学，

文化和语言的观点，而波兰学生可以在他
们的讲座中展示跨文化问题。 申请截止
日期为4月21日，申请可通过电子邮件进
行：szkola@us.edu.pl。

尼萨国立高等职业学校与3个
省的中学合作
2019-03-21
尼萨国家高等职业学校将与尼萨经济学院
合作。大学已经与来自奥波莱、下西里西
亚和西里西亚省的32所中学合作。 与最新
合作伙伴合作的主要假设是整合学校和非
学校  的教学活动同时考虑到学生的激情和
兴趣、运动、心理和饮食。实现这一总体
目标将使学生能够唤起，指导和扩大他们
的兴趣，从而使他们能够对学习领域做出
明智的决定。 合作协议规定了与酒店技术
人员专业的学生讲座和会议，学生参加讲
座和健康科学研究所组织的会议以及青年
和教师参加研讨会和科学会议。

高速铁路经济、生态和基础设
施项目合作伙伴会议
2019-03-21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是经济、生态和基础设
施在高速铁路项目的参与者。项目由欧盟
资助并在伊拉斯谟计划框架内实施。 德
累斯顿技术大学是项目领导者，来自西班
牙的马德里技术大学、M. Auezov南哈萨
克斯坦国立大学、哈萨克斯坦交通运输学
院、哈萨克斯坦的Gumilyov Eurasian国
立大学、俄罗斯联邦国家预算高等教育教
育机构圣彼得堡国立交通大学、乌拉尔国
立交通大学和远东国家交通大学也参与了
项目。 项目旨在支持知识在铁路工程领域
的转移与合作伙伴之间通过知识的交流能
力。

Civitas学院关于网络空间打击
恐怖主义研讨会
2019-03-21
Civitas学院邀请各位参加“在网络空间与
恐怖主义的斗争”研讨会。 会议将于2019
年3月22日星期五在华沙举行，会议期间将
讨论恐怖组织在网络空间中使用的各种培

训和激进方法。 Civitas学院通知道：“对
这些现象需要在IT领域、通信原理和激进化
的心理过程进行斗争。在网络空间打击恐
怖主义的斗争是最有活力的领域面对这种
威胁之一“。 反恐怖主义和网络安全领域
的专家将参加研讨会。

弗罗茨瓦夫大学参加欧洲大学
比赛
2019-03-22
弗 罗 茨 瓦 夫 大 学 是 参 加 欧 洲 委 员 会 组
织 的 欧 洲 大 学 竞 赛 的 大 学 之 一 ， 弗 罗
茨瓦夫大学正在InclusU网络内申请资
助。 InclusU网络由瑞典马尔默大学、
立陶宛MichałRömer大学、罗马尼亚
Babeş-Bolyai大学、意大利罗马特雷大
学、葡萄牙米尼奥大学和法国里尔大学组
成。InclusU网络总共将拥有224000名学
生和19000名员工。 法国总统Emmanuel 
Macron于2017年呼吁建立20所“欧洲大
学“并进行长期大学网络合作，联盟将使
学生能够同时在几个欧洲机构获得教育学
位。这将促进国际一体化并转化为更高水
平的教育。

克拉科夫经济大学的学生赢得了
关于货币市场的最佳论文竞争
2019-03-22
来自克拉科夫经济大学的Magdalena 
Sikorska的论文“波兰货币市场和场外利
率衍生品市场发展中的掉期交易的重要
性”赢得了第一届货币市场最佳论文竞
赛。竞赛组织者是波兰最大的货币兑换平
台Walutomat.pl。 Walutomat.pl平台
刚刚第二届论文大赛不仅是硕士论文可以
参加竞赛，本科和工程师论文也可以参加
竞赛。组织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扩大行动
的范围。 第二届竞赛的论文应讨论货币市
场的广泛主题且论文需要在在2019年4月1
日到11月15日之间答辩。奖品为现金奖励
8000波兰兹罗提以及各种精美的小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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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与地区劳动
监察局合作
2019-03-22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和区域劳动监察局签署
了合作协议，合作包括科学会议的共同组
织，学生的实习和联合研究项目。 合作双
方承诺支持在工作环境中普及和深化人类
保护领域知识的相互倡议。合作还包括组
织科学会议，专题讨论会和其他形式的知
识和经验转移以及鼓励重要的科学研究，
技术转让和研究成果的商业化。 格但斯克
地区劳动监察局在教育领域将参与为学生
提供工作环境中人类保护领域的实践知识
并计划为优秀学生组织实习和实施联合研
发项目。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2019
年健康愿景”竞赛获胜者
2019-03-22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人工智能中心获得
了“2019年健康愿景”竞赛。奖项分为8
个类别。 竞赛关于医学中人工智能发展的
愿景表示赞赏。奖项由比亚韦斯托克大学
科学副校长Marcin Moniuszko教授代表
大学领取。 主要奖项授予类别：年度梦想
家。比亚韦斯托克大学还取得了以下几个
方面的成就：系统远见、科学远见、医学
中有远见的解决方案、有远见的人格、社
会工作者、有远见的教育和预防计划以及
波兰医学的愿景。 周刊“Do Rzeczy”组
织了“健康愿景2019”比赛，比赛由卫生
部荣誉赞助。

普沃茨克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成
立20周年
2019-03-25
普沃茨克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庆祝成立20
周年，在庆祝典礼期间大学决定改名。从
2019年3月21日起学校将改名为马佐夫舍
公立大学普沃茨克分校。 大学校长Maciej 
Słodki教授说道：“我们大学的发展是平
衡的。我们有稳定的学生人数，我们的教
育水平很高，并定期扩大我们的学习成
绩。我们正在科学地发展，我们正在改善
我们的教学基础。” Maciej Słodki教授补

充说道：“法案2.0不仅改变了地位，还改
变了职业学校的法规。我们当时是一所主
要是为了满足城市需求和广泛地区需求的
学校。我们想通过将我们大学的名称改为
马佐夫舍公立大学普沃茨克分校以一种特
殊的方式强调学校的特殊性。”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研究未
来”和“创新者”证书
2019-03-25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被第四届“未
来研究”竞赛中被授予认证项目证书。 公
共卫生部门的本科和研究生“管理健康风
险”学习获得了“未来研究”认可证书。
卡托维兹医学系获的“神经生物学”硕士
课程同样也获得了证书。 “研究未来“认
证证书由教育和奖学金发展基金会颁发。
证书只办法给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和满足
社会经济环境期望的方向和专业。 “管理
健康风险”方向和“神经生物学”再度获
得了创新者”证书。用于实现基础设施和
技术支持教学过程中最具创新性和独特的
解决方案方向的特别表扬。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HeartBIT 
4.0国际项目
2019-03-25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商业信息研究所的团
队成员获得了该项目的融资HeartBIT 4.0
。这将在久负盛名的展望2020（结对计
划）的框架内实现。 HeartBIT 4.0 项目是
创新技术的医学数据科学中的应用对心脏
疾病是进行对心脏病的弗罗茨瓦夫医科大
学系，包括员工一系列的培训，研讨会，
协商和材料的发展在现代技术大数据，数
据科学技术和机器学习在药品和医疗数据
的安全性的应用。 项目将实现大学组成
的联盟其中包括：医疗大学和弗罗茨瓦夫
经济大学，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和莱比
锡大学和捷克维索卡ŠkolaEkonomickáv 
Praze项目总预算约为78.8万欧元。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新合作
伙伴
2019-03-25
西里西亚大学与Kęty地区第十一高中和第
一高中、栋布罗瓦地区美术学院学校和上
西里西亚居里夫人教育中心三个新合作伙
伴签署了合作协议。 与学校件的合作将使
学生能够参加大学的讲座，研讨会和讲习
班以及学校的讲座。根据合同，教师将获
得提高专业资格的支持，学生将能够在学
校接受教学实践或参加观察活动。 与上西
里西亚教育中心达成的协议假定在组织和
促进文化和教育活动方面实施联合项目和
合作。计划旨在制定和建立旨在更好地利
用双方科学和人类潜力的合作网络。

互联网的幽默与攻击研究
2019-03-25
来自罗兹大学语言学系的Marta Dynel发
起了幽默和侵略互联网上的研究。 幽默
和无礼的互联网上进行研究如此遥远的话
题。Marta Dynel博士的跨学科项目主要
目标在于分析和口头交流的社会媒体的粗
鲁的幽默之间的相关性（口头和正式的）
，可见从而在互联网上的侵略可以成为娱
乐的目的。 Marta Dynel博士说：“我
们将系统地探讨积极的幽默和活力的新形
式，其他语言包括波兰语、俄语、立陶宛
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将在文化
内部分析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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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
法学博士学位
2019-03-25
位于凯尔采的Jan Kochanowski大学获
得了颁发法律科学博士学位的权利。行政
和管理学院院长Jerzy Jaskiernia教授说
道：“这一权利使凯尔采成为教育律师的
精英学术中心之一。” 根据凯尔采日报
Echo Dnia报道，Jerzy Jaskiernia教授强
调了科学人员的发展是决定性的。 Jerzy 
Jaskiernia补充到：“在华沙和克拉科
夫，教育律师的学术人员组织很简单。在
凯尔采我们的法律工作人员有教授，副教
授12人，21名博士。这些人都是居住在凯
尔采。这为未来创造了一个视角。而这个
未来就是这个学科适应训练的可能性。” 
法律科学领域的第一批博士计划于今年4月
开始。

普沃茨克高等职业院校与工业
发展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2019-03-26
普沃茨克高等职业院校于第一届公立职业
学校校长会议时签署了一份合同，合同彻
底改变了职业学校与工业界的关系。职业
学校将通合作协议与工业发展局（ARP）
建立密切合作。 根据合同规定工业发展局
将介绍企业对特定专业毕业生的需求，在
此基础上职业学校将能够更好地塑造他们
的科学教育。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长说Jarosław Gowin说道：“从现在开
始职业学校将与公司，工业界密切合作，
迄今为止一直专注于工业发展局，但我相
信这项协议将扩展到波兰经济的其他领
域”。

卡托维兹大学经济课程获得未
来研究证书
2019-03-26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的两门课程被授予了基
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证书。 获得证
书的课程是：计算机科学（本科和研究生
课程）在信息学在经济学院进行的教师和
通信ORA企业家和金融（本科和研究生课
程）。证书于在亚布翁那地区举行的“未

来研究”庆祝期间颁发。 创业和财务本科
生课程获得了创新者证书，为在材料基础
上实施最具创新性和独特解决方案的专业
和支持教学过程的技术，IT（本科研究）课
程被授予非凡的教育质量领导证书。

罗兹科技大学与罗兹市合作协议
2019-03-26
罗兹市长Henna Zdanowska与罗兹科技
大学科学副校长Ireneusz Zbiciński教授
签署了罗兹科技大学老年人课程的合作协
议。协议关于老年人社区多方面发展的联
合活动。 合作双方将能够相互激励，共同
开展教育，促进物质，社会和文化活动以
及了解罗兹地区环境和历史等方面的老年
人的活动。 罗兹科技大学老年大学自2006
年开始运作，是大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2018/19学年学生人数达到近700人。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与
维尔纽斯大学合作
2019-03-26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与立陶宛维尔
纽斯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协议涉及联合
研究，交流科学和教学人员和学生。 去
年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代表团访问
了维尔纽斯大学，大学长期参与遗传性癌
症领域的联合研究。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
扩展到新的领域包括先天性代谢疾病和病
史。 维尔纽斯大学由Stefan Batory国王于
1579年创立。如今它已被列入世界500所
最好的大学，是立陶宛最大的学府。大学
有12个部门，10个研究中心，3个医院，
一个天文观测台和超过25000名学生。

华沙2019 IT日
2019-03-26
2019年3月26日至27日华沙IT日将在华沙
理工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举行。这
是中欧和东欧最大的学生，专业人士和IT
专家会议。 本次会议为第十届会议，在
华沙计算机科学日期间计算机科学领域
的有趣讲座，创建初创企业和研讨会。会
议还与IT工作交流有关，在此期间提供工
作和学徒。该活动的参与者将能够检查IT

就业市场的最新趋势，查阅他们的职业
道路，并找出他们所代表的就业市场当
前和未来的价值。 更多信息： https://
warszawskiedniinformatyki.pl/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经济
犯罪”会议
2019-03-27
比得哥什的大学、政府和社会科学学院合
作刑法科学协会共同邀请各位于4月3日参
加科学会议“经济犯罪”。 会议将包括以
下主题：管理不善的犯罪、经济贿赂罪、
经济欺诈、洗钱罪、债权人的罪行、消费
税和相关消费税的枯竭其他犯罪的走私。 
会议主办方许诺对公众放招标，打击资金
和证券，逃税，诈骗经济犯罪反对欧盟的
经济利益和有组织经济犯罪不当保存记录
的违法行为进行讨论。

夏季科学会议
2019-03-27
格但斯克波兰科学院的水电工程学院、科
学院海洋研究所、波兰科学院索波特和格
但斯克大学签署了关于在组织和推广“夏
学活动”合作协议。 夏季科学会议是一项
科学普及活动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波兰科
学院创意工作中心的Czarlin-Skoczków湖
上进行。在7月和8月每个星期六，来自不
同学科的科学家都会进行科普讲座，推广
在波兰进行的研究成果。 会议的组织者在
2012年获得了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和波兰
新闻社颁发著名的科学普及奖。多年来活
动得到了波兰科学院传播科学理事会的赞
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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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舒夫科技大学举行
CNM2019纳米和微观会议
2019-03-27
热舒夫科技大学将举办Nano和微观会议
CNM2019。活动将于今年7月作为国家
学术交流局项目的一部分，由热舒夫科技
大学、波兰科学院技术基础问题研究所和
波兰科学院力学委员会共同组织。 CNM 
2019会议是一次致力于微观和纳米力学的
国际会议，每两年在波兰举行一次。本次
会议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界和工业界
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讨论纳米和微观力学
的最新发展和未来变化。 会议旨在熟悉纳
米技术和微技术在机械、流体、物理、化
学、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领域的多学科领
域的最新知识。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成为Going 
Global会议官方合作伙伴
2019-03-27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应英国文化协会波兰基
金会的邀请成为每年一度的Going Global
会议的官方合作伙伴。自2004年以来走向
全球是收集高等教育领导者的最重要事件
之一。今年的会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在
柏林举行。 活动将重点关注与高等教育部
门在知识外交和数字世界等挑战背景下的
作用相关的问题。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将参
加海报会议并介绍“波兰回归”计划。

国际PIETE项目
2019-03-27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与来自波兰和国外的六所
大学正在实施PIETE初创企业教师教育合作
伙伴关系项目。项目旨在提高中学教师和教
学院讲师的创业技能。 项目的第一份通讯
涉及经济学大学的科学家与教学方法领域的
大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项目领导者是德
国马丁- 路德大学GmbH知识与技术转移研
究所。 外国合作伙伴是匈牙利塞格德大学、
奥地利蒂罗尔Pedagogische Hochschule
大学、荷兰UIIN大学产业互动网络和奥地利
MCI管理中心。 更多信息： https://www.
entrepreneurialteachers.eu/index.php/
newsletter/

卢布林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的
新研究领域
2019-03-27
卢布林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于2019/2020
学推出了以下新领域课程方向：兽医分
析、生物安全和危机管理、乳制品、动物
护理和动物疗法、园艺和植物安排、地球
资源管理、草药和植物产品。 新学年课程
方向包括39个学习领域，还有一些独特的
国家目的地，仅在卢布林卢布林环境与生
命科学大学地区，如动物行为，食品安全
和认证，生物美学，美食和烹饪艺术，血
液学和马术，草药学和植物疗法。 课程注
册将于2019年5月10日开始。  

华沙Civitas学院欧洲日
2019-03-27
Civitas学院邀请各位于4月9日参加欧洲
日活动，2019年5月26日将举行欧洲议会
选举， 根据Civitas提供的信息，在活动
期间将向专家询问欧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以及对下次选举的期望。大家将讨论英国
脱欧、假新闻、社区走向的方向以及波兰
是否对其有任何影响。大家向非政府组织
和代表以及各种倡议的代表发表意见并为
基层的支持欧洲和支持民主的倡议提供
动力。 更多信息： https://forms.ofice.
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l
DQKIVaAjkOjrSqVZyq3wyIZhH61sSBGi2
WDER6mbf9URFdDM1FaRjlPODQ5UFJ
ORzVCSzJLN1I5OC4u

弗罗茨瓦夫大学政治学院项目
在STER竞赛中获得资助
2019-03-28
弗罗茨瓦夫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政治与行
政比较研究、外国人博士研究”项目在国
家学术交流机构STER  - 外国人博士奖学
金竞赛中获得资助。 获得奖金为850000
兹罗提，奖金将用于对对博士学校进行国
际推广，并招募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政治和管理博士比较研究的参与者将在
2019/2020学年开始学习，其中最优秀的
学生将获得奖学金。 STER竞赛的资金用
于支付奖学金和旨在吸引外国博士生的活

动。由于该计划波兰的大学将获得在该领
域的外国博士生生物科学，政治与管理科
学，地球科学与文学研究，语言学以及美
术。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工业4.0 
MBA课程
2019-03-28
西 里 西 亚 科 技 大 学 已 启 动 工 业 4 . 0 第 一
批MBA研究。创新和技术转让中心总部
出席了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就职仪式。 科
技大学社会经济环境合作副校长Janusz 
Kotowicz教授说道：“大家选择在我们科
技大学学习是实现最高管理水平的最佳方
式。这是一项真正的知识投入，用于有效
管理现代企业的独特技能。” MBA课程的
学生来自国有企业、私企、领先的波兰和
外国公司。 西里西亚大学推出的MBA课程
涵盖公共服务、工程、IT、网络安全、能
源、医疗保健、任力资源和简介MBA执行
官。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招聘会
2019-03-28
2019年3月28日100多家企业在克拉科
夫AGH科技大学招聘会上展示了公司的
招聘信息。 AGH科技大学的新闻发言
人Maciej Myśliwiec说道：“今年的企
业包括Arcelor Mittal、爱立信、诺基
亚、Comarch、Maspex和摩托罗拉解决
方案。这说明企业非常重视来自AGH科技
大学的毕业生。“ 招聘会计划包括由AGH 
就业中心的职业顾问进行的波兰语和英语
申请文件的咨询。学生们将有机会更好地
向潜在雇主介绍他们的经验和技能。 更多
信息： http://www.targi.agh.edu.pl/
edycja-wios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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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可用”竞赛中获得2亿
兹罗提投资
2019-03-29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推出“大学可
用”竞赛。竞赛由欧洲基金会教育知识
（PO WER）的业务规划发展资助。残疾
人士的需求是适应的政府计划“可用性
加”的目标之一。 投资发展部部长Jerzy 
Kwieciński说道：“本次大赛是政府计
划“可用性加”的“大学可用”的一部
分。其目的是介绍导致人们在社会和公共
生活的特殊需要全员参与的变化。活动旨
在让我们的大学、学校和交通能够更友好
和方便残疾人士”。 竞赛将于4月15日开
始并持续到6月28日。整个竞赛的预算是2
亿兹罗提。公立和私立大学都可以申请高
达1500万兹罗提的赞助资金。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创新日
2019-03-29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组织与管理学院将于4
月4日邀请大家参加“创新日”活动。活
动将为交换学生，研究人员和企业家之间
的知识和经验，创新的解决方案和能力的
创造，开发和商业化，以支持年轻人的创
新。 组织者宣布活动包括有趣的讲座，展
台和利用创新的解决方案和设计思维创造
性思维的技术实践研讨会形式的兴趣， 与
会者还学会想通过视觉过程便于仿真和设
计新的解决方案，如何使用该设备的联网
控制机器人的通过WiFi实现，如何管理IT项
目。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夫斯科德沃
斯卡大学编程学院
2019-03-29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夫斯科德沃斯卡大学编
程学院的一部分组织的竞赛“算法和数据
结构”和“编程基础”课程的参赛作品已
经开始。 课程面向广泛对编程感兴趣的
学生，旨在向卢布林省的学校学生普及信
息技术。活动组织者是玛丽亚居里夫斯科
德沃斯卡计算机科学研究所。 玛丽亚居
里夫斯科德沃斯卡编程学院是一个长期教
育项目，旨在向卢布林省的学生普及信息

技术。课程不仅适用于高层管理人员，也
适用于对编程感兴趣的各类学生。组织方
希望激励学生拓宽视野，并证明IT问题可
以以有趣且易于理解的形式呈现。 更多信
息： www.ap.umcs.pl

卢布林大学新研究领域
2019-03-29
2019/2020学年的报名注册已经正式开
始，位于卢布林的大学也相继推出了新的
研究领域。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在本科学习
领域提供等等英语应用人类学。卢布林生
命科学大学推出乳制品专业，乳制品专业
将与农业产业合作。 卢布林企业家管理学
院提出管理和室内设计课程，这是卢布林
省唯一的此类课程。 自新学年以来，玛丽
亚居里夫斯科德沃斯卡大学在本科学习领
域推出了普瓦维分校体育教育专业、卢布
林政治学院全日制授课国际关系、波兰- 德
国文化和转化研究。

关于幽默语言、文化研讨会
2019-03-29
英语学院博士生NEO语言科学圈、英语语
言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和西里西亚大学的浪
漫语言和翻译研究所共同邀请大家于四月
4日至5日参加“幽默研究项目”研讨会。 
西里西亚大学语言学院会议的目的是通过
不同范式的棱镜交流关于幽默感的观点，
使人们能够看到幽默现象及其跨学科和普
遍性，并鼓励就幽默在语言，文化和研究
中的地位进行辩论。 会议期间将讨论以
下主题：在文学和翻译，文化，跨文化和
幽默的多元文化方面的幽默的各种实施方
案，在视觉媒体的研究和幽默和笑声的认
知和社会交往的重要性，并幽默的方法和
教学中的作用幽默的例子。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学生们开
始帮助两栖动物
2019-03-29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新闻发言人Katarzyna 
Dziedzik通知道：“在许多波兰道路两栖
动物的春季迁徙，使汽车的车轮下的群众
模具。为了帮助青蛙，蟾蜍或草安全到达

繁殖地，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生物学家科
学圈的学生再次参与了跨栏行动”。 代
替他们的行动沙皇自己选择的方式- 路线
相交的别布扎国家公园，在Osowiec和
Laskowcem之间的拉伸。几年来，生物
学家在这个地方脊椎动物，包括两栖类动
物的死亡进行研究。这些数字令人震惊：
在路线沙皇日益增长的交通显然影响两
栖动物的死亡率。 为了帮助两栖动物，
学生与别布扎国家公园合作成立作出防止
青蛙，蟾蜍或traszkom到街上农用800个
栏。游泳池沿着栅栏挖出，流浪动物落入
其中。每天两次桶进行检查和两栖类动物
安全地转移到路的另一边。

格但斯克大学加入桑坦德大学
网络中
2019-03-29
格但斯克和桑坦德银行签署了桑坦德大学
网络的项目合作协议。合作领域包括新技
术，支持创业文化，国际交往，研究，
为大学社区和实习学生的组织提供实质
性支持的发展。 合作协议包括格但斯克
大学与公共和私营机构，以便透过与社会
经济环境更紧密合作的战略，以加强联合
研究和教学活动，并组织领域。 桑坦德
大学网络由桑坦德银行倡议，其中有超
过20年实现在全球支持高等教育项目之
一。该计划自2011年起在波兰实施，共有
5所大学参与其中。 更多信息： https://
ug.edu.pl/media/aktualnosci/86921/
umowa_pomiedzy_uniwersytetem_
gdanskim_i_santander_bank_pols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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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倡议 - 研究型大学”比赛
2019-04-01
比赛旨在选择和支持将努力实现研究型大
学地位的大学，并能够有效地与欧洲和世
界上最好的学术中心竞争。 参与竞赛的
大学将被要求提出提高研究水平和教育质
量的计划，其实施将有助于提高大学活动
的国际重要性。在竞赛中选出的大学将在
2020  -  2026年期间每年获得增加的补贴。 
“卓越计划- 研究型大学”第一次竞赛提案
征集将于5月15日开始，并将于2019年6月
24日结束。

格但斯克大学“教学大师”项目
2019-04-01
格但斯克大学正在试试由欧洲社会基金共
同资助的“教学大师”项目，项目用于运
营计划知识教育发展。 项目旨在于格但斯
克大学开发学术辅导和其他创新的教学方
法。参加活动的大学讲师将参加在欧洲着
名大学进行为期数天的考察访问和培训。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所有院系的38名教师和
114名学生参加项目，项目预算近330000
。波兰兹罗提。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理事会
2019-04-01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理事会是由“高等教
育和科学法”引入的新机构，于2018年
10月1日生效。 在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委
员会中有三位成员来自本校： 比亚韦斯
托克大学2012  -  2016年间校长Leonard 
Etel教授； 波兰科学院分析化学委员会成
员、生物和化学学院院长Beata Izabella 
Godlewska-Żyłkiewicz教授； 比亚韦斯
托克大学校监Tomasz Zalewski； 来自比
亚韦斯托克大学以外的委员会成员是： 比
亚韦斯托克桑坦德商业和企业银行中心主
任Piotr Horba； Witraż公司销售和营销
总监Robert Mucha； 波德拉谢地区发展
基金会主席Andrzej Parainiuk。 Andrzej 
Parafiniuk成为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理事会
主席。

热舒夫大学 “走向独立”科学
会议
2019-04-01
2019年4月4日至5日将在石油和天然气工
业博物馆举行“走向独立”科学会议，将
科学会议在“走向现代化道路：19至21世
纪的独立波兰和自由极”框架内举行。 活
动组织者是热舒夫大学社会学和历史系，
会议的主题为：在独立的预判，在波兰
土地上的经济现代化的冲动，世纪社会变
革，现代化的波兰色调。 会议期间来自华
沙中央商学院的Wojciech Morawski教
授将带来主题为“波兰工业化和现代化历
程”的讲座；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
Piotr Fraszek教授将带来主题为“石油工
业是经济现代化和加利西亚社会的一个因
素”的公开讲座。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Qlavi基
金会合作
2019-04-02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Qlavi基金会签署了合
作协议，这是大学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
源为学生们谋求最大福利的成果。 协议的
签署承接消除在技术的西里西亚大学建筑
障碍进行合作，学生在这方面提高认识，
继续提高技术能力和学生的教育，学生志
愿者和慈善事业和支持基础Qlavi费用的激
活方面的合作。 Qlavi基金会工作在有利
于残疾人，集成和人与社会排斥威胁的专
业和重返社会活动，支持当地社区和社会
的发展。基金会还举办公众意识活动实现
残疾人的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与LOTOS集
团合作
2019-04-02
LOTOS集团与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签署了
合作协议。合作双方将共同致力于低排放
运输和储能领域的研究和开发项目。 计
划旨在构建能够在以下领域实施的设备原
型：锂离子电池和氢气。理工学院的科学
家将为此做准备传感器，电池和能量存储
的原型。该大学将提供实验室和合格的工
作人员，LOTOS将保证购买设备并处理

与技术和许可相关的问题。 格但斯克科
技大学与LOTOS集团合作多年，公司员工
在大学进行讲座和练习，学生们参加炼油
厂的课程。LOTOS实验室公司将协调与新
能源平衡方法，新电池和电池以及现代能
量储存和运输方法相关的项目。 更多信
息：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ontent/politechnika-gdanska-i-lotos-
czyli-naukowo-biznesowa-wspolpraca

Jarosław Gowin：是时候关
注投资了
2019-04-02
副总理兼科技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在接受RMF电台的采访时说道：“
我们需要在基础设施，能源，教育，科
学和高等教育方面进行大量投资。这些
投资是可能的，你需要真正简化商业法
律，消除壁垒，投资现代技术。” 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指出，波兰作为一个国
家和社会应该专注于投资的发展。在他看
来，波兰目前需要特备关注投资方面并且
创造投资条件。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
还提到了Łukasiewicz研究网络。他补充
道：“我很高兴这个研究网络正在启动，
因为它将成为欧洲第最大的科学家聚集的
研究网络群。这些机构之间不会相互竞
争，相反的是会团结在一起合作，尤其是
在石墨烯的商业化方面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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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研究团
队正在研究泥炭地和气候变化
2019-04-02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湿地生态与监
测实验室（LWEM）团队正在研究气候变
化和人类活动如何影响湿地以及沼泽如
何帮助减缓气候变化。 科学家们通过实
验测试了泥炭地对干旱和全球变暖的反
应。与此同时，他们正在研究泥炭剖面
图，其中包括许多旨在重建过去气候和火
灾条件的中间人。研究过程中非常重视
微生物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学。 研究人
员测试了沼泽积聚二氧化碳的潜力，以
及这些生态系统如何通过吸收二氧化碳
来帮助对抗全球变暖。研究表明，这种
状态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距离灾难
性的全球变暖只有100年。在这段时间之
后，沼泽将释放出比吸收更多的二氧化
碳。 更多信息： https://amu.edu.pl/
badania-naukowe/popularyzacja-
nauki/artykuly-popularyzacja-nauki/
naukowcy-z-uam-badaja-torfowiska-i-
zmiany-klimatu

国际校友计划
2019-04-02
国家局学术交流公布了国际校友计划的结
果。该方案旨在支持高校和科研单位开展
与国外大学毕业生的长期合作关系的发
展培训，利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在教
育过程和在国外的波兰机构与他们合作建
房。 排名表中列出了23个项目。国际校
友计划将包括学术机构创建数据库应用
程序和网站与外国毕业生联系人的发展，
组织毕业生的聚会，奖励积极和成功的外
国毕业生投身程序指导与他们的参与，
为目标群体准备的信息和宣传材料，实
行网上宣传和推广国外有外国毕业生参
加。 更多信息： https://nawa.gov.pl/
images/Aktualnosci/Lista-rankingowa-
International-Alumni-2018.pdf

第五届全国“生态、物流、运
输” 科学大会
2019-04-02
谢德尔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大学经济和
法律科学学院科学圈将于2019年4月4日
组织第五届全国“生态、物流、运输”科
学大会。 会议面向从业人员，科学家，博
士生和处理物流问题的学生。 会议期间，
组织者就以下主题发表演讲和讲座：供应
链运作条件，采购流程优化，生产流程物
流，客户作为配送物流的基本要素，物流
流程的创新解决方案，运输活动的效率。

埃尔布隆格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与Asseco Data Systems合作
2019-04-02
埃尔布隆格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已与Asseco 
Data Systems达成合作协议，合作将涵盖
科学领域和联合信息技术事业，以及为大
学生和毕业生组织专业实习。 合作包括组
织实习，学生和研究生实习以及计算机科
学领域文凭论文实施领域的科学合作。 埃
尔布隆格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校长Zbigniew 
Walczyk教授说：“我们从一开始建立大
学，培训的实用性对我们来说就是最重要
的。这样做是为了给学生们的将来打下一
个坚实的基础。然后再进行专业的培训”
。

华沙红衣主教
StefanWyszyński大学将与格
罗姆合作
2019-04-03
华沙红衣主教StefanWyszyński大学与波兰
精英部队格罗姆签署了合作协议。 协议将
在以下领域展开合作：研究，教学和其他
形式的教育，以及知识和任何研究技术的
实际应用，以造福学生，博士生和员工; 利
用缔约方的教学资源和经验，组织各种形
式的教育和改善工作人员; 为格罗姆士兵提
供志愿服务，专业课程和其他形式的实际
知识改进; 在这方面开展联合活动，以改进
有关危机管理进程和特种部队单位活动的
培训，准备和实施的规范性和理论性原则; 

在工作人员的参与下利用缔约方的专业能
力，基础设施，专业设备和设备实施科学
和研究项目。

克拉科夫全国遗传学会
议“Genomica”
2019-04-03
全国遗传学会议“Genomica”由克拉
科夫雅盖隆大学学生科学生物技术科学
圈“Mygen”的学生们组织。 专题讨论
会将于2019年4月5日至7日在克拉科夫举
行。 “Genomica”会议面向不同专业
的开始他们的科学探险、以及那些已经
开展自己研究并希望将其呈现给他人的学
生。 这次活动是初学者建立第一次科学接
触，讨论感兴趣的话题以及获得经验并在
科学界找到一席之地的绝佳机会。 更多信
息： www.genomica.pl

格但斯克大学关于维斯瓦河挖
掘辩论会议
2019-04-03
格但斯克大学学术文化中心与生态和脊椎
动物学邀请大家于4月4日参加“挖掘维斯
瓦河的可行性和条件”辩论会。 辩论组织
方认为沟的规划和航道的建设，实施投资
所采取的行动唤起了很多围绕主题的争论
而出现不可靠和未经核实的信息。专家的
讨论将使公众了解与之相关的潜在风险是
什么。 辩论旨在澄清不准确之处并收集
支持和反对计划削减的可靠论据，会议期
间将讨论和比较的潜在益处和这种投资的
风险，以及有关自然的保护法律方面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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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威辛大学获得2250万兹罗
提资金
2019-04-03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为奥斯威辛大学拨发了2250万兹罗
提的发展资金。 发展资金用于建造奥斯威
辛大学校园内建造历史性的建筑物，建筑
将满足实际培训的需要，特别是工程和医
学教育中心，专业实验室，实验室和学术
图书馆。 新设立的教学和研究设施将使区
域科学研究成为可能并将成为创新教育的
基础。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推出材料科
学与技术学院
2019-04-03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成立了材
料科学与技术学院。学院可以容纳300名
学生。每位学生将参加八个主题实验室课
程和四个主要讲座。 项目协调员Agata 
Śliwa博士说道：“这是一项为有才华的
年轻人和创意教师创建的一项倡议，这是
在材料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第一个规模。” 
作为定期会议的一部分，以科普形式举办
的精选讲座允许发现关于年轻人未来材料
和技术的科学世界。讲座结束后，小型实
验室小组的参与者可以在严格规划的课程
周期中完全触及所讨论的问题。 更多信
息： https://www.materialowa.pl/

“孤独聚会”会议
2019-04-03
英国约翰大学与什切青大学于4月10日
至 1 2 日 共 同 邀 请 各 位 参 加 国 际 跨 学 科
会议“孤独聚会”，会议致力于这会孤
独现象。 会议将在约克大学荣誉校长
Karen Stanton和什切青大学校长Edward 
Włodarczyk教授的主持下进行。 来自全
球代表各个学科其中包括教育学、心理
学、哲学和认知科学、神学、医学、艺术
和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将参加会议。 约翰
大学是一所成立于1841年的大学，有6000
学生，其中包括500名外国学生。 更多信
息： www.yorksj.ac.uk/alonetogether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校训：“智
慧的历史，未来的挑战”
2019-04-04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4000多教职工和学生
参与了网上校训投票活动，最后确定校训
维智慧的历史，未来的挑战。 共有18284
个参与调查邀请函被发送给学术界的成
员。每个人都可以投一票。来自格但斯克
科技大学的2421名学生和1585名员工参与
了投票。最后选中的校训共获得了2892张
选票，占总数的71.92％。 格但斯克科技
大学校长Jacek Namieśnik教授说道：“
我声明考虑到了多数人的意见，我们在投
票中选择的校训具有约束力并包含在我们
的校规中“。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讲授环境污
染问题
2019-04-04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生物技术和景观建筑学
院与美国驻波兰大使馆的景观建筑系邀请
各位于2019年4月8日参加Eben Schwartz
的塑料环境污染的公开讲座。 Eben 
Schwartz负责加州海岸委员会的海洋碎片
计划。 委员会负责加利福尼亚海岸的保护
和监管。Eben Schwartz是那里的专家，
为地方和州一级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工
业界提供建议，开展活动以及实施哪些计
划来解决海洋和海洋污染的原因。

科学部已为比亚韦斯托克大学
拨款400万兹罗提
2019-04-04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已向比亚韦斯托克大学
拨发了400万兹罗提。大学将与天文馆一
起建造一个新的大学图书馆和天文台。 
图书馆将在未来两年内建成并在2021/22
学年投入使用。图书馆位于大学文化中
心旁边。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校长Robert 
Ciborowski教授说道：“天文馆旨在进
一步发展天文学，同时也使其成为城市的
一部分。我们希望居民也能使用这个天文
台。“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
有资历授予博士学位
2019-04-04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副校长
Stanisław Głuszek教授：“我们学习获得
了授予医学院博士学位的资历，资历的获
得证明了科学和高等教育不对我们的医学
和健康科学学院的科学活动的认可。” 凯
尔采大学即将制定授予博士学位的规划，
课程主要为医生而准备，其他医学研究毕
业生也可以参与课程。 大学当局希望博士
学位主要由在该地区最大医院工作的医生
开设，即在凯尔采查诺沃和圣十字肿瘤中
心。

格但斯克大学加入“卓越倡议 
- 研究型大学”计划
2019-04-04
格但斯克大学加入了“卓越计划- 研究型
大学”计划。计划旨在选择和支持将努力
实现研究型大学地位的大学，并能够与欧
洲和世界上最好的学术中心进行有效竞
争。 大学有资格参加该计划，该计划符合
研究和教学法的高度评估。这些是关于科
学单位上次综合评估期间获得的科学类别
的法定条件。此外，该大学提供的所有研
究领域都不会对波兰认证委员会进行负面
评估。 研究型大学的选择是高等教育改革
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由新科学宪法引入。 
更多信息： https://ug.edu.pl/media/
aktua lnosc i/87117/un iwersytet_
g d a n s k i _ w s r o d _ 2 0 _ u c z e l n i _ w _
programie_inicjatywa_doskonalosci_-_
uczelnia_badawc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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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中学教育
航空技工合作
2019-04-04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正在积极开展航空技
术领域的教学活动，并与中学合作提供
这些领域的教学。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
格利维采“Grot”中学以及与克拉科夫
4号机械学院综合学院签署了合作协议。
协议的主题是确定以下专业的学校赞助
下的合作原则：空气技工和航空电子技
师。 科技大学将通过在格利维采机场西
里西亚科技大学航空培训学术中心现有运
营设施的实施课程来支持学校。合作包括
对教学过程的实质性支持，以使年轻人
为航空学院的学习做好准备，并在毕业
后开展工作。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647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获得赞助
2019-04-04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地理研究所进行的
水道复兴系获得了海洋经济和内陆航运部
长Marek Gróbarczyk的赞助，这是目前
欧洲规模的独特研究领域。 现代工程研
究为内陆水道综合管理领域的专家做好准
备。学生们讲获得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领
域的专业知识，涉及导航，运输和物流，
工程设计，河流信息系统或水环境功能等
领域。 学生可以在波兰和国外的航运公
司从事专业实践。那些接受水道振兴教育
的人获得了年轻海员证书形式的基本导航
权，在实习的时候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航运
水平来增加知识。

热舒夫科技大学进行降落伞训练
2019-04-05
2019年4月10日热舒夫科技大学将举办降
落伞训练节目以及主题为“世纪之交的跳
伞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空降部
队的使用”的讲座，活动由KrakSky降落
伞学校的所有者Seven Rights组织。 活动

旨在让热舒夫科技大学的学生熟悉跳伞的
基本知识，并介绍在空降兵部队中使用降
落伞设备的方法。 课程将由经验丰富的教
练，空降部队和特种部队的前任和现任士
兵进行的多媒体讲座。

波兰与德国的双边交流
2019-04-05
国家学术交流局已开始接受与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双边科学家交流的申请。双边
交流的主要目的是支持科学家在实施研
究项目中的流动性，由波兰和德国的合作
伙伴共同商定和开展。联合研究项目可
涵盖所有科学领域。 资金只能用于支付
个人交换的费用，外出方为其研究人员的
旅程提供资金，而接收方承担研究人员从
合作伙伴国家停留的费用。国家学术交
流局预算的最大项目融资额为25000兹罗
提。 申请可包括大学，波兰科学院的科
研机构，研究机构和国际机构或主要开展
科学活动的其他实体，在波兰境内开展业
务并具有科学类别。 更多信息： https://
nawa.gov.pl/naukowcy/wymiana-
bilateralna#wymiana-bilateralna-
pomiedzy-polska-a-niemcami-2019

格但斯克大学于2019/2020学
年推出八个新研究方向
2019-04-05
格但斯克大学于2019/2020学年推出八个
新研究方向，其中本科、研究生学习和本
硕连读的八十多个新专业。 大学还提供博
士学位教育和提高研究生学习专业资格的
机会。招生将于6月17日开始。 新的研究
领域包括实用信息技术，卫生机构管理，
视听制作，远程医疗和保健项目，保险- 跨
学科研究，社会经济地理学，地理信息系
统和自然地理学以及地理信息，犯罪学和
刑事司法研究。

热舒夫技术大学与雅罗斯瓦夫
国立高等技术与经济学院合作
协议
2019-04-08
热舒夫科技大学与雅罗斯瓦夫国立高等技
术与经济学院签署了关于学生共同教育，
教学，科学和发展合作的协议。 合作协
议将允许两所大学利用“宪法”为科学创
造的机会。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Jarosław Gowina出席了合同签署仪式。 
合作开发热舒夫科技大学和雅罗斯瓦夫国
立高等技术与经济学院的研究领域的第一
周期课程。

波兹南医学院研究人员获得
Kosciuszko基金会奖学金
2019-04-08
波兹南医学院遗传学和医学科学院微生物
药科大学系主任Marzena Gajęcka教授
获得了Kosciuszko基金会2019-2010学年
奖学金，Marzena Gajęcka教授将在贝
勒医学院和美国休斯顿的德克萨斯儿童医
院进行科学实习。 Marzena Gajęcka
教授将参加多因素疾病的宿主，微生物相
互作用采用多层次的研究在综合分析的工
作。 Kosciuszko基金会提倡通过在教育，
科学和文化的国际交流波兰和美国之间的
合作。基金会向波兰研究人员供年度居住
和补助金，用于在美国提供高等教育的大
学或其他机构的研究，研究和/或教学。



HIGHER EDUCATION 2018-2019

598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19名学生获
得部长奖学金
2019-04-08
在2018/2019学年，西里西亚科技大学
的19名学生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的奖学金。 获得奖学金的是： Karolina 
Kęsik、Aleksandra Krawiec、Kamil 
Książek、Oleksandra Osadcha、
数学系学生Alicja Winnicka、生物
技术学生Agata Raczyńska、Maria 
B z ó w k a 、 电 子 和 电 信 专 业 的 学 生
Robert Nawrath 、化学技术专业的学
生Tomasz Wasiak、Grzegorz Stando  
、 技 术 和 化 学 工 程 专 业 的 学 生 A n n a 
Kuziel、Małgorzata Skorupa、Daria 
Więcławska 、电力行业的学生Adrian 
Czajkowski、Mateusz Kochel、环境
工程专业的学生Nikolina Poranek、
纳米技术和材料加工技术的学生Marta 
Z a b o r o w s k a 和 物 流 系 的 M a t e u s z 
Jezusek和Krystian Szewczyński。 奖学金
金额为15万兹罗提并将一次性支付。

新松奇国家高等职业学校提供
中文和瑞典语课程
2019-04-08
从新学年开始新松奇国家高等职业学校将
提供中文和瑞典语课程。 新松奇国家高等
职业学校外语学院院长Monika Madej-
Cetnarowska在接受“Sądeczanin”
网站采访时说到：“学生在我们大学学习
两年可以学习商业语言学。到目前为止波
兰只有三所大学在他们的提议中有这样
一个创新的方向。”她补充道：“将学习
外语与经济学科结合起来是最好的学习方
法。“ 学校提供英语、德语和俄语课程。
商业主题包括经济学，管理学，谈判，创
业或国际经济关系。从新学年开始，您还
可以学习中文。作为商业语言学的一部
分，学校也打算引入瑞典语，

华沙大学登上大学影响力排名榜
2019-04-08
华沙大学在大学影响力排名榜的名次是第
201-300名，华沙大学是唯一一所榜上有
名的波兰大学。来自76个国家的450所大
学登上排名，其中名列第一的是新西兰
奥克兰大学。 该排名是时代高等教育期
刊的一项新举措，期刊介绍了大学对社会
和经济的影响。排名评估了大学如何为
实施联合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
献。 2015年联合国成员国通过了一份载
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文件，涉及消除
贫困，饥饿，减少不平等，应对气候变化
或恢复全球伙伴关系。 在“时代高等教
育”杂志的试点排名中考虑了11个可持
续发展目标。 更多信息： https://www.
timeshighereducation.com/rankings/
impact/2019/overa l l#!/page/0/
length/25/sort_by/rank/sort_order/
asc/cols/undeined

海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校组织
航空展
2019-04-09
海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校校长Arkadiusz 
Toil教授签署了关于组织Świdnik Airport
航空展的意向书。国家高等职业学校将负
责用于组织飞机起降。 Arkadiusz Toil教
授说：“我们代表一所教育飞机和直升机
飞行员以及飞行机械师的大学，除了保护
地面飞机机队和技术支持外，还提供我们
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我们希望参与者参
加一个独特的航空展，但最重要的是安
全和有效地运行。” Świdnik航空展将于
2019年6月8日至9日举行。活动将在EPLB 
Lublin机场和WSK PZL-ŚwidnikSA举行。

奥波莱大学获得2900万兹罗提
投资资金
2019-04-09
奥波莱大学获得了超过2900万兹罗提的资
金。企业家和技术部Marcin Ociepa将资
金- 以国家财政债券的形式拨发给了奥波莱
大学。 资金将用于为IT专家建设一个新的
大型教学设施以及新信息技术设备和实验

室。 奥波莱大学校长Marek Masnyk教授
说：“除了实验室以外，我们还计划建造
一个体育馆和食堂。”他补充说项目工作
将于明年开始。

罗兹科技大学TEXTIL 2019全国
学生研讨会
2019-04-09
罗兹科技大学纺织技术与设计学院于2019
年4月9日邀请各位参加全国学生研讨会年
TEXTIL 2019。 活动为年轻人提供了展示他
们的创造力，展示项目并熟悉学院潜力和提
供的机会。TEXTIL 2019研讨会的竞赛部分
包括：时装秀，模特展览和多媒体展示。 
TEXTIL 2019包括1.5小时的研讨班，其中包
括：服装，设计，针织，计量和合成纤维以
及多媒体活动领域的现代纺织技术。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授予John 
Raven教授荣誉博士学位
2019-04-09
2019年4月11日星期四卢布林天主教大学
将颁发授予John Raven教授荣誉博士学
位仪式。 John Raven教授是英国心理学
家，作为一门科学对心理学的贡献和贡献
是智力测验的全球心理诊断的设计，验
证，标准化和规范化。 John Raven教授
创造了新的社会和心理力量的概念，如认
知，社会，学习和教育潜力，这可以为
可持续社区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John 
Raven教授与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社会科学
学院在科学和教学领域合作多年。

华沙拉扎尔大学创建人力资源
卓越中心
2019-04-09
华沙拉扎尔大学与大学薪酬福利俱乐部一
起建立人力资源卓越中心，该中心将成为
中小型企业人力资源领域知识交流的论
坛。 项目的设想是让所有雇主都可以创造
一个有吸引力的工作环境，获得最新的知
识和人力资源解决方案，并利用科学的最
佳实践和成就。项目旨在将科学界与中小
企业的业务相结合，以尽可能有效地支持
中小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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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
学获得STER计划资助
2019-04-10
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学的两个课
程获得了由国家学术交流局为外国人博士
奖学金的STER计划资助。 国家学术交流局
提供的资金将实施“欧洲语境中的波兰语
或英语：历史- 媒体- 话语- 文化”项目。
项目协调员是Magdalena Bator教授。 
STER计划旨在通过增加对波兰机构管理的
博士学校外国候选人的报价的吸引力来使
博士学校国际化。

西里西亚大学与捷克共赫拉德
茨克拉洛韦大学合作
2019-04-10
西里西亚大学与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大
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大学校长Andrzej 
Kowalczyk和Kami lKuča教授在卡托维兹
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员工和学
生的学术交流。 合作计划组织客座讲座，
创建联合课程和学习计划，交换科学出版
物，参与教育项目和进行科学研究。 联合
活动还包括组织研讨会，专题讨论会，考
察访问，磋商以及在互惠基础上开展的其
他形式的活动。

下西里西亚大学研究机器人技
术在社会工作中的重要性
2019-04-10
弗罗茨瓦夫下西里西亚大学与来自四个欧
洲国家的合作伙伴正在实施PRoSPEro项
目：欧洲社会职业机器人教育学。活动在
ERASMUS PLUS KA203计划下并在高等教
育战略伙伴关系下进行的。 项目涉及机器
人技术在当代社会工作中的重要性。研究人
员正在研究如何传播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相
关的解决方案，从而改变广泛理解的社会工
作中的工作现实。该项目的结果将是为社会
工作和/或社会教育学的学生提供教育计划
的建议，同时考虑到社会机器人的问题。 
项目的合作伙伴包括：爱尔兰SLIGO技术研
究所、爱尔兰国立大学、戈尔韦和爱尔兰老
年痴呆症协会、丹麦威盛大学学院、荷兰特
温特大学和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

波兰科学院成立人类学博士学院
2019-04-10
波兰科学院人类学博士学院在华沙成立。
学院由波兰科学院的九所研究所组成：
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地理
与空间组织研究所S. Leszczycki，历史研
究所T. Manteufla，科学史研究所L.和A. 
Birkenmajer，地中海和东方文化研究所
波兰语言研究所，斯拉夫研究所和艺术学
院。 人类学博士学院将提供综合教育计
划，结合独立和合作研究的准备，学术技
能的发展以及专业和跨学科研讨会。招生
信息将于今年5月底公布。 人类学博士学
院是高等教育和科学法中引入的一种新形
式的博士教育。

弗罗茨瓦夫全国数学学生会
议“OMatKo !!!”
2019-04-11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数学系科学小组邀请
各位于4月12日至14日至第六届全国数学
学生会议“OMatKo !!!”。 会议面向来自
波兰各地的数学和相关领域的学生和博士
生。根据组织方提供的信息，今年约有300
人宣布参与活动。 会议以“学生与学生”
的理念为指导，参与者将发表关于他们的
兴趣或自己科学研究成果的论文。 活动期
间Jacek Małecki教授将带来主题为“阿
基米德定律，数学家们也跳出思维了吗”
的讲座。活动参与者将有机会参与合作伙
伴公司的会谈，例如：麦肯锡，克鲁克，
瑞士信贷和Avi。

红衣主教StefanWyszyński大
学创建家庭学术中心
2019-04-11
华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的家
庭研究学院将建立家庭学术中心。红衣
主教大学校长Stanisław Dziekoński教授
与位于华沙的省长办公室签署了合作协
议。 合作协议涉及红衣主教大学家庭研
究学院与，特别是与自治政府自治机构
运作的社会政策中心的合作。两个机构
联合行动的目的是使马佐夫舍省的社会
救助组织单位的干部专业化。 家庭学术

中心的任务是开展科学研究，教学活动
以及咨询和专家活动。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老年大学
2019-04-11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开始了老年大学的项
目。大学将获得超过180万兹罗提的项目实
施资金，大学在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组织
的一次竞赛中获胜。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发
言人Katarzyna Dziedzik通知道：“400名
老年人将参加由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教育学
和心理学系准备的免费讲座，研讨会，音
乐会和旅行。” 老年大学计划包括：有关
新信息技术的摄影和电影活动，以及健康
的生活方式或安全。他们中的大多数将由
各种专业的学术教师经营。 项目将持续两
年进行，每年将有200人参加课程。 更多
信息： http://www.atw.uwb.edu.pl/

波兰大学获得近30亿国债
2019-04-11
波兰136所大学获得29亿兹罗提的国债。
债券收购的资金将可用于投资或偿还投资
贷款。这是与大学实施“科学宪法”有关
的另一项财政支持。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
部长Jarosław Gowin说道：“通过获得
债券波兰各地的大学将能够满足他们与发
展相关的额外投资需求。我们在该法案中
广泛定义了这些需求。这些资金不仅可用
于实施投资，还可用于偿还因投资贷款而
产生的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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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博士生成为
EURODOC协调员
2019-04-11
西 里 西 亚 科 技 大 学 运 输 部 门 和 西 里 西
亚 理 工 大 学 博 士 生 理 事 会 理 事 会 代 表
Katarzyna Turoń成为欧洲博士候选人和初
级研究员委员会（EURODOC）的协调员
之一。她将负责与科学文章相关的问题，
科学编辑和关注组织的新闻通讯。 在今年
的选举中全国博士生代表团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代表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克拉科夫
科技大学、罗兹科技大学、热舒夫科技大
学和下西里西亚大学的五名波兰博士生当
选为新的董事会和行政机构。 EURODOC
是博士生和来自欧洲联盟和欧洲理事会的
年轻研究人员的32个国家协会的国际联合
会。

格但斯克大学获得超过100万
兹罗提实施创新孵化器2.0项目
2019-04-12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格但斯克大学、格但
斯克医科大学和PG Excento有限责任公
司组成了科学联盟，联盟在Innovation 
Incubator 2.0计划中获得了110万兹罗
提研究资金。 科学联盟将开展实施前项
目，促进波美拉尼亚科学家的科学成果，
加强科学环境与商业环境的合作。波美拉
尼亚大学与商业代表会面，以提供技术报
价，科研或研究服务的结果，并参加科学
和商业展览和展览。 在今年比赛中，科
学联盟成为了获得评分最高的科学联盟之
一，这巩固了格但斯克大学在创新领导者
中的地位。 更多信息： https://ug.edu.
pl/media/aktualnosci/87382/ponad_
milion_na_wdrozenia_w_programie_
inkubator_innowacyjnosci_20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研究员将研
究欧盟竞争法
2019-04-12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新闻发言人Katarzyna 
Dziedzik通知道：“来自比亚韦斯托克大
学的Anna Piszcz教授在国家科学中心宣
布的最后一场比赛MINIATURE 2下获得

资助。获得资助的研究涉及欧盟的竞争
法。” Anna Piszcz博士打算比较集体消
费者对反竞争行为造成的损害索赔的法律
解决方案。到目前为止，尽管欧盟委员会
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它们并未统一欧盟各
成员国也有各种规定。 Anna Piszcz博士将
能够提出和学术竞争法协会（Ascolana）
竞争法，从世界各地汇集研究人员，将于
六月在法国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举行的一
个会议上讨论其研究的初步结果。

什切青第八届跨学科大脑日会
议
2019-04-12
什切青大学临床心理学系和心理研究所、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精神病学、区
域医疗所系、神经波兰协会和精神病学协
会波兰什切青科和协会共同邀请大家参加
第八届跨学科大脑日会议。 会议将包括以
下主题： 从医学神经和精神的角度和人文
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今年的演讲：音乐的
想象力，我们沟通的非理性，艺术治疗和
电影中的大脑疾病。 今年的科学会议口号
是：“大脑、艺术、争论”。

波兰大学印度教育展览会
2019-04-12
奥尔什丁瓦尔米亚-马祖大学的代表团参加
了在印度新德里国际教育博览会。 参加本
次展会的的任务之一是由国家机构的学术
交流资助“VENI整合推广国外瓦尔米亚和
马祖在印度的大学“，其负责人是Rakesh 
Jalali博士。Rakesh Jalali博士是英语语言
研究院院长代表和瓦尔米亚-马祖大学创新
与技术转移中心负责人。 Rakesh Jalali博
士解释道：“印度高等教育系统无法提供
所有感兴趣的地方上大学，这就是为什么
这么多的印度年轻人出国留学。在波兰，
印度人外国学生3中人数最多的群体。” 
卢布林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卢布林居里
夫人大学、西里西亚卡托维兹大学、克拉
科夫科技大学、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也参
加了教育博览会。

伦敦大学学院代表图参观比亚
瓦波德拉斯卡国立高等学校
2019-04-15
比亚瓦波德拉斯卡国立高等学校接待了伦
敦大学学院代表团，作为由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资助的“教学硕士”计划的一部分，
伦敦大学学院的代表访问了波兰的大学。 
项目旨在开发和实施培训辅导员范围内的
新解决方案和辅导形式的培训。比亚瓦波
德拉斯卡国立高等学校于2018年加入了“
教学大师”项目。 比亚瓦波德拉斯卡国立
高等学校副校长Agnieszka Smarzewska
博士说道：“我们目前正在分析在伦敦和
根特完成实习的PSW学术教师组中的各种
教学方法。我们在教育创新方面领先于试
点课程。”

雅盖隆大学研究人员获得国家
科学中心赞助
2019-04-15
雅盖隆大学6名年轻的科学家在Miniatura 
2 竞 赛 中 获 得 了 国 家 科 学 中 心 的 赞 助 。
雅盖隆大学研究人员获得的资金用于个
人研究活动实施基础研究，即学者的数
量。 竞赛资助的研究活动包括缩略图初
步的研究，试点研究，查询，实习，科研
咨询，调研或会议的行程。 获得赞助资
金的是：来自生物化学、生物物理与生
物技术学院的Emilia Bonar博士、 来自
地理地质系的Maria Dainotti博士、来自
物理学，天文学和应用计算机科学学的
Dariusz Piwowarczyk博士、来自化学学
院的Anna Rokicińska博士、来自生物化
学，生物物理和生物技术学院的Marcin 
Zawrotniak博士。 更多信息： https://
www.ncn.gov.pl/konkursy/wyniki/
miniatur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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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德尔采自然科学与人文大学
地方自治会议
2019-04-15
谢德尔采自然科学与人文大学公共管理及
经济管理学院将于2019年4月16日举办“
当地政府在政治和法律思想”会议。 会议
组织方邀请政治科学家、律师、哲学家、
社会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和对人文感兴
趣的人士参加会议。 在会议期间将重点讨
论以下问题： 地方政府作为政治科学/法律
科学的研究问题; 地方政府从政治思想的角
度划分概念; 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和范畴
（权力，合法化，主权，政治）相关的领
土自治。

罗兹大学新项目
2019-04-15
罗兹大学正在开展一个新项目，新项目口
号为绝对的IT。项目适用于在该大学完成其
他课程并希望重新培训的人士。 罗兹大学
校长Antoni Różalski教授说：“在罗兹大
学，我们相信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在生
活的每个阶段都应该学习。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为罗兹大学的500名毕业生创建了一个
项目。非常重要的是项目考虑到了残疾人
和老年人的需求。我们的目标是提高IT领域
毕业生的能力。” 所有罗兹大学毕业生都
可以参加这些课程，无论其技能或经验水
平如何，以及已经与IT行业相关的人员。周
末学习可以在不必放弃现有义务的情况下
能进行，课程共分三个学期进行，每月两
节课。

华沙大学校长成为欧洲大学协
会董事会成员
2019-04-16
华沙大学校长Marcin Pałys教授成为欧
洲大学协会董事会成员，来自48个国家
的800多所大学加入了协议，协会影响了
欧盟关于高等教育，研究和创新的政策。 
Marcin Pałys教授积极参与欧洲大学协会
A活动。在2011-2013学年，他还担任欧
洲委员会旗舰计划外部咨询小组（FET旗舰
项目）的专家。 EUA董事会包括一名董事
长和八名成员，其中包括两名副董事长。

所有人都是协会成员学校的现任或前任校
长。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三次会议，负责
制定协会的政策并规划其活动。董事会成
员任期为4年。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
与Łukasiewicz研究网络签订
合同
2019-04-16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是波兰第一
所与Łukasiewicz研究网络签署了科技合
作协议的大学。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成
立于4月1日。其网络由38个研究所组成，
这些研究所将使研究商业化。罗兹生物聚
合物和化学纤维研究所和罗兹皮革工业研
究所的代表在凯尔采签署了协议。 Jan 
Kochanowski大学校长Jacek Semaniak
教授说道：“大学不仅要在基础领域实践
科学，而且研究的一部分必须要在工业实
施。” 与Jan Kochanowski大学合作的研
究机构代表谈到了具体项目。这些想法也
包括生产能够给予胰岛素剂量的鞋子。

Marek Rogatko教授关于黑洞
的第一张照片讲座
2019-04-16
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新闻发言人
Beata Wielowinska-Pawlak说道：“来
自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
天体物理学系和重力学的Marek Rogatko
教授在4月16日开设了主题为“看得见的黑
暗：黑洞的第一张照片”的公开讲座。” 
在高能天体物理学史上，我们第一次拍摄
了位于距离我们5500光年远的M87星系中
心的黑洞照片。黑洞本身的质量约为65亿
太阳质量。他们所需的照片和数据由来自
欧洲南方天文台（ESO）的Horizo  n望远镜
事件（EHT）的研究人员提供。 讲座将介
绍与场景相关的问题以及这一独特摄影的
可能后果，这些照片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
注。

Civitas学院2019选举的电子威
胁会议
2019-04-16
华沙Civitas学院信息分析中心和恐怖主义
研究中心将于2019年4月25日组织“2019
年选举的电子威胁：作为武器、专制和操
控的信息”。 会议将从三个介绍性板块开
始。欧洲议会议员Michał Boni将回答关于
欧洲法律是否可以打击错误信息的问题；
来自EEAS East StratCom特别工作组的
Martyna Bildziukiewicz将处理欧洲选举中
的虚假信息问题；Civitas学院信息分析中
心负责人Krzysztof Liedel博士将讲述“信
息斗争是混合冲突的一个要素”。 组织者
计划举行两次小组讨论，讨论选举过程中
出现的民主虚假信息和威胁。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新研究中
心专家实验室
2019-04-16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开设了GEO-3EM研究
中心，研究中心的12个专业实验室配备现
代化设备。项目价值为1.026亿兹罗提。中
心建立在“Polinka”站和Geocentrum
教育和研究中心附近。 研究中心为三层
楼，拥有100多间不同的房间：实验室，
会议室，仓库和管理设施。基础设施将
由来自各院系的科学家使用：土木和水，
化学，电子，地球工程，采矿，地质和
机械。设施适应残疾人的需求。 大楼内
设有12个实验室。其中包括其中之一湿
法冶金工艺实验室，高分子塑料加工实验
室，地球科学与矿物工程实验室，认可
胶带实验室和安全生产认可实验室。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 k t u a l n o s c i / c e n t r u m - g e o - 3 e m -
otwarte-nowoczesne-laboratoria-dla-
dolnego-slaska-111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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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医
学模拟中心开业正式运营
2019-04-17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开设了医学模
拟中心，中心是培养医学院系学生最现
代化的设施之一。目前中心课程已经开
始。 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校长Bogusław 
Machaliński教授说：“我们在该国拥有
最新的教学和医疗中心。在设备和质量方
面，我们已经超过了该国的其他大学。它
将被我们所有院系的学生使用。每个学生
都将在该中心接受临床和临床前科目的课
程。” 医学模拟中心包括35个教室- 手术
室，重症监护室，医院急诊室，救护车模
拟器，产房和护理室。还有技术，临床和
外科技术，超声和内窥镜实验室，救护车
和12个可编程模型。

罗兹市政府和科技大学合作减
少城市噪音
2019-04-17
罗兹科技大学与和罗兹市政府签署了一份
合作协议，协议旨在减减少罗兹市噪音。 
开展联合活动的想法是环境保护和农业部
的员工以及罗兹科技大学管理和生产工程
学院的员工的安排和合作的结果，大学拥
有LabNOISE实验室并且在波兰认证中心
获得认证。实验室负责研究，识别和分析
以及环境，工业，通信或安装起源的降噪
方法。

波兰与法国双边科学家交流
2019-04-17
波兰国家局学术交流邀请各界参加与法国
科学家的双边交流机会。项目的主要目标
是支持的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的流动性并
同意由波兰和法国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展。
研究项目将涵盖所有科学领域。 资金只能
用于支付人员交流的成本。发送方资助科
学家的旅程，接收方涵盖了从伙伴国科学
家的费用。资金从项目的预算最高金额达
25000兹罗提。 资金应用包括：大学，实
验室，研究机构，国际组织或其他实体波
兰科学院的科研院所主要从事科学研究，
在具有科学类波兰领土上运行。 更多信

息： https://nawa.gov.pl/naukowcy/
wymiana-bilateralna

华沙市长为有兴趣研究首都的
博士生提供奖学金
2019-04-17
华沙中央商学院与华沙市政府签署了城
市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协议以及空间
和经济协议。华沙市长宣布为有兴趣研
究华沙的博士生提供奖学金计划。 Rafał 
Trzaskowski说道：“这是一个为年轻科学
家发展的机会。博士生的协议和奖学金将
有效实现华沙2030战略的目标，即我们的
城市作为一个开放和友好的大都市与活跃
的居民。该协议将允许进一  步利用华沙科
学部门的潜力来改善城市的生活质量，让
研究人员参与城市发展的对话。” 合作协
议还宣布成立一个工作组，工作组将就华
沙中央商学院主楼前面区域的空间变化以
及将校园纳入城市公共空间提出建议。

西里西亚大学制定与外国毕业
生合作新战略
2019-04-18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获得近10万兹罗提
用于实施“西里西亚大学校友：与西里西
亚大学外国毕业生建立关系”项目，项目
作为国家学术交流机构实施的国际校友计
划的一部分实施。 项目主要目标是与毕业
于西里西亚大学的外国人制定合作战略。
作为项目的一部分，将建立一个与外国毕
业生合作的团队，该团队的成员将是该大
学各行政单位的员工。 计划于2019年5月
至2020年10月实施的活动将包括实施和推
广移动应用程序，一种支持与外国大学毕
业生建立联系的工具。在2020年8月将在
切申举行暑期语言，文学和波兰文化学校
组织与毕业生的会议。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克拉多夫斯
卡大学国际地球日
2019-04-18
卢布林的玛丽亚居里克拉多夫斯卡大学地
球科学与空间管理学院与艺术系一起组
织了第12届世界地球日。 玛丽亚居里克

拉多夫斯卡大学新闻办公室的Katarzyna 
Skałecka通知道：“世界地球日将于
2019年4月26日举行，这是一项促进生态
态度的全球运动与其相关的活动和活动在
许多地方于春季组织。组织者为所有感兴
趣的人士准备了数十个景点。活动期间还
准备了“这是谁的踪迹？”的演讲，参与
者将了解哪些痕迹可以留下动物和植物。
将涉及湖泊及其最大的秘密，天然药物和
化妆品以及普通/不寻常的H2O 。“ 更多
信息： www.dzienziemi.umcs.pl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中心双
语事项@
2019-04-18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开设了双语中心事
项@，这是爱丁堡的英国大学中心下属的
23个国际分支机构双语事项之一。 波兹
南双语事项@是研究和信息中心，在波兹
南大学英语系成立，处理多语言和语言学
习。波兹南双语事项@将为教师，教育工
作者，家长和研究人员研究这些问题进行
讨论的空间。 中心包括双语和语言学习，
支持相关的介绍语言学习的项目等方面的
跑步训练课程和研讨会，提高对有关双语
问题的教师，家长和儿童的关注，回答关
于提高双语儿童，提供获取信息和资源问
题。

奥波莱大学新生注册
2019-04-18
自2019年4月18日起，可以登录奥波莱大
学新生的在线注册系统。新学年包括72
个研究方向，其中有10个新研究方向。 
2019-2020学年大学到目前为止非常热门
的的专业，即心理学，医学，法律和IT研
究。10个研究方向包括：德国应用研究、
生物监测、设计与传播、编辑、捷克语服
务行业、外语公共服务行业、外语旅游、
应用语言学、语言治疗、营养生物化学、
旅游和娱乐。 奥波莱大学招聘代表Jerzy 
Wiechuła博士说道：“每年我们尝试魏
新生提供不同的新专业以便让我们的每一
个大学的高中毕业生能找到自己真正想要
学习的东西。今年我们的招生名额为33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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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项目获得
Miniatura 2竞赛
2019-04-18
格但斯克大学的研究人员是国家科学中心
Miniatura 2竞赛的获奖者。获奖者可以
获得初步和试点研究，查询，实习，科学
咨询和会议旅行的资助。 获得奖项的是： 
Małgorzata Kapusta博士的“试图找出
参与运输雄性个体的生殖与谷五月百合马
达蛋白”项目； Przemysław Karpowicz
博士的“开发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
BB及其受体片段的亲和力研究模型“项
目； Agata Błaszczyk博士的“波罗的
海蓝藻产生的化合物的抗真菌活性机制研
究- 寻找天冬氨酰蛋白酶Sap的抑制剂”项
目。 格但斯克大学的17个项目共获得了近
560000兹罗提的资助。

西里西亚第一届科学科学展
2019-04-19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科学普及中心邀请各
位于4月24日参加在西里西亚Spirala学生
俱乐部举行的第一届科学科学展活动。
西里西亚大学科技西里西亚大学和肿瘤
在格利维采研究所八名科学家将参加活
动。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科学普及中心主
任Aleksandra Ziembińska-Buczyńska
说道：“这些活动是在世界范围内组织
的，在波兰，科学立场刚刚开始在普及
者的意识中发挥作用。它不仅需要幽默
感，还需要很大的勇气和与自己的距离。
西里西亚科学家能做到吗？让我们拭目
以待吧.“ 在第一届西里西亚科学展期
间，来自华沙理工大学物理系的Dariusz 
A k s a m i t 将 参 加 活 动 ， 他 获 得 了 今 年
Animator类年度最佳推广奖。本次活动
将由Antoni Syrek-Dąbrowski主持，他
是与波兰科学展相关的喜剧演员，即兴
创作和编剧。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671

波兹南经济大学研究员获得 
Kosciuszko基金会奖学金
2019-04-19
来自波兹南经济大学市场和服务研究部的
Piotr Tarka教授获得了Kosciuszko基金会
提供的奖学金，奖学金将可以用于前往美
国研究和学习四个月。 Piotr Tarka教授将
使用奖学金进行对个人价值观对美国年轻
消费者强迫购买行为的影响的研究。研究
将与美国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里士满大
学合作开展。研究结果将与波兰研究样本
的测试结果进行比较。 Kosciuszko基金会
隶属于1925年成立的美国- 波兰文化和教
育机构。基金会的目的是在波兰共和国和
北美洲之间开展，支持和促进知识，文化
和教育交流。

西里西亚大学项目在TANGO3
竞赛中获得资助
2019-04-19
由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数 学 物 理 和 化 学 系 博
士Andrzej Dzienia领导的科学项目在
TANGO 3竞赛中获得了最高级别研究资
助。 Andrzej Dzienia博士将开发出一种独
特的压力自由基聚合N-乙烯基吡咯烷酮的
方法，由此可以获得具有可控性质的聚合
物。这些化合物可以使用在制药行业。 所
开发的方法将减少催化剂和有机溶剂的使
用，同时保持高的工艺效率并控制所得大
分子的性质。与目前工业上使用的方法相
比，这使得整个压力聚合过程更加有效和
更加生态。

波兹南大学“高校追求卓越”
科学会议
2019-04-19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于5月6日邀请大
家参加“高校追求卓越”科学会议。会
议与庆祝独立一百周年活动同时举行，
著名科学家、荣誉博士、海内外校长均
确认将出席会议。 在会议期间科学家
们将谈论他们的科学卓越之路，他们都
是 密 茨 凯 维 奇 大 学 的 荣 誉 博 士 ： B é l a 
Bollobás教授、Cheong Byung-Kwon
教授、Andrzej Dubas教授、Krzysztof 

Matyjaszewski教授、Peter Nijkamp
教授、Maria Siemionow 教授和Hans 
Wolfgang Spiess教授。 会议期间波兹南
密茨凯维奇大学基金会还将颁发“实践中
的卓越科学”奖项。竞赛包括所有在2009-
2019这十年期间在密茨凯维奇大学开展应
用性研究和科学活动的人士，积极地，社
会地和经济地将科学与商业结合起来。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人文学院
2019-04-23
西里西亚大学，杰尔奥德知识和对话基金
会，区域文化研究所，区域教师培训中心
和西里西亚省长办公室将开展“卡托维兹
西里西亚大学人文学院”项目。 根据该项
目为波兰课教师，文化机构的员工和15岁
至19岁的学生创建专门单位：波兰外国语
大学、文化研究大学、对话大学、移动青
年大学和青年科学家大学。 该项目将启
用独特的教育课程，举办讲座，实验课，
考察访问，以及教育活动，小组讨论和专
家咨询提高权力高等教育的自定义收件
人，以满足经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的需
求。 更多信息： https://www.us.edu.pl/
projekt-pn-uniwersytet-humanistow-w-
uniwersytecie-slaskim-w-katowicach-
doinansowany-w-ramach-po-wer

热舒夫大学将开始招生
2019-04-23
热舒夫大学将开始招生 热舒夫大学将在
2019年5月13日展开2019/2020学年招生
电子注册。 热舒夫大学将在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说道：“所有高中毕业生均可以
通过电子招生系统注册，如果由于某种原
因预科考试的计划日期将发生变化，我们
将修改招生时间表以便所有感兴趣的人士
都有机会完成入读大学的相关手续。” 热
舒夫大学为全日制学习准备了6131个名额
并准备了3190个非全日制学习名额。 所有
详细信息请访问： rekrutacja.ur.ed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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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见度项目提高波兰大学
在全球排名中的地位
2019-04-23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 o w i n 在 会 议 上 启 动 了 国 际 能 见 度 项
（IntVP）并说道：“该项目将帮助波兰大
学更充分地利用他们的潜力，这将转化为他
们在世界排名中的地位的提高。” 国际能
见度项目由展望教育基金会实施。 国际能
见度项目由展望教育基金会作为DIALOG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长计划的一部分实施。它不
仅在学术排名领域，而且在创造大学的国际
声誉方面，为具有知识和能力的大学的专业
发展做出贡献。该项目的目的是提高波兰大
学在国际舞台上的知名度，并提高波兰大学
在国际排名中的地位。

托伦哥白尼大学的项目
在“2019年创新激励”竞赛中
获奖
2019-04-23
由托伦哥白尼大学经济科学与管理学院进
行的“IMPULS 50+公共就业服务老年人
职业激活战略”在“2019年创新激励”竞
赛中获奖。 项目旨在改善改编增加失业
50岁以上的就业波兰的条件和发展地方合
作，支持劳动力市场新的有效手段发展的
公共就业服务的成效。 “激励创新”竞赛
由全球最大的商业教育学校网络AACSB 
International组织。85个商学院参加了
比赛，这是面向未来的教育，研究，社区
参与和信息解决方案的领导的一个解决方
案。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6070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生物库获
得ISO 9001：2015证书
2019-04-23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生物库是波兰获得
了ISO 9001：2015证书的机构，其范围
为“生物材料的生物材料，用于科学，研
究和开发以及教学目的“。 证书由世界上
历史最悠久，经验最丰富的BSI标准化组织
颁发，有效期为2022年4月2日。Biobank

在生物活性筛选和生物材料收集实验室中
运作。 该指南的实施使得能够按照最高标
准管理生物库工艺，有助于保证带有高质
量生物材料的单位及与之相关的数据。这
直接转化为获得新的科学和研究项目的可
能性以及创建创新研究和开发解决方案的
合作。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开发了用
于分析家用炉灰的系统
2019-04-23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总结了“Feniks”项
目，其中大学科学家和市卫队一起检查了
弗罗茨瓦夫居民在炉中吸烟的情况。结
果是从家用炉中开发取样程序和灰分分
析系统。 该项目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开发
一个控制系统，从采样时刻到最终报告的
呈现。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准备了一
个适当的图表和一个样本收集集，其中包
含十几个元素，目前由警卫使用。 然而
在科学家开始研究之前有必要开发一个数
据库，其中包括有关各种燃料如何燃烧
的信息（煤，焦炭，木材等）和最常见
的废物（板材，纺织品，塑料或报纸）
。研究人员共开发了21种标记物，根据
这些标记物检查并比较了护卫队提供的
样本。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pl/
uczelnia/aktualnosci/feniks-sprawdza-
-czym-palimy-w-piecach-na-dolnym-
slasku-11169.html

托伦哥白尼大学获得2500万兹
罗提
2019-04-24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授予托伦哥白尼大学
2500万波兰兹罗提为兽医中心的临床和教
学设施提供资金。5000 平方米的建筑将在
托伦市政府给予大学的土地上建立。   在地
下将放置一个实验部分，一层楼是大型动
物的临床部分，另一层楼是小动物诊所，
二楼是诊断实验室。建筑还将包括教室。 
中心主任Jędrzej Jaśkowski教授宣布：“
它将成为波兰最好的兽医临床设施之一。  
将在动物，磁共振，X射线，几个超声波扫
描仪和世界上最高水平的许多其他设备上
进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第二十届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
竞赛
2019-04-24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学生的五篇博士论文和
硕士论文在第二十届菲亚特克莱斯勒汽
车竞赛中获奖。 Przemysław Snopiński
的博士论文和Jakub Hyla、Pola 
Gwiaździńska、Danuta Zając、Kamil 
Miesiączka和Krystian Molasa的说是论
文获得了奖项，科技与人文学院的6名学
生也获得了奖项。 第一场比赛于1997年举
行，菲亚特研究中心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
与培训框架协议的措施之一，1998年举行
了第二届比赛，当时作为罗兹科技大学的
一个分支的比尔斯科-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科
学大学加入了比赛，在第二十届比赛中，
共有358件来自三所大学的作品获奖。

第二十四届西门子奖竞赛
2019-04-24
截止至2019年4月30日之前可以提交参加
第二十四届西门子比赛。比赛是由华沙科
技大学和西门子公司之间达成的协议组
织，其目的是促进波兰学术和非学术机构
员工在技术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杰出成
就。 根据华沙科技大学提供的信息，竞
赛应报告与西门子公司活动范围有关的工
作，尤其是以下科学和工程领域：电气工
程和能源，特别是电力的产生，传输和使
用; 电子和信息技术以及自动化和机器人技
术; 铁路运输以及交通管理和控制。 更多
信息： https://www.biuletyn.pw.edu.
pl/content/download/14943/87040/
file/Regulamin%20Konkursu%20o%20
Nagrod%C4%99%20Siemens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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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toria Śliwowska教授成为
凯尔采的Jan Kochanowski大
学荣誉博士
2019-04-24
Wiktoria Śliwowska教授在1949-1953就读
于列宁格勒国立教育学院。1953年，她开
始在华沙波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1960
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彼得拉舍夫事件” 
并于1971年获得博士后学位。1994年
Wiktoria Śliwowska获得人文学教授称
号。 Wiktoria Śliwowska教授是数百种
出版物的作者，包括翻译成俄语，德语，
英语和西班牙语的书籍。她的科学兴趣是
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历史，即“波兰西伯
利亚”，其历史都是消灭十九世纪独立运
动的参与者以及斯大林主义古拉格斯的时
代。

华沙红衣主教
StefanWyszyński大学与伯利
恒大学合作
2019-04-24
华沙红衣主教StefanWyszyński大学校长
Stanisław Dziekoński教授和伯利恒大学
校长Michael Sansur教授签署了关于大学
合作的意向书。 伯利恒大学是一所天主教
大学，是教皇保罗六世于1964年前往圣地
朝圣的结果。 自1909年以来由学校兄弟经
营。目前大约有3500名学生在大学学习。
大学对所有宗教开放。76％的学术界是穆
斯林，24％是基督徒。绝大多数学生（77
％）是女性。大学校长是以色列使徒大使
Leopoldo Girelli大主教。

斯卢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大学建
立一个现代化教学和文化中心
2019-04-25
斯瓦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学院获得了建设现
代化教学和文化中心的资金，学生们将可
以使用该建筑物作为演讲厅和整个城市。 
现代化的教学和代表基地设有多功能会议
室。它不仅适用于大学也适用于整个城市
和地区的居民。建设工作将于今年开始并
将持续两年。设施将适应残疾人的需求。 

该建筑是历史性营房团队的一部分，重建
将保留其历史形态。总投资成本超过1200
万兹罗提，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拨发了1000
万兹罗提，大学提供250万兹罗提。

罗兹关于政治与体育关系的百
年纪念”科学会议
2019-04-25
罗兹大学国际政治研究学院政治思想理论
系体育政治研究小组将于2019年5月6日组
织了跨学科科学会议“关于政策和体育关
系的百年纪念”。 本次会议将讨论：体育
与政治之间联系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体育
政治化现象能否在特定的地理和时间框架
内被关闭？政治过去如何影响体育运动，
今天如何发生的？ 由于会议的跨学科特
点，组织者不仅邀请了政治学家还邀请了
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和专业的
代表以及体育和体育记者领域的专家。

西里西亚大学DEREC-CE项目
2019-04-25
由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的 科 学 家 实 施 的
BECEREC-CE项目主要目标是检测和分析
饮用水中药物残留，大学将通过为可持续
水管理和土地使用领域的工业和行政管理
提供工具，提供知识和经验。 项目旨在为
供水公司开发综合决策支持系统，并改善
饮用水质量。除其他外，该任务将得到实
施在确定药物残留物转化过程或其自然降
解过程的鉴定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以及对
各种水处理方法的消除效果的评估。 项
目涉及来自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斯
洛文尼亚，波兰，德国，意大利和奥地
利的12个合作伙伴以及7个支持伙伴，由
InterregEuropaŚrodkowa计划资助。

西里西亚大学创新孵化器计划
2019-04-26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获得了用于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创新孵化器2.0下项目的拨款。
该计划旨在帮助促进科学成就，发展，创
新，以及加强科技与经济合作。 由西里
西亚大学，SPIN-US SPE和凯尔采的Jan 
Kochanowski大学组成的联合体将开展活

动，旨在通过寻求有兴趣实施研究和开发
成果的实体，促进技术提供和参与，开展
和加强科学界与商业环境之间的合作。科
学和商业展览和博览会。 活动还将生产前
的工作，适应的发明有兴趣的购房者的需
求。方案还提供了一种管理技术创新的投
资组合，并建立经纪人。

“波罗的海地区蓝色增长生物
经济”项目
2019-04-26
格但斯克大学与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大学
和研究机构一起实施“波罗的海地区蓝色
增长生物经济”项目。 项目由芬兰环境研
究所，生态水管理的拉脱维亚研究所，塔
尔图大学，加里宁格勒国立技术大学，克
莱佩达科技园和格但斯克大学中进行使用
领土合作INTERREG和从其他渠道资助的项
目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的项目的结果，有
关促进'蓝色'生物经济 项目将充分利用与周
边波罗的海“蓝色”生物经济的解决方案
相关的机遇，以及创新在这一领域。有助
于创造为合作伙伴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蓝
色”生物经济，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区域整
合的结果之间的交流的平台。

华沙大学设立四所博士学院
2019-04-26
华沙大学校长Marcin Pałys教授颁布了一
项关于在华沙大学建立四所博士学院的法
令。 这四所学院是：人文博士学院、社会
科学博士学院、科学与自然科学博士学院
和博士生博士系。与此同时Marcin Pałys
教授还任命了学院的院长。 华沙大学理事
会于2019年4月17日通过了关于“华沙大
学博士学校组织框架原则”的决议，因此
可以设立学校并任命其董事。文件描述了
任命学校校长的任务和方式。学校与科学
学科理事会，科学学科理事会以及博士生
进行研究的单位当局之间的合作规则也受
到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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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证券交易所
课程
2019-04-26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组织管理学院与华沙证
券交易所基金会一起邀请所有有兴趣投资
交流学校课程的人。课程面向初学者和中
级学生。 证券交易所学校适用于在资本市
场上迈出第一步的人。课程以易于理解，
可靠和实用的方式呈现市场。它表明证券
交易所也是建立长期储蓄的好地方，证券
交易所学校的讲师是从业人员和资本市场
专家以及学术人员。 课程将分为两部分进
行： 5月11日至12日和9月7日至8日：投资
股市的基础知识 6月22日至23日和9月28日
至29日：中间股市。  

Marian Gorynia教授获得比亚
韦斯托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2019-04-29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通知道：“波兰著名经济学家
Marian Gorynia获得了比亚韦斯托克大学
荣誉博士学位。” Marian Gorynia教授毕
业于波兹南经济大学经济学专业，于1985
年完成了博士辩护。1995年获得了博士特
许任教资格。于2000年获得了经济科学教
授的科学称号。从2003年起成为了波兹南
经济大学的正教授。 Marian Gorynia教
授是许多科学期刊的编辑委员会和计划委
员会的成员，例如“跨国管理期刊”、“
国际制度治理期刊”、“经济学家”、“
国民经济”和“经济研究”。他是波兰科
学院经济科学委员会和中央学位和职称委
员会成员，也是波兰经济学会科学委员会
主席。

罗兹医科大学成立文明疾病分
子研究中心
2019-04-29
罗 兹 医 科 大 学 签 署 了 建 设 文 明 疾 病 分
子修复中心合同，作为MOLecoLAB项
目 的 一 部 分 将 建 立 一 流 的 化 学 和 生 物
研究和分析科学和研究实验室。 罗兹
医科大学校长Jacek Grabowski博士
说：“MOLecoLAB是一个独特的项目，

不仅因为那里将进行的研究。此外，投资
符合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环保科技。
我们将投资“绿色”基础设施和节能解决
方案。“ 文明疾病分子研究中心的实验室
将用于开展研究和开发工作，设计创新产
品和诊断和治疗服务以及在国家和国际层
面实施与该行业的合作。

热舒夫大学将建立多轮廓医学
模拟中心
2019-04-29
热舒夫大学签署了一项合作项目，项目将
资助为医学院的医学院教师购买几种医学
模拟器。 副校长Józef Cebulski教授在
卫生部签署了“热舒夫大学医学院的发展
计划，利用医疗模拟中心的医学教育”项
目，在2014  -  2020年运营计划知识教育发
展项目下实施。 项目旨在通过实际执行发
展计划并拥有多重医学模拟中心热舒夫大
学医学院的医学方向的创建以提高教育质
量。 项目融资为1350万兹罗提，涵盖整个
项目成本。将分配1000万兹罗提用于购买
设备。剩余金额将用于培训。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参与国际能
见度项目计划
2019-04-29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加入了国际能见度项目
的倡议。主要目标是帮助波兰大学发展其
在提高国际学术排名的知名度和地位方面
的潜力。 项目将作为展望教育基金会实施
的计划的一部分和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对
话”的计划进行，参与大学的审计，参加
国际排名会议和组织研讨会等。建立国际
观念的排名，工具和经验的方法论。 项
目将为大学准备关于学术排名及其方法的
专家研究以及为排名组织准备和报告数
据的建议。项目数据提供商为Elsevier和
Clarivate Analytics。

绿山城大学获得了1000万兹罗
提用于建立多功能医疗模拟中心
2019-04-29
绿山城大学获得了超过1000万兹罗提用于
创建一个多配置的医学模拟中心。资金来
自卫生部知识教育发展计划。大学将致力
于教学人员通过模拟进行课程的设备，培
训和课程。 多功能医疗模拟中心将建在
Energetyków街道，共有三层。将为医学
生提供现代化的培训室。 学生们将在设备
齐全的房间里练习。模拟中心还将有一个
医院急救室和一个S型救护车模拟器（用
于更困难病例的救护车，有救生员和至少
一名医生）。医疗程序的大厅将配备模拟
器，音频- 视频系统，影像，设备和家具。

奥波莱大学多功能医疗模拟中心
2019-04-30
奥波莱大学多模型医学模拟中心获得了近
1400万兹罗提资金，资金来自知识教育发
展计划下的欧盟基金。 资金将用于购买设
备为中心、其分配给教学人员和学生、雇
用技术人员，、学模拟和准备使用模拟技
术的课程计划的培训。 医学模拟中心包
括：工作室学习技术技能，手术和护理，
重症监护室，展厅临床技能和护理产房，
手术室，急诊室和一个高尔夫球模拟器救
援救护车。主要供医学院的学生以及奥波
莱大学的教学和技术人员使用。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钢铁工
人日
2019-04-30
2019年5月8日至10日将在克拉科夫AGH
科技大学举办钢铁工人日庆祝活动。 作为
仪式的一部分将举行一次国际科学会议“
冶金与材料工程创新”和AGH UST冶金部
第56届学生科学界会议。 活动将于5月8日
星期三开始，为金属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学
院的员工和学生提供一个神圣的弥撒，5月
10日星期五的庆祝活动将是AGH UST参议
院的庄严会议，随后是冶金仪式。



607

莱格尼察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实
施大学的第三使命
2019-04-30
莱格尼察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将实施“大学
第三使命：为为有社会排斥风险的人们提
供激情，兴趣和教育的机会”项目。大学
已从欧洲社会基金获得35万兹罗提用于发
展资金。 项目旨在发展能力，促进社会和
专业激活，扩大知识和发展利益，刺激教
育和文化活动，防止50岁以上人群，10-25
岁有特殊的教育需求和青年照顾者。 活动
将以模块形式实施：针对年轻人- 社会融
合培训和实地课程以及关于阅读疗法，舞
蹈疗法，音乐疗法，美术，戏剧疗法和疗
法的讲习班; 为老年人- 在线安全研讨会，
从舞蹈疗法，音乐疗法，造型艺术和戏剧
疗法，以及护理人员。 项目内容包括：针
对年轻人，社会融合培训和实地课程以及
关于阅读疗法； 舞蹈疗法、音乐疗法、美
术、戏剧疗法和疗法的讲习班; 为老年人
安排的在线安全研讨会、从舞蹈疗法、音
乐疗法造型艺术和戏剧疗法，以及护理人
员。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已运营空
气评估传感器网络
2019-04-30
波兰唯一的大学空气质量评估传感器网络
已经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校园运营了三
个多月。传感器提供的信息已经使数千人
受益，其中包括弗罗茨瓦夫的员工，学生
和居民。 该系统由二十个设备组成，项
目中使用的设备包括创新的测量设备，其
使用的方法是测量从空气中的灰尘颗粒反
射的光。根据计数和散射光的强度，计
算瞬时粉尘浓度。 项目旨在测量浓度并
分析所谓的污染物烟雾。在测试过程中还
检查了建筑物、气象条件和城市绿化对
污染物扩散的小型封闭区域的影响。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modelowe-badania-
jakosci-powietrza-na-kampusie-11174.
html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环境研讨会
2019-05-02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组织了“
人类与自然，下西里西亚Natura 2000地
区应当共存而非竞争”研讨会。研讨会将
由经验丰富的科学家，专家和培训师进
行。 项目旨在推广和塑造环境的态度，提
高公众的需要保护的最有价值的地区生物
多样性保护，展示和下西里西亚例如波兰
省的自然遗产的多样性以及教育方面在其
保护区域居住价值的认识水平。 五月份
在克罗希维采、科瓦雷和布考维采举行的
研讨会主题是：使用Natura 2000领域的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概念和Natura 2000区
域环境影响评估来估算环境价值。 更多信
息： http://czlowiek-natura.upwr.edu.
pl/

莱斯诺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将普
及双重教育
2019-05-02
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将与当地的工艺支持双
重和专业教育中心合作。合作协议由大
学校长Maciej Pietrzak教授和中心主任
Bolesław Ratajczak共同签署。 双方的合
作始于一年前，共同组织了“双重和职业
培训，一个良好的职业，以此作为成功之
道”会议。进一步的活动旨在促进莱兹诺
次区域儿童和青年普及职业和双重教育。
该协议的条款将通过双方合作项目的相互
支持来实施。

Andrzej Stanisławek教授成为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2019-05-02
Andrzej Stanisławek教授自2019年4
月 3 0 日 起 担 任 科 学 和 高 等 教 育 部 的 新
副部长。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JarosławGowin在推特上进行了提名。 
JarosławGowin在推特上上写道：“
我 很 高 兴 地 宣 布 ， 4 月 3 0 日 A n d r z e j 
S t a n i s ł a w e k 教 授 将 成 为 @ N A U K A _
GOV_PL的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他将首先负责科学与经济的关系，因此@

pdardzinski找到了一位有价值的继任者！
。“ Andrzej Stanisławek教授自1989年
以来一直是卢布林医科大学的学术教师。
自2012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卢布林大学护理
与健康科学学院的副院长。

海乌姆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将获
得1500万兹罗提发展资金
2019-05-02
海乌姆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将获得近1500万
兹罗提用于实施两个旨在提高切姆大学学
生实际能力的项目。 这些项目由欧洲社会
基金共同资助。第一个是“海乌姆区域发
展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展计划”，价值770
万兹罗提将于2019年6月至2022年12月实
施。对于第二个项目“第二届综合大学发
展计划”，项目实施资金为710万兹罗提。 
第一个项目包括三个模块。前两个包括机
械和机械工程领域的教育：专业化直升机
驾驶，航空公司代表研讨会和紧急医疗服
务的考察访问。第三个模块基于提高大学
教职员工教学能力的活动。 第二个项目的
主要目标是获得学生的额外资格和能力，
大学工作人员的教学和管理技能以及管理
工具的IT支持。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将与
POLREGIO公司合作
2019-05-06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轨道车辆
研究所与“区域交通”公司在小波兰省的
分公司POLREGIO在教学和研究领域达成
了合作协议。 双方签署了协议，铁路车辆
工程创新双重专业的学生可以更多地了解
机车车辆的建造和运营的秘密，包括有可
能参加驾驶室的游乐设施。 铁路车辆工程
专业于2017年启动，并在运输方式的运输
和工程双重系统中实施。这是对动态发展
的轨道车辆建造行业的响应以及由此产生
的对该行业合格工程人员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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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
斯卡大学商业从业者会面
2019-05-06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奥
地利经济学派科学圈将组织一系列的商业
行为，其目的是促进创业的想法，表明知
识型经济是在日常生活中有用的会议。 卢
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新闻
办公室的Beata Wielowińska-Pawlak通
知道：“以知名品牌为榜样的组织者希
望展示如何将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的实际
方面相结合。第一次见面会“啤酒作为企
业”将于2019年5月7日在卢布林玛丽亚居
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经济学院举行。“ 
活动特邀嘉宾将是老鹰啤酒厂CEOPiotr 
Piekarski。在活动期间学员将学习如何经
营一个企业，一个酿酒厂如何管理获得资
本的增长，知道目前的市场形势和公司的
发展前景。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将
获得760万兹罗提
2019-05-06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将实施全国研
究与发展中心项目“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
科大学综合发展”，项目的价值接近760万
兹罗提。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综
合发展”项目包括：信息管理工具大学的
实现，包括电子文件管理学院（EZD）与
循环培训让员工能够顺利实施EZD。 项目
还计划实施的课外活动：在近红外和3D打
印诊断超声，胃镜，放射化学，剂量学，
显微外科，生物物理学，光谱学。项目还
包括为大学，在国外主要国家中心的学生
和考察学习专业课的教学人员的国家和国
际实习的实施。

“分裂的城市，分裂的岛屿” 
科学会议
2019-05-07
波 兰 科 学 院 政 治 研 究 所 欧 洲 研 究
系、Civitas学院与罗兹大学政治，历史和
区域地理系将于2019年5月17日在华沙文
化科学宫组织科学会议“分裂的城市，分
裂的岛屿”。 会议期间将分析选定岛屿和

城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由于各种
历史进程被国家边界划分。 组织者特别感
兴趣的是他们如何在一个边界消失或在个
人交通和贸易中不起主导作用的世界中管
理21世纪。 分裂城市的讨论示例之一将是
Gubin–Zgorzelec以及塞浦路斯岛和乌兹
南岛（Świnoujście-Heringsdorf）。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获得了1000
多万兹罗提资金
2019-05-07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综合学校课程SUM 
2”项目获得了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拨发
的1010万兹罗提的资助。 项目将提高教
学人员的能力，使学生掌握健康风险管理
的方向，具备知识和技能，允许健康风险
评估和预防保健计划以及教学人员参与统
计课程，数据库，专业软件和专业英语课
程。 获得的资金将建立一个配备有用于分
析环境和健康数据的设备和软件的计算机
实验室，还将允许实施医疗案例大学知识
库以及处理科学结论和办公室文件流通的
系统。

华沙特殊教育学院校长将在在普
沃茨克国立职业学校开设课程
2019-05-07
Stefan Kwiatkowski教授将于2019年5月9
日在普沃茨克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开设有关
未来的能力、学校、大学和就业市场的公
开课程 Stefan Michał Kwiatkowski教授
是特殊教育学院（APS）的校长，他还是
职业教育学和Andragogy APS系主任、克
拉科夫国家教育委员会大学的荣誉博士。 
Stefan Michał Kwiatkowski教授是500多
篇文章的作者以及82本书的作者，共同作
者，如：职业教育- 挑战，优先事项，标
准; 学校和劳动力市场; 继续教育。理论和
实践维度; 理论与实践中的教育领导。

弗罗茨瓦夫社会科学理论与实
践之间科学会议
2019-05-07
弗罗茨瓦夫大学社会学系于5月9日至10日
邀请各位参加第三十届社会科学理论与实

践之间国际科学会议 本次会议是网站参
与对认知和社会现实的描述，新的观点制
定的讨论。d会议面向科学界，地方政府
和国家行政机关，公共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和企业代表，关心确保公共安全的认识。 
与会者的讨论一直侧重于关注影响我们日
常生活实践的安全方面（共同模式）的问
题。科学家所考虑的主要行动者总是处于
或多或少制度化的社会空间中的“倾向性
群体”。

雅盖隆大学是欧洲百所最具创
新性的大学之一
2019-05-08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在路透社代理机构
准备的欧洲最具创新性的百所大学中排
名第90位。 路透社排名考虑了在特定大
学和科学出版物中就所进行的研究所创
造的发明所获得的专利数量。 雅盖隆大
学被列为第90位，是列入该名单的唯一
波兰大学。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KU 
Leuven）被认为是欧洲最具创新性的大
学，其次是德国埃伦根大学纽伦堡大学，
第三名是伦敦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更多信
息：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
rpbtop1002019/reuters - top-100-
europes-most-innovative-universities-
2019-announced-idUSKCN1S60PA

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
学获得超过420万兹罗提资金
2019-05-08
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学获得了超
过420万兹罗提用于实施“2018琴斯托霍
瓦综合发展计划”项目。项目隶属于高等
教育经济与发展，3.5综合高等教育课程。 
项目旨在提高学生的能力，根据经济，劳
动力市场和社会的需求，通过举办研讨
会，执行，更多的实际工作中的项目的形
式进行，通过实习的在显眼世界中心的实
施提升员工的能力。 资金将用于调整现有
的立法，以支持高校管理信息化工具- 特
别是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和提高，以利用它
的特性来优化管理流程高校管理系统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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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大学亚洲事务中心成为
EastAsiaNet联盟成员
2019-05-09
罗 兹 大 学 亚 洲 事 务 中 心 成 为 国 际
EastAsiaNet联盟正式成员。这意味着罗
兹大学的研究人员将有更多的机会进行研
究合作和学术交流。 作为EastAsiaNet联
盟的正式成员，罗兹大学将有机会参与赠
款、EastAsiaNet出版物并派出两名研究
人员免费参加研讨会。现在，波兰语和英
语的亚洲学生在亚洲研究领域的欧洲最佳
大学都有学位。此外EastAsiaNet联盟参
与保证参加由Marco Polo（MaP）博士
威尼斯全球欧洲- 亚洲联系中心组织的年度
研讨会。 罗兹大学将签署关于教师和学生
交流的协议。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
学拥有医学领域教育权
2019-05-09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授予在华沙红衣主教
Stefan Wyszyński大学医学院提供教育的
权利。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将
涉及统一硕士研究水平的教育与一般学术
概况。具体研究方向将于2019年10月开
始。 招生日期预计为6月7日。资格认证
程序将涵盖三个科目：生物学，化学和数
学。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医学
研究的临床基础是科学和研究机构包括：
军事医学研究所，心脏病学研究所、母婴
研究所、提供医疗服务领域商业活动的公
立医院和机构。

波兹南 - 亚特兰大工商管理硕
士课程
2019-05-09
波兹南经济大学波兹南- 亚特兰大工商管
理硕士课程已被列入十大MBA课程名单。
全国排名由Home＆Market每月编制。 排
名计划自1995年以来基于最佳美国模式实
施。这是多年与佐治亚州立大学密切合作
的结果。2008年计划获得了著名的AMBA
高质量教育认证。 课程以英语进行，是中
学和高级管理人员所需的学术知识和专业
能力的结合。

波兹南经济大学获得超过1060
万兹罗提资金
2019-05-09
波兹南经济大学获得了超过1060万兹罗提
用于实施“提高教育和管理的经济在波兹
南大学的质量”项目。资金来源于2014  -  
2020年业务计划知识教育发展项下的欧盟
基金。 资金将用于发展，在经济，执行活
动的教师教育新轮廓实用的讲师来自国外
的有学术和专业成就启动和实施。 项目假
定使用的劳动力市场信息，设计针对社会
经济，采购系统的需求，提高高校管理的
质量和提高管理人员和经过专门培训的管
理人员的素质教育。

Jarosław Gowin：如果我们
想拥有一个富裕的社会，那么
我们就必须投资于科学
2019-05-10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在接受比亚韦斯托克广播电台采访
时表示：“波兰的大学完成了这项任务，
即大众教育。现在是进行更加素质教育的
时候了，更多的精英主义者。” 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在采访中强调：“如果
想拥有一个繁荣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的
经济，那么我们就必须投资于科学和波兰
的大学。我强调“投资”这个词，因为它
实际上是一种投资。“Jarosław Gowin
补充道，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将会慢慢回馈
社会。 波兰今年在科学和高等教育方面的
支出增长相较前30年来说是最多的。其中
20亿来自国家预算，30亿是以国有国债形
式在公立大学之间分享。

信息技术中心
2019-05-10
来自波兰各地的技术大学将参与信息技
术中心（CMI）项目。超过12000名学生
将研究作为动态发展世界基础的IT技能。 
1500名导师（IT竞赛的教师和决赛选手）
将利用他们的知识，创造力和经验，创建
令人兴奋的课程，作为IT项目圈的一部分。
数字波兰设计中心支持该项目，为IT专家的
发展拨款5000万兹罗提。 CMI将搜索和打

磨计算机钻石。课程不仅由经验丰富的专
业人士进行，而且高于所有生活在计算机
科学中并乐于吸收的爱好者。该计划包括
两个学期的培训课程，主要涵盖算法的数
学基础和算法和编程的选定问题。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实施区域发
展综合大学计划
2019-05-10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获得了来自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资助的超过550万兹罗提用于实
施“综合性大学计划为区域发展”计划。 
项目涉及的与通过空中救援直升机，以及
供应和使用的工具来模拟化学实验室和交
付使用的工具来熟悉人体的解剖结构进行
的操作相关的模拟事故现场开展活动的执
行。 资金将提高学生和护生护理领域的能
力对于确诊的血管通路和客观地进行执行
工具和实时质量评估进行讲座和学生管理
服务。

Frédéric Dias教授在弗罗茨瓦
夫科技大学跨学科科学研讨会
上发表演讲
2019-05-13
来自都柏林大学世界著名数学家Frédéric 
Dias教授将参加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跨
学科科学研讨会。 Frédéric Dias教授将
于5月14日发表关于“海浪的魅力”的演
讲。 Frédéric Dias教授是流体动力学领
域的数学家和世界领先的研究领导者。
他负责分析诸如扩散波方程，海啸，物
体和建筑物中的波浪冲击或广泛了解的
海洋能量等主题。 Frédéric Dias教授为
免费开放，但需要提前在Evenea.pl网
站注册。讲座将以英语进行，同时翻译
成波兰语。 跨学科科学研讨会是一个针
对广泛接受者的循环 - 学生，博士生，
研究人员和任何对深化精确科学知识感
兴趣的人士。 更多信息： https://pwr.
edu.pl/uczelnia/aktualnosci/przed-
nami/interdyscyplinarne-seminarium-
naukowe-prof-frederic-dias-7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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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将成立STOS
能力中心
2019-05-13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与波美拉尼亚开发署签
署了一项合同，共同资助建设STOS智能
和跨学科知识服务能力中心。项目的总价
值超过1.14亿兹罗提，超过6600万兹罗提
来自欧盟计划和由省自治政府实施的投资
和发展部。 代理校长Piotr Dominiak教授
说道：“这项投资应该为我们的环境带来
新的冲动，允许研究和现代教学的发展。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有很大的发展抱负，这
个项目是我们已故校长Jacek Namieśnik
教授提出的想法。我们将继续努力支持
STOS能力中心。“ 项目包括建设STOS能
力中心和提供支持研究和开发活动的现代
SMART服务的平台。 更多信息： https://
p g . e d u . p l / a k t u a l n o s c i / - / a s s e t _
publisher/hWGncmoQv7K0/content/
podpisano-umowe-o-doinansowanie-
budowy-centrum-kompetencji-stos-o-
wartosci-ponad-114-mln

弗罗茨瓦夫大学外国博士生
2019-05-13
弗罗茨瓦夫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启动了一个
外国博士生研究项目“对政治和行政的比
较研究”，最优秀的学生将获得每月五千
兹罗提的奖学金。 博士生课程的参与者也
可以是硕士毕业生，英语水平至少达到C1
并且顺利通过招生流程。考生不能完成在
波兰的机构或研究生研究生学位攻读波兰
院校博士课程或将其应用于获得博士学位
校外模式。 四年的博士课程将在政治学与
行政学院在大学的博士的学校举行。博士
生将参加一般的大学课程法律，科研或教
学方法道德以及紧密相关的学科。 更多信
息： https://uni.wroc.pl/doktoranckie-
studia-porownawcze-nad-polityka-i-
administracja/

塔尔努夫国立立高等职业学校
成立医学模拟中心
2019-05-14
塔 尔 努 夫 国 立 立 高 等 职 业 学 校 成 立 了
现 代 化 的 M o n o p r o f i l e 医 学 模 拟 中 心
（MCSM）。 模拟中心包括多个工作室组
成的团队，全面准备并配备了技术先进的
设备，包括模拟病人，可以非常逼真地再
现临床情景。 大学从欧盟基金获得了超过
250万兹罗提的资金。 塔尔努夫国立立高
等职业学校Jadwiga Laska教授说道：“
使用模拟方法的教育为教学和学生提供了
全新的可能性。 我很高兴我们的大学加入
了拥有如此先进设备的高等教育机构。 感
谢所有为创建该中心做出贡献的人士。”

西里西亚大学研究城市环境对
蜜蜂状况的影响
2019-05-14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决定进行研究城
市环境和相关压力因素对蜜蜂功能的影
响。一年半以前他们在法律和行政学院
的屋顶上放置了6个蜂窝。 项目选择了一
种特殊的昆虫来收集附近地区发现的花
粉中的花粉。此外为了科学实验的目的，
在距离卡托维兹约100公里的农村地区建
立了第二个传统的养蜂场。科学家观察了
两个群体的功能以比较相关群体如何处理
城市和农村环境。 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运
行研究，检查压力源是否在特定月份加
剧。在未来科学家们希望与参与城市养
蜂场的其他人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
或者想要建立他们 。 更多信息： http://
przystaneknauka.us.edu.pl/artykul/
slodko-gorzkie-zycie-miejskiej-pszczoly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博士
生获得奖学
2019-05-14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环境工程和
大地测量学院环境工程研究所的Krzysztof 
Wolski博士被授予第11届Anna Pasek奖
学金，奖学金旨在促进波兰科学单位最有
才华的博士生。 获奖项目是显示选定山
区集水区森林系统转变造成的水域外流（

特别是洪水）的变化。Krzysztof Wolski博
士使用了LANDSAT 7和LANDSAT 8卫星
图像，根据这些图像确定过去15年中集水
区森林结构的变化。 某些变化和观察到的
雨量数据和水文模型将有助于建立降水径
流，在此基础上的将有可能对未来可能的
预测沿着检测来自盆地流出的变化。 更多
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pl/
aktualnosci/49325/doktorant_upwr_
ze_stypendum_im_anny_pasek.html

海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校将建
立医学科学研究所
2019-05-15
海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校获得了2850万兹
罗提用于建立医学科学研究所。 2019年
5月13日海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校获得了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law 
Gowin拨发的2850万兹罗提，资金将用
于建造医学科学研究所教学楼。 海乌姆
国家高等职业学校校长Arkadiusz Toil
教授说道：“医学科学研究所将于2022
年在海乌姆成立。医学科学研究所将用
于教育医疗救援人员以及护士。医院和
其他医疗机构对此类员工的需求不断增
加。” Arkadiusz Toil教授补充道：“大
学正在努力获得护理教育学生硕士研究课
程的许可。我的梦想是在大学也建立附属
医院。”

华沙医科大学100名科学领袖
排名
2019-05-15
华沙医科大学宣布了100名大学领导者的
排名，名单包括2016  - 2018年出版成就
最高的科学家 。 位于排名第一位的是来
自第一医学院I系和心脏病学诊所的负责人
Grzegorz Opolski教授；第二名是来自第
一医学院医学遗传学系主任Rafał Płoski
教授；第三名是来自医学院儿科系主任
Hanna Szajewska教授。 清单由万维网主
图书馆根据2016  - 2018年个别科学家的成
就分析编制。 排名包括在大学就业的人员
以及所有已发表文章的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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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经济大学博士生获得W. 
Iwanowska奖学金
2019-05-15
来自波兹南经济大学宏观经济与发展研
究系的博士生Piotr Matuszak获得了为
期7个月的柏林自由大学奖学金。 W. 
Iwanowska在国家学术交流机构内实
施。 计划旨在通过使波兰大学的博士生
能够在最好的外国中心进行研究或教学，
从而提高他们的国际流动性。持续6至12
个月的旅行可以让我们留在公认的科学中
心并与国外知名科学家一起实施研究项
目。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的Wilhelmina 
Iwanowska教授是托伦附近的Piwnice的
天文观测台的创始人，也是国际天文学联
合会的第一位女性。 她提升了19名医生，
其中8名获得了教授的学术称号。 她也是
三所大学的名誉博士。

格但斯克大学资助“波罗的海
科学网络 - 科学强国”项目
2019-05-15
“波罗的海科学网络，科学强国”项目
的合作伙伴是格但斯克大学，项目将在
波罗的海Interreg地区项目的资助下实
施。 这是“波罗的海科学网络”项目的
延续，格但斯克大学也作为合作伙伴参
与其中。活动旨在科学政策在宏观区域
层面的执行，并确保波罗的海地区在欧
盟范围内的研究人员的流动和创新创优
领域的中子和光子科学，生命科学与福
利国家的地区利益的更好的代表性。 主
要目标是提高各部和供资机构设计和实
施跨国研究基础设施支持计划的能力，
以便他们能够在研究和创新方面进行合
作。项目协调员是汉堡自由汉萨城市 - 科
学，研究和平等部。 更多信息： https://
ug.edu.pl/media/aktualnosci/88223/
interreg_region_morza_baltyckiego_
z a t w i e r d z o n o _ 1 2 _ p r o j e k t o w _ w _
t y m _ j e d e n _ w _ p a r t n e r s t w i e _ z _
uniwersytetem_gdanskim

弗罗茨瓦夫大学年轻科学家在
Start比赛中获得奖学金
2019-05-15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的七位年轻科学家在
波兰科学基金会的开始竞赛中获得了奖学
金。 弗罗茨瓦夫大学是奖励科学家和科学
家数量第三的大学 。 年度奖学金金额为28
至36万兹罗提。获得奖项的人员是： 来自
分子生物学的Patrycja Brzdąk; 来自地貌学
的Filip Duszyński; 来自化学系的Mateusz 
Janeta; 来自艺术史系的Karolina Jara; 来
自法律系的Paweł Lenio； 来自信息技
术系的Krzysztof Sornat； 来自化学系的
Marika Żyła-Karwowska。 波兰科学基
金会选出了第二十七届最有前途和最聪明
的研究人员和研究人员参加多阶段比赛，
共有899人参加。 获奖者的平均年龄为29
岁，占总人数60％。 奖学金获得者和奖学
金获得者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基金会拨款
300万兹罗提用于奖学金。

瓦尔米亚-马祖大学获得波兰电
气工程师协会奖章
2019-05-16
奥 尔 什 丁 瓦 尔 米 亚 - 马 祖 大 学 获 得 了
Stanisław Fryzy波兰电气工程师协会奖
章，大学科学副校长Jerzy Jaroszewski教
授代表大学接收了奖章。 波兰电气工程师
协会今年庆祝其成立100周年，这是一个
科技非政府组织。协会区分了勋章教授S. 
Fryzy科学家，教师或学校在广泛领域的杰
出研究和教学的理解电气和机构和学校在
支持涉及电气工程，能源，仿生学，信息
技术教育活动的成果。 瓦尔米亚-马祖大学
在技术科学领域提供教育主要是在工程科
学和工程勘测规划和建设的院系。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转化医学中心
2019-05-16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将开设转化医学中心。
转化医学是一种将实验中获得的知识快速
转移到日常临床实践中的方法。这是一门
新的但非常重要的科学学科。 转化医学中
心总部紧邻入侵和非入侵医学中心。 在第
一阶段启动了具有设施的心血管系统的现

代成像中心，这使得各种科学环境的代表
和技术转移中心能够联合工作。 为了实现
CMT的目标有必要提供新的基础设施，包
括用于进行临床研究的治疗和治疗空间，
使用最现代磁共振方法的成像实验室，用
于研究和商业空间的实验室空间和办公空
间。 更多信息： https://gumed.edu.
pl/55758.html

奥斯特罗夕卡公共管理学院护
理部门
2019-05-17
奥斯特罗夕卡公共行政学院获得了护理自
治政府和地方自治政府代表的许可并设立
一个护理部门。 这一提议是在2019年5
月9日在奥斯特罗夕卡举行的国际护士和
助产日的仪式上作出的。项目的发起人是
护士和助产士最高委员会副主席Mariola 
Łodzińska，她在演讲中注意到在奥斯特
罗文卡缺乏教育护士和助产士的部门。她
随后提议，考虑到人员短缺，地方当局将
在当地照顾该地区的工作人员，以满足该
地区的需要。 该计划由马佐夫舍省的董事
会成员Elżbieta  Lanc负责。她宣布与奥斯
特罗文卡市长Łukasz Kulik一起决定当地政
府将主动教育奥斯特罗文卡的护士。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开始招生
2019-05-17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招聘系统已经对外开
放，目前本科和研究生学习的名额超过
7700个名额。招聘工作将持续至7月8日。 
学校招聘负责人Anetta Stypułkowska说
道：“我们为本科准备了6814个名额。另
外915个名额是非全日制学习名额。可供选
择的学习领域多达50多个，其中14个领域
教育语言为英语。” 在去年的招生中，最
受欢迎的研究方向为用英语授课的计算机
科学与管理学院。同时有七名志愿者在申
请一个空位。共有超过六名志愿者在申请
技术基本问题学院计算机科学的空位，平
均5,82个志愿者申请电子学院的网络安全
研究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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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舒夫科技大学与汉堡大学合作
2019-05-17
热舒夫科技大学与汉堡赫尔穆特施密特大
学Helmut-Schmidt-Universität在教学、
科学和发展合作领域签署了合作协议。 合
作包括开展联合研究项目，组织联合学术
和科学活动，如课程，会议，研讨会，座
谈会或讲座或交换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员工
和学生。 合作协议将由电气工程和计算机
科学系的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代表热
舒夫科技大学以及汉堡大学机械和动力传
动系部门实施。

谢德尔采自然与人文大学获得
近800万兹罗提
2019-05-17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说道：“”德尔采自然与人文大学
将获得近800万兹罗提的发展资金。“ 副
总理Jarosław Gowin表示：“我很高兴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大学的项目得到了
大学综合发展项目竞赛评审团的高度评
价。” 谢德尔采学校长Tamara Zacharuk
接受了两次象征性的检查。 在接受Radio 
for You的采访时，她承认“这对我们大学
50周年来说是一份美好的礼物”。 这笔资
金将用于发展Siedlce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大学的科学潜力。 她补充说，我们将使用
它们来购买研究设备。

Andrzej Chwalibog教授成为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名誉博士
2019-05-17
华 沙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校 长 和 参 议 院 授 予
Andrzej Chwalibog教授荣誉博士称号，
庆典活动将于2019年5月17日在华沙生命
科学大学举行。 Andrzej Chwalibog教
授于1971年在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动物技
术研究毕业。他在哥本哈根动物科学研究
所动物生理学，生物化学和并在分析化学
系开始了科学工作。 1995年，他被任命为
生理学和营养学系教授兼主任。在2003在
Andrzej Chwalibog教授的倡议下建立了
实验营养与生理中心和间接量热法和稳定
同位素仪器中心。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协调

独特研究基础设施的使用，并整合哥本哈
根和奥胡斯大学的科研人员以及国际化研
究。 丹麦女王Małgorzata二世对他的科
学成就表示赞赏并授予他Dannebrog勋章
骑士称号。

来自托伦的物理学
家“Canaletto”双边交流计
划的共同融资
2019-05-17
托伦哥白尼大学物理，天文学和应用计
算机科学学院的项目获得了国家学术交
流机构的资助，作为波兰和意大利之间
Canaletto科学家双边交流计划的一部
分。 来自托伦物理学家的“将从头开始
的密度泛函理论转变为计算化学的实用
工具”项目将通过双边交流计划实施。 
该团队的成员是Szymon Śmiga博士和
Mateusz Witkowski。项目协调员为物理
研究所所长Ireneusz Grabowski教授。 交
换将由意大利理工学院生物分子纳米技术
中心进行。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年轻科学
家获得奖学金
2019-05-20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七位研究人
员作为最有才华的年轻科学家获得了“
开始”计划的奖学金。奖学金获得者从
899名候选人中选出，每年奖学金金额为
2.8万兹罗提。 获奖者是： 来自化学系
的Bartosz Błasiak博士; 来自电子学院的
Róża Goścień博士; 来自技术基本问题
学院的Błażej Jaworowski博士; 来自计
算机科学与管理学院的Piotr Klukowski博
士; 来自化学系的Adam Moyseowicz博
士; 来自电子微系统和光子学院的Olga 
Rac-Rumijowska博士； 来自化学系的
Wioletta Rut博士。 由波兰科学基金会组
织的“开始”是波兰最大的奖学金计划，
为30多年的研究人员代表所有科学领域。
奖学金可以用于任何目的，它们可以在艰
难的职业生涯开始时为年轻科学家提供经
济支持，使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科学。

大学科学委员会会议
2019-05-20
2019年五月16日至17日比亚韦斯托克大
学科学大学会议主题为关于在大学实施法
案2.0的工作情况以及高等教育和科学部的
计划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发言人Katarzyna 
Dziedzik说道：“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是波
兰大学校长会议的委员会之一，委员会主
要由负责科学事务的副校长组成。” 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总干事Anna Budzanowska
介绍了与选择研究型大学有关的活动的程
序和时间表，这些大学将在未来几年获得
更多的补贴。 她还谈到了部长新计划的工
作，称为科学的社会责任以及该部努力使
国家人文发展计划（NPRH）成为一个越来
越多的拨款竞赛的政府计划。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邀请波兰大
学参加国际教育博览会
2019-05-20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机构（NAWA）对有兴
趣参加国际教育展览会的大学进行注册，
该展览将在下半年举行。 越南教育展览会
的注册已经开放，将在河内（28/09/2019
）和胡志明市（29/09/2019）举行。可以
参加9月28日在Nur-Sultan（阿斯塔纳）举
行的中亚之旅和2019年9月29日在阿拉木
图举办的联合展台。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机
构（NAWA）鼓励参加欧洲研究交易会，
在波兰驻新加坡大使馆的参与下，将于
2019年9月28日在新加坡举办的教育展览
会上准备一个波兰展位。波兰国家学术交
流机构（NAWA）与曼谷大使馆合作将为
大学准备一个波兰OCSC国际教育博览会
展位，展会将于2019年11月2日至3日在曼
谷举行。 更多信息： https://nawa.gov.
pl/promocja-i-targi/targi?star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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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理工大学
获得1200万兹罗提资金
2019-05-20
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理工大学从国家研究
与开发中心获得了近1200万兹罗提的资金
用于实施“ZUT 4.0-方向：未来”项目 项
目旨在将技术教育设计过程与监测西波美
拉尼亚省劳动力市场需求联系起来的计算
机化。实施者团队将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来
支持未来毕业生教学领域的决策，并优化
员工参与教学过程。 将使用项目预算设计
独特的方法和教育课程的选择和推出的学
术生涯办公室4.0对培养学生提高员工的教
学和信息管理，选择程序和访问管理，模
型开发学校主题的数字化领域的竞争力的
能力/技能课程。

拉扎尔斯基大学法律日
2019-05-20
华沙拉扎尔斯基大学将于2019年5月25日
举办第八届“拉扎尔斯基大学法律日”活
动。在活动期间，参与者将有机会利用律
师事务所和法律顾问提供的免费法律建
议。 今年多达10家律师事务所将提供无偿
服务，这些律师事务所由与拉扎尔斯基大
学合作的倡导者和法律顾问代表并且通常
也是大学的讲师和毕业生。 专家将帮助活
动参与者解释所有法律领域的文件和解决
法律复杂性，包括劳动法，继承法，家庭
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消费者保护
法或财产法 - 所谓的问题将永久使用权转
变为所有权。对法律有兴趣的人士也可以
学习如何进行破产程序并提交消费者破产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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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学生科学俱乐部国
际会议
2019-05-21
来自波兰各地的500多名学生和监护人参
加了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组织
的第24届国际会议和第36届学生科学俱
乐部会议。 学生们展示了155件关于生物
学，畜牧业，生物技术，食品和人类食品
技术，大地测量学，环境工程学，兽医
学，基础科学，农业技术，生态学和环境
保护和经济学的作品。 作品的主题非常多
样，包括关于狗品种的时尚变化，纯素泡
沫--糖果市场上的创新产品，使用大麻和亚
麻籽油生产酵母食品补充剂，使用超声波
支持酵母面团制备，运动鸽的ECG标准，
激发学生的创业思维和水培 种植生菜。 更
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
pl/aktualnosci/49394/kola_naukowe_
ponownie_na_upwr.html

青年学者和艺术家学院招聘工
作
2019-05-21
青年学者和艺术家学院的招聘工作将进行
至5月31日。这一举措支持了与下西里西
亚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相关的青年科
学家和艺术家的跨学科知识交流和积极发
展。 学院是一个跨学科，跨大学和精英
阶层的倡议，其思想是知识的统一，潜在
的发展的刺激因素，年轻人的大胆和非常
规以及所谓的过程。 “知识三角”。它
有助于塑造弗罗茨瓦夫的形象，成为一个
对年轻人友好的雄心勃勃的学术和科学中
心。 学院成员可以是35岁以下的人士，以
杰出的科学或艺术成就和与各个科学和艺
术领域的代表积极合作的兴趣。学院成员
的任期将持续5年。 更多信息： https://
uni.wroc.pl/zglos-sie-do-akademii-
mlodych-uczonych-i-artystow/

华沙大学新分拆公司
2019-05-22
华 沙 大 学 成 立 了 一 家 新 的 分 拆 公 司
Project42，负责创建先进的分析工具。 分
拆公司创始人是华沙大学物理系的Maciej 

Ciemny博士和华沙大学管理学院的Kamil 
Mieszkowski博士。 他们与团队一起致力
于提高企业和机构运作的解决方案。 新分
拆公司的运作基于使用分析大量数据的潜
力。 Project42创建了算法，软件和分析
服务，使企业能够更好地使用他们的信息
集。 Project42创建的解决方案使用数据
科学技术和机器学习。

华沙维斯瓦金融与商业学院的
新校长
2019-05-22
Wawrzyniec Konarski博士被大学创始人
任命为华沙金融与商业学院（AFiB）维斯
瓦拉的校长。 Wawrzyniec Konarski博
士说：“我想采取行动提高大学的形象地
位，以便从国家和国际视角提高其认知度
和吸引力。 这将强调学术人员和学生的质
量属性。” Wawrzyniec Konarski博士之
前曾在大学当局担任校长代表。 他是一位
著名的政治学家，受人尊敬的讲师，波兰
和国际科学协会的成员，政治科学，文化
研究，媒体研究和国际关系领域近200篇出
版物的作者。

克拉科夫将建立计算医学中心
2019-05-22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SANO AGH项目
在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下的卓越团队竞赛
中获得了1500万欧元的资助。科学家们将
使用获得的资金进行医学诊断中使用的先
进计算机模拟 作为克拉科夫获奖项目的一
部分，将建立个人计算医学中心SANO。
它将涉及创建医学诊断和个性化治疗的创
新方法，这将得到先进的计算机模拟的支
持。 SANO中心将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创
建。国际联盟包括AGH科技大学学术计算
机中心CYFRONET、克拉科夫生命科学集
群、德国弗劳恩霍夫支持应用研究协会和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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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的五位年轻科学
家获得START奖学金
2019-05-22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的五位科学家为最有
才华的波兰年轻科学家赢得了START奖学
金。 这是波兰科学基金会举办的第27届奖
学金竞赛。 获得奖学金的是： 来自材料
工程领域的化学系的Beata Bajorowicz博
士； 来自化学系的Marcin Czapla博士； 
来自艺术史领域的历史系的Weronika 
Grochowska硕士； 来自心理学领域的社
会科学系的Aleksandra Mańkowska； 来
自化学领域的化学系的Alicja Mikołajczyk
博士。 每位科学家获得了每年2.8万兹罗
提的奖学金。 奖学金获得者由899名候选
人中选出。格但斯克大学在START奖学金
的获奖者数量方面在波兰大学中排名第四
位。  

罗兹大学联合博士学院和波兰
科学院的研究所
2019-05-22
罗兹大学与波兰科学院的究所一起创建了
三所博士学院：波兰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
究所和波兰科学院分子和高分子研究中
心。 BioMedChem学校将生物学、医学
和化学科学方向的博士。 教育课程呢旨在
拓宽和深化所选科学学科领域的博士生知
识。 罗兹大学将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和BioMedChem四所学院的博
士生提供教育。 根据“高等教育和科学
法”教育博士生新规则，课程将于2019年
10月1日开始。

哥白尼大学的学生获得文化遗
产基金会奖学金
2019-05-22
来 自 托 伦 哥 白 尼 大 学 美 术 学 院 的 学 生
Zuzanna Jarmulska是今年文化遗产基
金会奖学金获得者。她是研究艺术品的保
护和修复（专门保护和修复石雕和建筑
细节）的学生。 奖学金授予执行毕业论
文，该论文的主题是一个由雪花石膏制
成的十七世纪十字架，来自位于Ryńsk教
堂的一个有价值的墓志铭。关于这一主题

的工作要求学生了解纪念碑的保存艺术以
及创作艺术品和风格分析的历史背景知
识。 文化遗产基金会于2012年在Michał 
Laszczkowski博士和Paweł Wilski博士的
倡议下成立，其目的是保护和促进波兰国
家遗产作为欧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卢布林“学生和博士生残疾人日”
2019-05-23
2019年5月24日卢布林玛丽居里夫人大的
残疾学生和残疾人服务队的Alter Idem
协会将组织“残疾学生和博士生”。 大
学新闻办公室的Katarzyna Skałecka说
道：“活动伴随着全国性的跨学科科学
会议举行，其目的是就大学残疾人在广泛
理解的运作方面交换意见，观点和科学经
验。” 会议期间提出的问题将涉及残疾学
生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处理的各种问题。 计
划制定三个主题块：残疾人的法律问题，
心理社会问题和残疾人的专业激活。

比亚瓦波德拉斯卡大学获得
100万兹罗提资金
2019-05-23
比亚瓦波德拉斯卡大学在“卓越教育倡
议”项目的一部分获得了100万兹罗提资
金。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Agnieszka 
Smarzewska将支票递给了大学代理校长
Andrzej Stanisławek教授。 Agnieszka 
Smarzewska说到：“对我们来说这些是
我们将用于提高教育质量的巨额资金。 我
们有机会将大学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为此
将通过为工作室配备教学辅助工具来实施
项目，以便学生能够进行模拟劳动力市场
的实际情况。”

比得哥什卡齐米日维尔基大学
获得1170万兹罗提资金
2019-05-23
比得哥什卡齐米日维尔基大学获得了用
于“专注大学发展”项目实施的资金。项
目在在2014  -  2020年的业务计划知识教育
发展项下发展，大约1170万兹罗提的资金
来自于欧盟基金 。 项目的实质范围是开发
和实施计算机科学和机电一体化领域的教

育计划变革以及应用力学和计算机科学研
究所原型实验室的改编。 大学还宣布由国
外讲师实施课程，取得科学和专业工作成
果，提高学生应对社会经济需求的能力，
通过参加专业培训和外国教学实习和购买
信息技术系统来提高大学教师的教学技能
以提高大学管理的质量。

哥白尼大学建立文化遗产研究
和保护中心
2019-05-23
托伦哥白尼大学已经开始建立文化遗产研
究和保护中心，该中心是几年前制定的投
资计划的最后一个未实现的元素。 文化遗
产研究和保护中心将进行科学研究和保护
工作。将使用化学，物理，生物和地质学
方面的知识，技术和专家在保护领域开展
跨学科研究实验室。 项目规定购买偏振和
金相显微镜，老化气候室，红外光谱仪，X
射线衍射仪，便携式数字X射线系统，色
度计和3D扫描仪。 文化中心项目得益于欧
洲区域发展基金的文化，艺术和纪念碑保
护创意产业学术中心的“Monumentum 
Sonus Visio”项目，该项目与比得哥什经
济大学的文化中心共同实施。

Celestino Migliore大主教成为
华沙红衣主教大学荣誉博士
2019-05-23
2019年5月28日将在华沙红衣主教大学参
议院为Celestino Migliore大主教授予荣
誉博士学位。 Celestino Migliore大主教
在福萨诺的跨部门神学研究中学习并获
得了神学硕士学位。 在罗马的Pontiical 
Lateran大学他获得了教规法学士和博士
学位。 1977年，他毕业于教皇教会学院，
然后开始为梵蒂冈外交服务。 在2010 年
至2016年间，他是波兰的使徒大使和外交
使团的院长。 从2016年起他是俄罗斯的使
徒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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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伊拉斯
谟学生网络会议
2019-05-24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伊拉斯谟学生网络
波兰会议于2019年5月23日至26日举行，
波兰35所最大的大学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伊拉斯谟学
生网络举行。 波兰伊拉斯谟学生网络是欧
洲最大的学生组织的一部分。 伊拉斯谟
学生网络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伊拉斯谟 +等
国际交流计划支持和促进流动性。对于波
兰学生来说波兰伊拉斯谟学生网络活动以
及与其他国家学生的会面是在实践中使用
外语以及建立联系和熟人的机会。 更多信
息： https://www.esn.pl/pl

波兰与葡萄牙在“战场医学”
领域合作
2019-05-24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医学模拟中心加强了
与葡萄牙科英布拉军事卫生中心的合作。 
通过合作，弗罗茨瓦夫大学的学生和医生
将有机会参加医学领域的新课程。 与葡萄
牙科英布拉军事卫生中心达成的协议是两
个机构之间现有合作的延伸。 它提供了
在未来的大型活动中组织武术课程和医疗
活动的机会。 医学模拟中心负责人Piotr 
Kolęda博士说到：“我认为这些是我们必
须让学生为我们周围的现实和世界变化做
好准备的任务。”

别尔斯克 - 比亚瓦技术人文学
院发展计划
2019-05-24
别尔斯克 -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科技大学将开
展“技术与人文科技大学发展计划“ ，该
项目的总预算近800万兹罗提。 项目的实施
将有助于引入新的创新课程和获得额外的
能力，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实际专业准
备。 教学人员的实质性能力将提高，管理和
行政人员的质量和效率也将得到提高，其中
包括在大学管理领域引入现代解决方案和信
息技术工具。 大学发展计划由2014  -  2020
年业务计划知识教育发展共同资助。 它的实
施计划为期四年，将持续至2023年3月底。  

Sanok力学和机械工程硕士研究
2019-05-24
从2019年10月开始将在Sanok国立高等职
业学校开设机械工程硕士课程。Sanok大
学获得了在硕士实践研究水平的机械和机
械工程领域进行教育的权利。 经过4个学
期的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将获得硕士工程
师称号。 大学将准备从事机械工业企业，
从事机械，设计，施工和技术单位制造和
运营的公司，以及与组织，维护生产和工
艺流程自动化相关的公司。 电子报名招生
将于2019年6月1日开始。

西里西亚大学青年科学家获得
Preludium计划资助
2019-05-24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青年科学家的三个项
目将通过国家科学中心Prelude计划的
资金实施，该计划资助人们在没有医学
学 位 的 情 况 下 开 始 职 业 生 涯 的 研 究 项
目。 “Foto-grafemiczność“项目以波
兰诗歌为例，在21世纪之交塑造摄影与诗
歌的关系获得了超过81000 兹罗提。法律
和行政学院的“Nudge作为法律规范的工
具”项目获得了近175000兹罗提。 由于获
得的近209000兹罗提资金，大学生物学和
环境保护学院的科学家正在实施“了解短
柄草和内生细菌之间有益相互作用的遗传
基础”项目。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研究人员获
得了国家科学中心资助
2019-05-24
六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发言人Katarzyna 
D z i e d z i k 说 道 ： “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研 究 人 员 将 收 到 来 自 波 兰 国 家 科 学
中 心 总 额 超 过 2 6 0 万 兹 罗 提 的 赞 助 资
金。” Krzysztof Szymanski教授的“的穆
斯堡尔谱成像超精细的相互作用”项目获
得了1217630兹罗提的赞助资金； 来自历
史与社会学系的Karol Łopatecki博士将研
究16至18世纪波兰 - 立陶宛国家军营和驻
军的社会和经济意义； Radosław Poniat
博士将实施“波兰 - 立陶宛联邦的经济不
平等及其社会政治后果”项目； Monika 

Kozłowska硕士将分析天气条件对选定经
济现象的影响的性质和规模，例如作物生
产，农产品价格变动以及现代波兰早期从
该国出口。

热舒夫信息技术和管理大学获
得近百万兹罗提资助
2019-05-27
热舒夫计算机科学与管理大学获得了由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颁发的科研和教学的近一
百万兹罗提资助。 只有两所华沙私立大
学获得更高的资助：社会心理学大学和
科兹明斯基大学。 热舒夫计算机科学与
管理大学科学副校长Agata Jurkowska-
Gomułka教授说道：“民办高校的最高补
贴是能力建设和研究的一贯政策的自然结
果证实我们与国内其他学术单位大学的位
置。” Agata Jurkowska-Gomułka教授
补充说：“来自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资助
支持有助于加强科技成果，包括其国际化
的合作项目。”

第十届华沙国际科学教练会议
2019-05-27
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的教练和指导中心于
2019年5月27日至28日举办了第10届国际
科学教练会议，会议的主题为“教练 - 新
的视角和挑战”。 教练在波兰和世界各地
都在非常动态地在不同层面上发展。 它有
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序，并已成为一个独立
的，社会认可的专业。 新的辅导概念，方
法，工具和专业领域正在出现。 会议面向
培训师，导师，主管，人力资源专家，人
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经理，企业家，学
生，博士生以及所有对教练，个人和职业
发展感兴趣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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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研究人员在索纳
塔竞赛中获得280万资金
2019-05-27
西里西亚大学的科学家的四个项目将在竞
争索纳塔国家科学中心获得总额超过280万
兹罗提的资助资金。 资助的项目包括： 来
自法律和行政部门的 “根据选择的认知语
言学概念，法律文本的含义”项目； 来
自文学系的“中亚新丝绸之路 - ”一带一
路“的措施，战略和行动者”项目； 来
自生物学和环境保护学院的“在植物修复
与碳氢化合物和重金属共同污染的土壤
中植物 - 细菌系统中的相互作用研究”项
目； 来自数学，物理和化学系的“低活化
单体（LAMs）的创新聚合方法“项目   索
纳塔竞赛支持大家开始科学事业，使用现
代设备或原始方法解决方案进行创新的基
础研究。

罗兹大学抵制歧视团队
2019-05-27
罗兹大学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团队来制定行
动机制，使学生和员工能够有效地应对大
学中可能出现的歧视案件。该团队包括学
术界和行政单位的管理人员。 反歧视团队
是罗兹大学的另一项活动，也是大学社会
责任的一部分。 反歧视团队的任务是制定
罗兹大学的平等政策。平等政策的起点是
国家，欧盟和国际法的规定，包括“残疾
人权利公约”。平等也将支持发展中国家
从罗兹大学所产生的规定的过程中的政策
研究授予著名商标HR卓越。

埃尔布隆格培训未来医生
2019-05-28
埃尔布隆格人文与经济学院正在等待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关于授予学院联合开展研究
生医学专业的权限。 埃尔布隆格人文与经
济大学校长Sylwia Sobkowiak在接受采访
时说道：“目前医生的需求巨大，特别是
专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退休年龄，
而新人远远供应不足。” 两年前科学部和
波兰认证委员会并没有批准这一请求，因
为缺乏一个运作的教学和模拟中心以满足
医学院学生的需求。 现在中心已经建成并

装备好了。 它将于2019年10月1日开始运
营。 埃尔布隆格大学当局希望在满足所有
要求后可以得到科学部的积极决定。

华沙大学博士学校
2019-05-28
华沙大学博士科学与自然科学学院和部际
博士学校的招生工作开始了。 华沙数学
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院（华沙大学和波兰
科学院的联合项目）第一批招生工作已经
开始，作为定量心理学和经济学计划的第
二个新招聘候选人的一部分。 6月1日，
人文博士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的招生工作
将开始。招生的目的是通过评估，等等，
为学校选择最佳候选人，拟议研究项目
的价值及其对特定学科的重要性。 更多
信息： https://irk.oferta.uw.edu.pl/pl/
offer/SzD2019/

凯尔采科技大学获得2000万兹
罗提资金
2019-05-28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Sebastian Skuza
授予了凯尔采科技大2000万兹罗提补助
资金的支票。补助金是政府对实施长期大
学发展战略的额外补贴。这些资金将允许
完成对凯尔采科技大学科研基地的重大投
资。 目前大学正在实施CENWIS项目，该
项目假设实验室基地的扩建和装备，并以
商业条款向公司提供。 凯尔采科技大学校
长Wiesław Trąmpczyński教授说道：“
我们将与具有欧洲和全球影响力的机构合
作。 在建立国际联系，毕业生就业，博
士研究和实习方面，我们看到了巨大的能
力。”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在索纳塔
竞赛中获得165万波兰兹罗提
2019-05-28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三位研究人员在索
纳塔竞赛中获得了奖学金，奖学金由国家
科学中心提供，约花费165万兹罗提。 获
得奖学金的是： Marcin Poręba博士的“
使用质谱法进行乳腺癌的蛋白水解分析，
用于个体化肿瘤学项目; Róża Goścień

博士的“利用网络建模和预测工具优化
线框光网络”项目； Marta Rudnicka-
Bogusz 博士的 “波兰北部和西部十九世
纪和二十世纪军事发展综合体的建筑和城
市规划：团队的类型学，文体学，使用和
重新评估”项目。 索纳塔竞赛面向在在申
请比赛前两年至七年内获得博士学位的科
学家，比赛旨在使用现代设备或原始方法
解决方案支持创新的基础研究。

罗兹技术大学Alchemium项
目获得近一亿兹罗提资金
2019-05-28
罗兹科技大学获得了来自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资助得9750万兹罗提资金。 这笔资金将
用于建造Alchemium，一个现代化的会
议和教育中心以及化学和科学实验室。 在
庆祝罗兹理工大学成立74周年，于2019
年5月23日举行了开工仪式，这座基石是
为建造新建的“Alchemium  - 未来化学
的魔力”而建造的。 总建筑成本为1.131
亿兹罗提，来自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资金
为9750万兹罗提。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Jarosław Gowin出席了签署仪式。

华沙金融与商业学院新院系
2019-05-29
华沙维斯突拉金融与商业学院2019/2020
学年招生已经正式开始，招生方向包括
生活方式的辅导，商业新闻。波兰语，
英语，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习以及在线学
习。 华沙维斯突拉金融与商业学院的课
程是其他大学无法提供的新课程。在新闻
与社会传播方面新推出了商业新闻和社交
媒体新闻两个专业。 为了满足市场的巨
大兴趣和需求，维斯突拉大学已经提供了
生活方式指导的方向。这是一所为期两年
的主要旅游学院和维斯瓦河酒店管理学院
（原旅游和娱乐学院）的硕士学位。在他
们的课程中，第一周期研究的毕业生：心
理学，营养学，娱乐和体育，可以扩展他
们对新领域的知识。 更多信息： https://
www.vistula.edu.pl/kierunki-studiow



HIGHER EDUCATION 2018-2019

618

卢布林科技大学与波兰邮政合作
2019-05-29
波兰邮政已与卢布林科技大学就电动汽
车，光伏和运输领域签订了合作协议。 签
约仪式于2019年5月27日在卢布林科技大
学举行。 根据科技合作协议邮政经营者和
大学将共同实施由欧盟资金共同资助的项
目，这些项目涉及卢布林波兰邮政分拣厂
的光伏装置的研究和建设的可能性。 其中
一个计划项目是建造能源仓库。 它与光伏
装置的连接将允许充电和随后将能量存储
转移到波兰邮政的电动汽车。 卢布林技术
大学还将与波兰邮政局合作组织学生实习
和文凭论文的实施以及研究和开发。

第二届乌克兰日
2019-05-29
2019年5月31日将在卢布林居里夫人大
学举行第二届“乌克兰日”活动，活动
将在学术文化中心“扎卡”举行。 卢
布林居里夫人大学新闻办公室的Beata 
Wielowińska-Pawlak通知道：““乌克
兰日”将展示当代乌克兰文化的各个方
面，并将使我们东部邻国的遗产和国家财
富更加接近。本次活动旨在卢布林的学生
和居民与整合我市乌克兰社区代表，促进
了波兰 - 乌克兰的对话，并建立两国人民之
间的友谊。“ 在活动期间将能够参加民间
和民间歌唱的艺术工作坊。该计划还包括
品尝传统的乌克兰美食。组织者还邀请大
家与年轻的利沃夫作家Olesia Jaremchuk
会面，他将提供一系列报道关于生活在乌
克兰的少数民族的“Nashi inshi”。

埃尔布隆格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招生
2019-05-29
埃尔布隆格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招生很快将
开始进行，考生可以选择13个学习领域
和24个专业，硕士，工程和学士学习，
全日制以及非全日制学习。 在新学年中
将在学前教育和早期教育以及特殊教育学
专业开始研究生招生。 新的2019/20将在
经济学院进行为期两年的管理和法律研究
学习。埃尔布隆格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招生

工作将于2019年5月31日开始。 更多信
息： https://pwsz.elblag.pl/rekrutacja

格但斯克大学项目在OPUS竞
赛中获得赞助资金
2019-05-29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的三位科学家的项目在
OPUS竞赛中获得了赞助资金。 OPUS竞
赛是目前最收关注的竞赛，在第16届竞
赛中共提交了1880申请。 获得资金的项
目是： 来自数学，物理和计算机科学系
Marek Grinberg教授的“极端条件下晶体
基质中3d3（Cr3 +，Mn4 +）离子的能量
结构和光谱特性”项目； 来自海洋学和地
理学院Agnieszka Herman博士的“观察
和模拟海冰与大气和海洋边界层的相互作
用”项目； 来自法律和行政部门Tomasz 
Widłak博士的“法官和美德。 研究正义的
理论理论”项目。 OPUS竞赛面向在所有
科学事业阶段的科学家们。对一个项目没
有资金限制。 在今年的版本中共有361个
项目有资格获得资金。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博士招生
2019-05-29
学院院长办公室的Izabela Kurek解释说
道：“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博士招生将截
止至6月14日。弗罗茨瓦夫大学博士学位
有12个学科可供选择。我们提供一个免费
的学习英语的机会，目前在其他波兰大学
是不提供这样的课程的。“ 弗罗茨瓦夫科
技大学的博士学校将于2019年10月1日开
始运作。博士课程包括以下学科的培训：
建筑和城市规划;自动化，电子和电工;技
术信息学和电信;生物医学工程;化学工程;
土木工程和运输;机械工程;环境工程，采
矿和能源;数学;化学和物理科学以及管理和
质量科学。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wystartowala-
rekrutacja-do-szkoly-doktorsk iej -
pwr-11213.html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是Opus
竞赛资助项目领导者
2019-05-30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是科学联盟内实施
的三个项目的领导者，这些项目在由国
家科学中心举办的Opus竞赛中获得了资
助 。 获得资金的科学家是： 食品与营
养科学学院的Magdalena Rudzińska
教授，合作伙伴为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
命科学大学； 食品与营养科学学院的的
Jolanta Tomaszewska-Gras博士，合作
伙伴为卢布林医科大学； 木材技术部门的
AgnieszkaWaśkiewicz博士，合作伙伴为
波兹南经济大学和农业和食品工业生物技
术研究所。 OPUS竞赛面向在所有科学事
业阶段的科学家们。对一个项目没有资金
限制。 在今年的版本中共有361个项目有
资格获得资金。

克拉科夫经济大学日
2019-05-30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于2019年5月28日参加了克拉科夫
经济大学日活动。 在开幕式上拉科夫经
济大学校长Andrzej Chochół教授引用巴
拉克奥巴马的话说道：“今天，科学似乎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生存。 既是为了
我们的世界，也是为了我们自己作为一个
国家，为了我们的福祉和安全。 现在是
我们将科学视为生活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的时候了。” 在演讲中校长还提请注意科
学和创造力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在他看
来，“虽然广泛理解的发展是刻在人性中
的，但它在当代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
样强烈”。



619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独特研究领域
2019-05-30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净化空气工程是一个新
的研究领域，也是唯一一个在波兰提供教
育的研究领域。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首次
招生将于6月10日开始。2019年10月将在
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和环境与能源工程方
向开始新的课程。 Piotr Beńko博士解释
道：“培训计划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的联
合创始人，需要创建一个“清洁空气工
程”因空气质量问题，包括对人类健康和
环境的影响日益重要，尤其是在城市地区
和气候变化的集约发展的背景下。“ 清洁
空气工程领域本科研究将持续三年半，克
拉科夫科技大学为这一研究领域准备了36
个名额。

外国专家将评估波兰研究型大学
2019-05-31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建立了一个国际化的
团队以评估在第一场“卓越计划 - 研究型大
学”比赛。选择一组将在未来成为研究型
大学的大学，并且对有效地与世界上最好
的大学和研究所竞争进行评估。 在团队评
估的基础上，将选择有机会成为研究型大
学的大学。在竞争中选出的大学将从2020
年到2026年每年获得10％的补贴增长并在
2019年获得的补贴。 评估团队由15名优秀
的外国专家组成。其中包括来自哥廷根大
学，阿姆斯特丹大学，奥胡斯大学，曼彻
斯特大学和南安普顿大学的研究人员。 更
多信息： https://www.gov.pl/web/
nauka/miedzynarodowi-eksperci-w-
programie-inicjatywa-doskonalosci-
uczelnia-badawcza-powolani-kto-
bedzie-ocenial-wnioski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
学医学院招生正式开始
2019-05-31
华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医学
院计划于今年招收100名学生。 卫生部长
Łukasz Szumowski在华沙波兰主教会议秘
书处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道：“我们拥
有了下一所进入了“全面”大学的学府，

医疗部门是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红衣
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医学院的医学
临床基础由位于华沙及其周边地区的医疗
单位提供：军事医学研究所，中央临床医
院，Anin心脏病研究所和母婴研究所。大
学还与卢加诺瑞士大学的欧洲高级眼科学
院合作。

格丁尼亚海军学院学生入围“
北约辩论赛”
2019-05-31
来自格丁尼亚海军学院国际关系的学生
Elżbieta Lubacha和Tomasz Dranicki成
功晋级了“北约辩论锦标赛”国际比赛的
决赛，决赛将于6月17日至19日在布鲁塞
尔举行。 比赛的组织者乔治·华盛顿大学
和埃格蒙特皇家学会邀请参加该项目的数
十名世界各地的大学前往布鲁塞尔。决赛
的任务是准备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北
约是否应该和国内的所有人在国防上承诺
至少2％的国内生产总值？” 在这些材料
中提交的评审团选出，并邀请到了最后的
学生和7所大学的工作人员。其中入围包
括：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巴黎高等德盖尔
法国，比利时和欧洲的大学，根特大学，
巴斯在英国，博洛尼亚的意大利大学和马
其顿大学大学。  

西里西亚大学毕业生在布尔诺
会议获得观众奖
2019-05-31
由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的 学 生 和 毕 业 生 创 建
的“Weakless”游戏在布尔诺的“游戏访
问会议”中赢得了观众奖。这是Cubeish 
Games和Punk Notion团队获得的另一
个奖项。 “Weakless”是一款益智冒险
游戏，游戏中的角色是有视力障碍的人
和有听力障碍的人士，由于互助，他们
可以克服遇到的障碍。它得益于ARP游戏
加速器的支持，由工业发展机构Spin US
提交。该公司是大学和切申地区共同控
股  “Weakless”游戏的核心是解决逻辑
难题，并借助角色的视觉和技巧探索周围
环境。在任何给定时刻玩家只控能制其中
一个角色，这意味着他不能同时使用视
觉和听觉。该游戏以其自己的图形而著

称，在ANIWOW动画节期间在游戏艺术
设计类别中获奖。 更多信息： https://
www.us.edu.pl/gra-studentow- i -
absolwentow-us-nagrodzona-przez-
publicznosc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
化学之夜
2019-05-31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于2019年6
月7日邀请大家参加化学之夜活动，活动由
化学研究所组织。活动口号为“普通事物
的异常化学”。 活动旨在通过参加讲座，
研讨会和化学示范，在社区推广科学。 有
九个主题实验室，参与者可以进行独立实
验。在学院员工和学生的监督下，参与者
将发现“来自厨房的化学”。 作为研讨会
的一部分可以找到甘油皂和沐浴泡泡浴形
式的天然化妆品，并了解食物的成分。

托伦哥白尼大学研究人员成
为“为了明天”科学联盟成员
2019-05-31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化学系的一组科学家
参与实施了“为未来的BIOG-NET经济提
供先进的生物复合材料”项目。 寻址微
生物的应用寻求设计创新的解决方案和新
的制造，混合纳米复合多孔无机材料（金
属 - 蛋白质）。该结果将有助于更好地理
解所选微生物对无机物质的生物合成机制
以及纳米复合材料的生物合成方法的发
展。 科学联盟包括：哥白尼大学、奥尔什
丁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华沙科技大学、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波兹南密茨凯维
奇大学、什切青大学。工业合作伙伴为：
托伦投注装潢材料股份有限公司、Sygnis
有限责任公司和AdvaChemLab有限责任
公司。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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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七位科
学家获得了奖学金
2019-06-03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七位年轻科
学家得到了波兰科学基金会的认可，并
得到了Start计划的支持。这是波兰所有
大学中的第三个最佳成绩。 奖学金获得
者是： 来自物理化学，化学系的Bartosz 
Błasiak博士; 来自计算机科学，电子系的
Róża Goścień博士; 来自物理，技术基
本问题系的Błażej Jaworowski博士; 来
自生物信息学，计算机科学与管理学院
的Piotr Klukowski博士; 来自化学技术，
化学系的Adam Moyseowicz博士; 来自
电子学，电子学，微系统和光子学Olga 
Rac-Rumijowska博士； 来自化学系的
Wioletta Rut博士。 Start奖学金是三十
年代最好的波兰研究人员最大的奖学金计
划。今年的获奖者从899名候选人中选出。
每年奖学金为2.8万兹罗提。      

三所弗罗茨瓦夫大学将建立一
个电子服务平台
2019-06-03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医科大学和体
育学院将开展“弗罗茨瓦夫友好电子大学
平台”项目。 项目将建立一个电子服务的
多门户IT系统，系统将提供给学生和学术界
以及与职业办公室和科学单位合作的机构
和企业家。 创建的系统将包括针对学生，
大学工作人员，学术界以及处理广泛理解
的人力资源主题的实体的电子服务。 项目
获得了来自欧洲基金，下西里西亚省省长
办公室拨发的550万兹罗提的资金。

新松奇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新研
究领域
2019-06-03
新 松 奇 国 立 高 等 职 业 学 校 外 语 学 院 在
2019/2020学年提出了新的学习和专业领
域。 根据克拉科夫杂志提供的消息，新松
奇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将提供通过教学准备
和专业咨询找到犯罪学和再社会化的研究
生学习课程。 另一个新研究领域是学前和
早期教育的五年制学习。 外语学院商务语

言学的学生将能够选择三种新的语言教学
方式：英语与中文，俄语与中文和德语与
瑞典语。

Michał Heller教授成为热舒夫
科技大学荣誉博士
2019-06-03
Michał Heller神父是一位宇宙学家、
哲学家、神学家和教授，是坦普尔顿奖
获奖者。被热舒夫科技大学授予荣誉博
士 学 位 ， 授 予 荣 誉 博 士 仪 式 于 2 0 1 9 年
5月30日举行。 2018年4月被热舒夫科
技大学机械工程与航空学院理事会接受
了授予Michał Heller神父荣誉博士的
申 请 并 于 去 年 1 1 月 科 技 大 学 参 议 院 通
过了这一决议。 热舒夫科技大学校长
Tadeusz Markowski教授在仪式上强调
了授予 Michał Heller神父热舒夫科技
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称号是大学最高的认
可，“Michał Heller教授对世界科学的发
展和促进以及科学与精神之间桥梁的有效
建立”。

华沙大学招生即将开始
2019-06-03
华沙大学2019/2020学年本科和硕士研究
生候选人电子注册将于6月5日开始，考生
将能够通过在线注册候选人注册选定的专
业。 招生将持续到7月5日。 根据华沙大
学的提供的信息，候选人将能够从近100个
研究领域中进行选择。其中包括：人文科
学，社会科学以及科学和自然科学。 大家
也可以选择在跨地域课程或英语授课课程
中学习。 电子注册将通过互联网注册候选
人（IRK）系统进行。 首先在网站上创建
一个帐户，输入基本数据，选择方向并支
付注册费用。 更多信息： https://www.
uw.edu.pl/ksztalcenie/rekrutacja/

波兰学术学校校长会议
2019-06-03
波兰高等教育和科学的资助是波兰学术
事务所会议全体会议的主题是第2.0号法
案的实施，会议于2019年5月30日至31
日在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举

行。 会议由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
长Jarosław Gowin的讲话开始。总理，
科学和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
Jarosław Gowin说道：“我们的法案准
备了三年。它做好了充分准备，受到了学
术界的好评。目前该法案正在实施。如果
不确保最低限度的资金增加，法案2.0肯定
会失败。我最在乎的，用于资助波兰科学
的支出和高等教育的迅速增长成为可能。
这就是我要求波兰学术事务所会议对这一
法案增加资金的原因。同时我也希望波兰
学术事务所会议能够顺利通过2.0 法案。”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将与韩国LG
化学公司合作
2019-06-04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将与韩国化学工业的
领导者LG Chem合作。合作协议旨在
利用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经验和科学成
就以及LG化学的潜力和地位，为进一步
开展活动，为各方的利益和该地区的发
展服务。 根据协议LG Chem提出大学
生使用的文凭论文的拟议主题清单，使
学生能够就LG化学所指出的主题进行毕
业论文并开展学生实习。 西里西亚科技
大学将包括考虑到对方提交的文凭论文
题目的问题，在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提供
论文，并且大学工作人员将参与选定的
研究工作。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2&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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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乌姆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将与
利沃夫科技大学合作
2019-06-04
乌克兰国立大学利沃夫科技大学代表团在
访问海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院期间与大学
校长Arkadiusz Toile教授签署了合作协
议。 两所大学将合作五年，合作协议给
出了未来的学生和教学人员的信息教育课
程交流，举办联合方案和联合科学会议
和研究成果的出版交流的可能性。 利沃
夫科技大学的学生约有40000名。利沃夫
科技大学和海乌姆国立高等职业学校的当
局都致力于开发最新技术，现代教育方法
和创新。 在未来几天，各方代表将提出
2019/20学年合作的详细建议。

热舒夫科技大学开始正式招生
2019-06-04
热舒夫科技大学2019年6月1日开始进行电
子招生。 大学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准备
了近5300个名额。 未来的学生可以从28
个学习领域中选择。 在2019年10月的新学
年中，有7门课程用英语授课和指导：体育
管理，工程和数据分析以及生物经济。 体
育管理本科招生已经正式开始。 该课程
由管理学院与热舒夫科技大学物理治疗和
体育中心合作创建。工程和数据分析的本
科课程将在数学和应用物理学院进行。生
物经济是由化学学院和土木工程，环境工
程和建筑学院领导的跨部门方向。 更多
信息： https://w.prz.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rekrutacja.prz.edu.pl.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开始招生
2019-06-05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于6月4日星期二开始
正式招生。 雅盖隆大学是波兰最古老的大
学，大学为新生们准备了超过10000个名
额。其中本科全日制学习名额为89000个，
非全日制学习名额为13000个。 可以选择
114个固定课程和12个校外课程，其中包括
三个新课程。雅盖隆大学还提供可持续发
展化学。 学前教育和早期教育以及非洲研
究的教育也将在10月开始，这将有机会专
注于该大陆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

“博士实施”计划
2019-06-05
下一届“博士实施”计划已经开始。计
划旨在发展科学与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
合 作 创 造 条 件 。 博 士 研 究 生 参 与 该 计
划 得 到 了 薪 水 的 公 司 ， 奖 金 数 额 高 达 4 
450 兹罗提。 该计划将准备一份博士论
文以改善公司的运作。一名博士生在两
名主管（科学和工业）的监督下工作，
其任务是解决他的公司所面临的技术问
题。 计划面向开始博士研究的人，但
应用程序必须由学术机构和实验室，研
究机构或国际科研机构在波兰经营波兰
科学院的科研院所提交 - 领先的博士生
的学校。 更多信息： http://www.bip.
nauka.gov.pl/doktorat-wdrozeniowy/
komunikat-ministra-nauki-i-szkolnictwa-
wyzszego-z-dnia-29-maja-2019-r-o-
ustanowieniu-programu-doktorat-
wdrozeniowy-i-naborze-wnioskow.html

西里西亚大学开始正式招生
2019-06-05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开始正式招生。在
2019.2020学年大学提供一系列的教育，
这将使学生发展兴趣和激情，寻找就业市
场。 今年将有新的课程：言语治疗;城市
政策和公共咨询;学前和早期教育;特殊教
育学和国际商法和仲裁（英语授课）。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在新媒体等创作方向同治
的决定。 西里西亚大学今年为考生们提供
了网上测验“你决定研究方向”， 候选人
可以在网上回答十几个问题并且选择相对
应的研究方向。 应用程序可在以下网址获
得：www.ukierunkujsie.us.edu.pl

琴斯托霍瓦人文大学新研究方向
2019-06-05
琴斯托霍瓦人文大学将在2019/2020学年
推出新的研究方向：公共场所音乐。新研
究方向是一个为期三年的全日制。 在大学
的新方向宣布特色：动画艺术和舞台音乐
与主要声乐表演。毕业生的艺术动画将准
备作为文化机构经理动画音乐活动，比如
乐团，音乐厅，文化中心和音乐乐队和媒
体合作。 声乐研究的毕业生除了一般的音

乐准备包括演奏乐器，歌唱，耳朵训练，
音乐史，包括爵士乐和轻音乐还将获得在
其他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指导和谐，即兴创
作和爵士乐安排的基本知识。大学还将准
备进行个人艺术工作。 更多信息： http://
www.ujd.edu.pl/news/view/muzyka-
w-przestrzeni-publicznej-juz-w-maju-
rusza-rekrutacja-na-nowy-kierunek-
studiow-i-stopnia  

什切青大学与社会保险机构合作
2019-06-06
什切青大学正式与社会保险机构的什切青
分支机构进行合作。合作协议涉及科学和
研究活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运行联合
项目以及教学和科学活动。 协议履行时间
为五年，将共同建立社会保障领域的公民
意识，在共同责任的层面上促进社会团结
的理念，促进社会保障知识，联合组织会
议和研讨会以及合作出版科学出版物。 协
议双方强调科学与保险实践之间的界面上
的合作为其应用中的知识和经验的有效组
合提供了确定性并允许组织具有社会价值
的企业。

格但斯克大学出版社在学术书
展上获得了奖项
2019-06-06
格但斯克大学出版社获得了2019学术博
览会的奖项。获奖出版物为“古代作品的
对话，古波兰文学互文性研究“。作者
Radosław Grześkowiak和“法律美学”
一书，作者Kamil Zeidler。 学术书展在
华沙书展期间举行。今年的比赛版本是独
一无二的，51家出版商提交了超过138本
书。这场比赛受到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出版
物的影响。 “古代作品的对话，关于古波
兰文学的互文性研究“获得了编辑奖，”
法律美学“获得了华沙大学校长在社会科
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的学术出版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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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斯杜拉大学加入签署负责任
管理教育原则大学
2019-06-06
维斯杜拉金融与商业学院与华沙主要旅游
与维斯瓦河酒店管理学院签署了负责任管
理教育原则（PRME）。 两所大学都致力
于发展以下价值观：可持续发展，教学，
研究和知识领导方面的责任和道德。大学
加入了来自90多个国家的700多所主要商
业和管理学院所创建的全球社区，其使命
是明天的负责任领导者的教育。 PRME是
联合国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最大的有组织
网络，在商业和管理领域开展教育。该组
织成立于2007年是一个提升学校可持续发
展形象和教育未来负责任领导者的平台。

Grzegorz Węgrzyn教授成为
科学卓越委员会主席
2019-06-06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任
命Grzegorz Węgrzyn教授为科学卓越委
员会。Grzegorz Węgrzyn教授将领导机构
的工作，该机构将负责获得学术学位，艺
术学位和教授职称所需的最高科学活动标
准。 科学卓越委员会是一个新机构，关注
获得学位所需的最高科学质量标准。科学
卓越委员会将取代中央学位和职称委员会
监督个人晋升程序。 Grzegorz Węgrzyn
教授于1963年出生于格但斯克。他是格但
斯克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的负责人并担任正
教授。在2002至2008年间，他担任格但
斯克大学生物学，地理学和海洋学系的院
长，在2008至2016年担任格但斯克大学的
科学副校长。  

华沙科技大学教育新方向
2019-06-07
华沙科技大学在2019/2020学年毗邻已知
的研究项目，为动态发展的行业提供新设
计的专业人才。 华沙科技大学毕业生工
作的公司中有超过57％在国际市场上运
营。 因此大学负责准备适应现代世界要
求的现代学习课程。 2019/2020学年推
出了四个新研究方向：数学和信息科学学
院的数学和数据分析，电气学院的电动汽

车，电子和信息技术学院的网络安全和管
理学院的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管理。 更多
信息： https://www.portalkandydata.
pw.edu.pl/

医学研究入学名额扩大
2019-06-10
罗兹医科大学 罗兹大学在2019/2020学年
中扩大了医学生的招生量。 从2019年10月
开始全日制医学研究的名额为670人。 这
些名额中其中150个名额为军医名额，由国
防部提供资金。剩余520个名额为未来普通
医生名额。  对于医学生的扩招不仅仅适用
于罗兹医学院。 在上一学年中卫生部批准
波兰大学扩招共4678个这样的名额，今年
将可扩招5122个名额。 从波兰的流行病学
状况来看，医务人员的发展非常重要。法
规草案的作者写道，证明了扩招的政策是
正确的。

凯尔采科技大学新研究领域
2019-06-10
凯尔采科技大学新学年招生注册正式开
始，大学开设了新的研究领域和六个新
专业。 自动化和电气工程是电气工程，
自动化和计算机科学学院的一项新的研
究领域，旨在鼓励考生在大学学习并增加
他们找到有吸引力的工作的机会。 自动
化和电气工程领域毕业的毕业生将准备作
为自动电工工作，他们的知识将适应工厂
的要求，使用自动化和机器人生产线，视
觉系统，工业4.0技术和物联网。 更多信
息： https://tu.kielce.pl/start/dolacz-
do-nas/ internetowa-re jest racja-
kandydatow-na-studia/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科英布拉
集团会议
2019-06-10
2019年6月5日至6月6日在克拉科夫雅盖
隆大学举行了著名的大学网络科英布拉集
团代表会议。 科英布拉集团是一所成立于
1985年的大学网络，由欧洲39所最古老最
负盛名的大学组成。 该组织旨在巩固欧洲
最古老的大学与高标准教学和研究之间的

联系。科英布拉集团成员大学在所谓的合
作工作组，以便在学生和员工流动以及研
究领域开展学术合作以及制定欧洲教育政
策。 活动之际也举行了“大学女性的过去
和未来”国际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评估大
学中女性的状况，并确定有助于提高她们
在高等教育部门中的作用及其对科学发展
的贡献的战略。

Studia.gov.pl门户网站
2019-06-10
科学部发言人Katarzyna Zawada在推特
上告知道：“科学和高等教育部聚集了所
有最重要的信息给学生，博士生和博士生
候选人。通过这种方式创建了studia.gov.
pl门户网站，这有助于选择大学和教育领
域。” 在门户网站上可以查看：在哪里
学习，一个特定领域的毕业生有多少，有
多少候选人在同时申请一个专业。 studi.
gov.pl网站有三个基本工具：搜索引擎选
择研究，ELA毕业生收入比较和最受欢迎
课程的排名。 门户网站不仅为学生在一
个地方收集所有最重要的信息，包括奖学
金，学分，资助比赛或计划进一步的学术
生涯，也是博士生和博士生候选人最重要
的信息。 更多信息： http://studia.gov.
pl/

格但斯克大学项目获得
Interreg South Baltic 
Program资助
2019-06-10
由格但斯克大学和罗斯托克大学科技园
的“AquaVIP 平台事业发展在南波罗的
海地区水产养殖”项目获得了超过100万
欧元的资助资金。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通
过开展跨境培训，建立联系网络和加强
业务技能，加强水产养殖部门的劳动力市
场。其结果将是为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提
供职业发展服务，为专业人士提供职业培
训网络，以及提供电子学习模块的虚拟平
台。 联盟的活动包括现代养殖业的形象传
播是目前作为蛋白质生产的来源，这两种
产品的文化，以及现代技术和职业教育在
南波罗的海国家造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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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梅拉使命”全球太空气球
挑战赛
2019-06-10
2019“使命帕梅拉”共同创造与西里西亚
大学的相关科学家是全球太空气球挑战赛
是研究人员目标范围内最好的教育举措，
也是测试的条件在平流层对生物和新材料
的影响效应。 作为“帕梅拉使命”项目（
植物，鬣蜥和微生物暴露于近太空环境中
的光活动）的一部分，生物体 - 微生物，
蜘蛛，蜘蛛卵，选定的大麦幼苗和抗性拟
南芥 - 已被送往平流层（37公里高） 用于
干旱和新材料，包括用于构建未来航天器
的水凝胶膜。 在比赛中涉及的是进行使用
气球在平流层科学实验团队。它主要用于
普及未来几代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科学和灵
感。 更多信息： https://www.us.edu.
pl/projekt-pamela-mission-najlepsza-
edukacyjna-inicjatywa-w-ramach-
global-space-balloon-challenge-201-0

托伦哥白尼大学学生获得了
SPIE奖学金
2019-06-10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物理，天文学和应
用信息学系的物理系学生Beata Zjawin
获得了著名的SPIE光学和光子学教育奖学
金。 她是今年三位波兰奖学金获得者之
一。 SPIE是一家国际光学和光子学协会成
立于1955年，致力于开发光学技术。 它
汇集了来自166个国家的成员。 每年协会
都会向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这些学生将
来可以为光学和光子学做出重大贡献。 托
伦奖学金获得者是物理学的研究生。她在
CASTLE（冷原子时空实验室）小组工作，
在光学原子钟的帮助下处理暗物质的搜索
并且已经出版了科学书刊。

第二十三届波兰荣誉科学奖学
金竞赛
2019-06-11
波兰科学基金会启动了第23届波兰荣誉
科学奖学金竞赛，根据波兰研究人员的邀
请，德国著名学者可以在波兰进行为期数
月的学习。 从2019年6月6日到9月30日，

波兰科学家可以提交奖学金候选人。 奖
学金可授予德国学者3至6个月，以留在
波兰的研究中心，并可在其授予后3年内
使用。 奖学金金额为每月4000欧元。 比
赛面向所有科学领域的代表。 更多信
息： https://www.fnp.org.pl/oferta/
humboldt/

才华横溢的学生
2019-06-11
罗兹大学第二届“才华横溢的学生”课
程已经正式结束，来自整个罗兹地区的
118名学生参加了课程。 “才华横溢的学
生”课程在于提高整个罗兹地区高中学生
的素质，扩大他们的兴趣，在教师的引导
和利用高校的基础设施下，也可以甚至
在特定大学的选择决定之前满足生活的学
术道路。 罗兹大学副校长兼课程创始人
Tomasz Cieślak说道：“我们希望向大
学学生展示一个对积极情绪友好的地方，
作为一个伟大的研究环境”。 可通过填
写网站上表格的方式参加课程：www.
zdolnyuczen.uni.lodz.pl

第十二届INTARG发明和创新
国际博览会
2019-06-11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创新与技术转让中心
提交的四个解决方案在INTARG竞赛中
获得了奖项。竞赛是作为INTARG在卡托
维兹Spodek的发明和创新国际博览会
的一部分组织的。 在精炼过程中从用于
TetraPak类型的液体食品的多材料容器
中分离的废箔和层压箔的处理方法赢得了
金奖和评委会主席杯以及波兰生态学会主
席杯。 uFluidix微流体装置以及在反映体
内环境的条件下进行3D细胞培养的方式
获得了金牌和克罗地亚发明家协会的特别
奖。 具有增强相的聚合物基质的纳米结构
纤维复合材料及其生产方法获得了金牌，
合成胸腔内食管假体及其制作方式获得了
INTARG竞赛的铂金奖章。

罗兹科技大学招生正式开始
2019-06-12
罗兹科技大学新学年招生将于2019年6月
14日开始，大学在53个方向准备了6880
个名额。 罗兹科技大学本科招生包括：自
动化和机器人控制以及应用IT，化学和生
物化学工程，空间规划，网络和环境工程
安装。 最后四个研究方向也面向研究生招
生。 过程工程与环境保护学院计划在新能
源系统研究方面提供研究生英语教学。

华沙医科大学获得“国际校
友”竞赛
2019-06-12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拨发给华沙医科大学共
计近10万兹罗提用于实施“华沙医科大学
英语系学生校友会（EDSA）团聚”项目，
作为“国际校友”竞赛的一部分。 作为项
目的一部分，华沙医科大学将与外国大学
毕业生开展合作，并成立EDSA协会，在国
外成立EDSA协会，以促进英语部和英语牙
科部的发展。还将开展旨在与华沙医科大
学建立外国毕业生身份感的活动。

格但斯克大学的学生获得波美
拉尼亚最佳学生竞赛
2019-06-13
来 自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的 A g n i e s z k a 
Piotrowska-Kirschling赢得了第45届红
玫瑰比赛中的波美拉尼亚最佳学生奖。奖
品为一辆汽车。Agnieszka Piotrowska-
Kirschling的科学兴趣集中在具有潜在生
物学效应的复杂化合物的研究上。她是高
级科学期刊（也来自世界各地所谓的费
城期刊名单）的几本出版物的作者和合
著者，其出版物的总影响力为17，161。 
Agnieszka Piotrowska-Kirschling参加了
许多研讨会和科学会议，期间她发表了几
个信息。自2015年以来，她一直是波兰
化学学会的成员。生活中她热衷于弹钢琴
和吉他（本科毕业于音乐学院）。更多信
息： https://youtu.be/ocQgv61NM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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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部为卢布林天主教大学拨
款200万兹罗提
2019-06-13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的“建筑物安全系统建
设”项目获得了200万兹罗提用于实施投
资项目。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Andrzej 
Stanisławek 教授和卢布林天主教大学校
长Antoni Dębiński 教授签署了资助协议。 
作为项目的一部分，IP视频监控系统将通
过大约500台摄像机和录像机以及必要的
技术基础设施以及在选定设施中安全发放
钥匙的系统进行扩展。 大学自筹资金为50
万兹罗提，安全系统的实施是为了提高学
生，员工和访客的安全。

奥斯威辛开设医学模拟中心
2019-06-13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雅罗斯
瓦夫Jarosław Gowin、创业和技术部长
Jadwiga Emilewicz以及卫生部副部长
Józefa Szczurek-Żelazko于2019年6月10
日出席了奥斯威辛国立高等职业学校举行
的医学模拟中心开幕仪式。 医学模拟中心
由七个代表医院环境的房间组成。这是在
加利西亚西部第一个最现代化的中心，提
供专为护理学生的教育设施。 副总理兼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雅罗斯瓦夫Jarosław 
Gowin说道：“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正因
为有了医疗模拟中心波兰的护理人员在全
球范围内接受教育。通过这项投资我们都
可以有保证，我们的医护人员可以为病患
们带了最细致的照顾。”

格但斯克大学将与美国管理会
计师特许协会合作
2019-06-13
格但斯克大学和管理会计师公会已签订了
意向性对未来合作的协议。合作协议 在
纪念研究所成立一百周年的仪式上由格
但斯克发展与合作经济的副校长Krzysztof 
B i e l a w s k i 教 授 和 C I M A 欧 洲 区 域 主 管
Jakub Bejnarowicz共同签署。 通过此
次合作，格但斯克大学的学生将能够采取
更快的路径的优势，通过注册会计师美国
学院（AICPA）的组合，以获得全球认可

CIMA职业资格和CIMA全球特许管理会计
师。 管理会计CIMA研究所于1919年在伦
敦车公里，是在管理会计领域的专业人士
的领先专业机构，拥有来自184个国家的
232万会员和学生。

卢布林科技大学研究人员在中
亚进行了研究
2019-06-14
卢布林科技大学信息学研究所的员工从为
期两周的中亚之旅返回，期间他们与学生
一起进行研究和课程并参加了研讨会和会
议。 在这次旅行中，卢布林的科学家们带
着超过25公斤的专业设备，包括3D扫描
仪，具有高计算能力的笔记本电脑，相机
和摄影设备。 来自计算机科学研究所的
Jerzy Montusiewicz教授说道：“我们的
任务包括对博物馆和考古物体进行三维扫
描。 这对于重建受损或被毁坏的历史建筑
尤其重要。” 研究人员对石头上的绘画，
佛陀雕塑，伊斯兰文化的建筑，甚至十九
世纪汗国的统治者的服装均进行了扫描。

跨学科移民研究网络
2019-06-14
华沙红衣主教大学将跨学科移民研究网
络，网络旨在利用研究教育公众并实施非
政府部门关于移民问题的具体举措。 移民
研究网络不仅要科学，还应融入社会生活
的各个领域：教育系统各个层面的教育，
公共行政以及其他方面， 媒体。 网络的任
务是在波兰，欧洲和世界交换有关这一现
象的数据，大学和研究人员的相互科学推
广，为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科学项目获得
赠款，在大学交换实习机会。

比亚瓦波德拉斯卡国立高等学
校新校长
2019-06-14
2019年6月12日比亚瓦波德拉斯卡国立高
等学校选举了新校长Jerzy Nicieoruk教
授。 Jerzy Nicieoruk教授迄今一直是比
亚瓦波德拉斯卡国立高等学校经济和技术
科学学院的校长。 Jerzy Nicieoruk教授说
道：“已故校长Józef Bergier教授所做的

努力让我们大学院系在“展望”排名中三
次获得了“A”和“B”类别的第一名。 这
清楚地证明了我们大学采用的正确的战略
假设，并应在下一任校长的任期内继续执
行这一战略。” 他还宣布为学生创造一个
友好的学习环境，并为员工创造一个安全
和发展友好的工作场所。

切哈努夫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新
研究领域
2019-06-14
切哈努夫国立高等职业学校从新学年开始
在管理领域实际形象专业针对研究生学习
提供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习课程。 切哈努
夫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在学前和早期教育方
面已经具备了本硕连读教育以及研究生教
育的资质。 在管理方向将推出两个专业：
业务管理和财务管理。 毕业生将获得管理
中小型生产或服务企业以及政府和自治行
政单位所需的管理技能。

华沙大学获得2019年波兰最好
的大学称号
2019-06-14
华沙大学在2019年大学排名第201位中名
列第一。雅盖隆大学和华沙科技大学的排
名紧随其后。 在非公立大学排名中，科兹
明斯基大学排名第一位。 排名包括29个指
标，分为七个标准：声望，劳动力市场的
毕业生，科学潜力，科学有效性，科学潜
力，创新和国际化。 它是世界上最广泛和
最透明的教育排名之一。 它也是拥有国际
质量证书“IREG Approved”的四个之
一。 公立大学的排名中克拉科夫AGH科技
大学、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和弗罗茨瓦
夫科技大学紧随其后。 更多信息： http://
ranking.perspektywy.pl/RSW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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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兹明斯基大学成为TMS投资
大师
2019-06-14
华沙兹明斯基大学的“资本”科学圈获得
了TMS投资大师的称号。 根据科兹明斯基
大学提供的信息，TMS投资大师竞赛是学
生了解资本市场规则并学习如何投资实践
的机会。 其参与者有机会在移动应用程
序中向其试用经纪账户中投入虚拟数量的
10000兹罗提。 每个学生都可以将其投资
于任何工具，如货币，股票市场指数，股
票合约或原材料。 今年的比赛为第一届比
赛，来自波兰各地的6所大学参加了比赛。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建立社会和
经济分析中心
2019-06-17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成立了波
兰第一个由学术人员创建并在大学中运作
的研究机构。 社会和经济分析中心是一个
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机构，为商业实体，公
共机构和科学界提供多方面的研究。 社会
和经济分析中心团队成员是经济学，心理
学和社会学的专家，由社会传播，市场营
销，数学，教育学，公共关系，统计和管
理领域的专业人士提供支持。 中心提供
研究，包括消费者的动机和态度，品牌形
象，广告活动的有效性，员工满意度，以
及科学项目需求的定性和定量研究。

罗兹科技大学新方向：自动化
和机器人控制
2019-06-17
罗兹科技大学于2019年6月14日星期五正
式开始了2019/2020学年招生工作，大学
在2019/2020学年推出的新研究方向是自
动化和机器人控制。 罗兹科技大学为本科
学习准备了4290个名额， 为研究生学生准
备了1150个名额。 罗兹科技大学将以一种
全新的形式来教授自动化和机器人控制课
程。 这些研究将在电气工程，电子，计算
机科学和自动化学院进行。

罗兹大学研究人员获得2019年
波兰知识发展奖
2019-06-17
来自罗兹大学生物与环境保护学院的Anita 
Ciesielska博士成为2019年波兰智能发展
奖的未来科学家奖获得者。 “对选定碳
源响应的皮肤癣菌毒力因子的表达分析”
项目由国家科学中心作为SONATA-12竞
赛的一部分资助。 Anita Ciesielska博士
说道：“我得项目研究了皮肤真菌和宿主
细胞（表皮，毛发，指甲）之间的相互作
用。 我正在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
题是真菌为解决我们的皮肤和引起霉菌病
所造成的作用机制。”

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将成为
一所研究型大学
2019-06-18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Sebastian Skuza
在 接 受 奥 尔 什 丁 广 播 电 台 的 采 访 时 说
道：“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在
未来三年内将有机会从地方大学发展到研
究型大学”。 副部长Sebastian Skuza参
加了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区域财务副校
长会议。 副部长Sebastian Skuz说道：“
大学的新参数化将在2021年实施。 因此瓦
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目前的所有学科仍然
有时间至少起床到B +评估，这是升级到“
更好的联盟”的起点。”

AGH科技大学毕业生资产最多
2019-06-18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华沙大学和华沙
科技大学的毕业生的资产超过一亿欧元。 
经济研讨会2033的排名包括了资产超过一
亿欧元的人士。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
毕业生在排名中占有十位，华沙大学的毕
业生在排名中有八位，华沙科技大学的毕
业生在排名中有六位。登上排名的各位资
产均超过一亿欧元。 格利维采科技大学、
弗罗茨瓦夫大学、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和
罗兹技术大学的毕业生在排名中有三位。

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获得奖项
2019-06-18
据奥尔什丁广播电台报道，奥尔什丁瓦尔
米亚 - 马祖里大学在加入今年的“学术军
团”计划的64所波兰大学中名列第一。 瓦
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人文学院组织了学生
自愿军事训练。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收
到了国防部授予的祝贺信。 瓦尔米亚 - 马
祖里大学的500名学生一年前申请了参加
该计划，290名学生加入了实践阶段，260
名学生顺利完成了培训。 今年有360名学
生申请参加训练，310名学生参与了实际训
练。 “学术军团”计划将于2021年实施。

普沃茨克国立高等职业学校的
新研究领域
2019-06-19
普沃茨克国立高等职业学校自2019年6月
17日起开始正式招生。 大学提供十几门不
同教育水平的课程：本科、工程师、本硕
连读以及硕士课程。共有超过三十种专业
可供选择。 从10月中旬开始普沃茨克国立
高等职业学校计划建立新的院系：内部安
全与公共管理（硕士）和管理（本科）。
在社会工作方向将推出两个新的专业：“
社会预防康复”和“残疾人和老年人的支
持”。在硕士课程方面将推出学前教育和
早期教育以及特殊教育学。

Piotr Kasprzak教授成为华沙
医科大学荣誉博士
2019-06-19
华沙医科大学决定授予Piotr Kasprzak教
授荣誉博士的称号。Piotr Kasprzak教授
在血管外科领域具有突出的全球性科学，
教学和临床成就，并为华沙医科大学的
这一专业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Piotr 
Kasprzak教授是欧洲最着名的血管外科
医生之一，享有世界各地外科环境的认
可。 Kasprzak教授特别感兴趣的主题是
现代，微创，血管内外科技术，在表现上
他实现了罕见的完美。 在这个领域他是无
可争议的世界领导者。 自1995年4月起至
今，Piotr Kasprzak教授受雇于雷根斯堡的
大学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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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法学院成
为最好的法学院
2019-06-19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获得
了第八届法律部门排名的第一名。排名
由“共和国”日报组织。 在公立大学中排
名第二的是华沙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西
里西亚大学第法学院位于排名的第三名。 
在非公立大学类别中第一名是SWPS人文社
会科学大学，第二名拉扎尔斯基大学，第
三名是科兹明斯基大学。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波
兰大学需要深入改革
2019-06-19
副 总 理 兼 科 学 和 高 等 教 育 部 部 长 部 长
Jarosław Gowin在接受“共和国”报采
访时说道:“ 如果我们想要让波兰发展成
繁荣的社会，成为现代经济和运作良好的
国家，那么我们也必须确保我们的大学
以21世纪的方式运作而不是19世纪的精
神运作。”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补充
道：“波兰的大学依附于传统的解决方
案。只是这样的解决方案不再适用于现在
的状况。我们大学在全球排名中的地位表
明，深层改革是必要的。此外，欧洲和世
界各地的学术中心都可能发生变化。竞争
激烈。我们现在远远落后于其他欧洲国
家。” 科学部负责人认为“广泛的社会
转移期即将结束”，波兰应该把重点放在
确保长期经济和文明发展的方面。 副总
理Jarosław Gowin如是说：“如果没有
科学的投资将是我们在未来几年下降的增
长。”

经济学波兰研究所报告
2019-06-21
波兰的97个城市拥有369所高等教育机
构。 130万学生在那里身边学习，其中
235.5万人在华沙学习。 波兰经济研究所
的分析人士指出除华沙以外，波兰最具学
术性的城市是克拉科夫，波兹南和弗罗茨
瓦夫。 由经济研究所波兰编写的报告“波
兰城市的学院派”显示，大学仅仅拥有不
保证年轻人的涌入。当选择比教学的高标

准，机构的信誉更具有大专准留学生欣赏
的报价方向，他们即是否符合自己的兴趣
和未来一致的。 五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在特
定城市找工作的难易程度或学习成本。 有
吸引力的就业市场以及高工资也决定了学
生是否将他们的未来与他们接受教育的城
市联系起来。 更多信息： http://pie.net.
pl/wp-content/uploads/2019/06/PIE-
Raport_Akademicko%C5%9B%C4%87.
pdf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研究人员
研究维斯瓦河上的蚊子
2019-06-21
  来自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土木工程与环境工
程学院的Daria Sikorska博士以及来自英
国独立应用昆虫学研究所和其他同事的研
究小组，对华沙维斯瓦河岸的蚊子孵化进
行了研究。 科学家正在研究在维斯瓦河水
库后的减退创造了水蚊子的幼虫，而且还
使用无人驾驶飞机，以确定产蛋潜力点的
范围内。 研究人员发现三种非常相似的蚊
子，虽然略有不同偏  好的栖息地在其中繁
殖。最繁琐，目前最刺扰伊蚊经常产卵在
水临时机构，如，剩余的水呈上升趋势，
这是今天观察到维斯瓦河。 华沙生命科学
大学的研究人员科学家们想了解蚊子流入
如何影响维斯瓦河上的人们，因此科学家
们请大家共同完成科学调查问卷：https://
forms.gle/3b1C7BKDhc6TUWX66

波兰Orlen石油企业公司为来
自东方的44名学生提供奖学金
2019-06-21
波兰Orlen石油企业总裁Daniel Obajtek
在推特上写道：“我们帮助来自东方波兰
家庭的有才华的年轻人！ 我们为在我国
学习的44名年轻波兰人提供了奖学金，其
中包括其他来自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
摩尔多瓦或乌克兰的学生。” 公司通过其
Orlen-Dar Serca基金会自去年以来一直向
从东部流离失所的波兰人后裔支付个人奖
学金。 最初在波兰学习的9人获得了奖学
金。 从10月到12月他们每月获得了800波
兰兹罗提的资助。 今年基金会扩大了该计
划，为44名学生提供了相同数量的支持。

Michał Śliwa教授成为卢布林
玛丽·居里夫人大学名誉博士
2019-06-21
2019年6月26日卢布林玛丽·居里夫人大
学校长和参议院将授予Michał Śliwa教
授荣誉博士名称。Michał Śliwa教授是
杰出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专门研究
政治学说的历史和思想。 来自卢布林玛
丽·居里夫人大学新闻办公室的Beata 
Wielowinska-Pawlak表示：“Michał 
Śliwa教授是波兰和国外社会科学学术界
最有价值的人物之一。他为政治思想史的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一位杰出的思
想史家，是波兰和德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学
说历史语言的作者。” Michał Śliwa教授
是300多种出版物的作者，包括20多本专
著和许多思想创作者的传记，包括Ignac
yDaszyński，MieczysławNiedziałkows
ki，Jan W. Machajski，Feliks Perl和Jan 
Strzelecki。直到2016年他担任教育大学校
长克拉科夫国家教育委员会。

华沙大学获得波兰学术冠军
2019-06-21
华沙大学获得了波兰学术锦标赛。 来自克
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运动员和格但斯克
科技大学的第三名运动员获得第二名。 华
沙大学成为波兰学术竞竞标赛冠军。今年
来自华沙大学的团队已经六次赢得了沙滩
排球类竞赛，这是今年比赛的最后一个竞
赛主题。 华沙大学也在比赛中第六次获得
了第二名。 波兰锦标赛自1961年以来一直
举办。直到2007年改为波兰学术锦标赛。 
今年，锦标赛的组织者学术体育协会庆祝
成立一百周年。 目前，这个全国范围内的
大学运动员协会联合了250多个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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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科技大学2019展望大
学排名
2019-06-24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在第二十届波兰最负盛
名的学术排名中名列前茅。 格但斯克科
技大学大学排名第七，从2018年起在排
名中上升了两个名次并在技术大学中排名
第四。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校长Krzysztof 
Wilde教授说道：“两年来我们的排名一直
在前十名中。实现提升至最高水平是非常
困难的，因为我更加感谢参与持续改进技
术的格但斯克大学的质量的学术团体，没
有他们我们是无法取得这样的成功的。” 
排名基于以下标准：声望，创新，科学潜
力，科学，教育条件下的有效性，研究国
际和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物理研究所
暑期学校
2019-06-24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物理研究所、科学与教
学中心（CND）组织了“应用物理学：考
古学，地质学，材料工程，环境工程”的
暑期学校。 暑期学校将从6月24日至28日
进行，高中毕业生可参加参加课程。课程
主要目的是让学生熟悉西里西亚大学物理
研究所的研究课题。 暑期课程将扩展物理
知识，参与者还将了解其应用的可能性，
以解决与其他科学领域相关的科学家面临
的问题。 在课程期间将能够访问物理研究
所的专业实验室  CND并参加由该研究所
的专家进行的实践研讨会。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研究员
获得国家科学中心奖项
2019-06-24
来 自 比 得 哥 什 卡 西 米 尔 大 学 的 I g o r 
Chybicki教授的“鸟类播种的针叶树种群
中基因分散的范围和途径”项目在国家科
学中心的OPUS竞赛中获得了54万兹罗提
的奖金。 项目将通过使用用于确定亲子遗
传方法。类似于在法医遗传学使用的方法
将是可能的回答的自然更新苗红豆杉是否
种子散布和/或花粉群之间和的结果种子的
距离传播依赖于丰度播种的（该问题即食

用碱鸟类传播种子）的质量。 项目时长3
年，将与马德里国立农业研究所和农业大
学的国家自然科学研究所合作，在克拉科
夫自然科学学院实验生物学研究所遗传学
系实施。

科沙林科技大学将与
Goodvalley合作
2019-06-24
科沙林科技大学与Goodval ley签署了
合作协议。合作协议涉及学生实施学徒
制以及公司拥有的工厂和农场的带薪实
习。该公司还希望支持学生准备文凭论
文。 合作涉及机械学院五个学院的800名
学生：食品技术和人类营养，能源，机械
和机械工程，管理和生产工程以及运输。 
Goodvalley代表宣布他们愿意参与制定
学习计划，以便他们更加适应未来雇主的
需求。通过这种方式，公司将共同决定学
生获得的能力范围。 Goodvalley在丹麦
开展业务，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在
波兰市场上从事农业和食品加工业，该公
司还经营沼气厂。 该公司在波兰的工厂位
于Przechlewo。

弗罗茨瓦夫大学清洁空气运动
项目
2019-06-24
弗罗茨瓦夫大学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正
在进行“我们每天在呼吸什么？清洁空气
的教育和宣传活动”项目。项目资金来自
于欧洲委员会根据LIFE金融工具和国家环
境保护和水管理基金。 项目结合了科学和
实践方面，以满足环境和社会需求，如改
善空气质量或普遍获得居住地空气污染的
可靠信息。项目的主题涉及主要的研究问
题，并且是欧盟环境政策假设的一部分。 
项目总预算超过820万兹罗提。项目合作伙
伴为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弗罗茨瓦夫网
络和超级计算中心以及比得哥什市。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四个专业
登上展望排名
2019-06-24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在2019展望排名的波
兰最佳四个专业排名中位列第三名，在综
合排名中位列第六名，下西里西亚排名中
位列第一名， 今年全国排名的结果和总结
最佳教学趋势的结果首次同时公布。在这
个并列中，理工学院的四个方向在全国范
围内是无与伦比的。在技  术和工程学院类
别中，它们是：建筑，建筑和化学技术。
在社会领域，空间经济排名第一。 弗罗茨
瓦夫科技大学连续第十一次成为下西里西
亚最好的大学。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和索波特签
署使用无障碍标准许可协议
2019-06-24
索波特是波兰第五个在设计公共空间时使
用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开发的无障碍标准的
城市，为所有用户，特别是残疾人创造友
好空间的规则。 无障碍标准所包含的对
公众的依据，以规范在城市中使用的解决
方案，与通用设计的原则设计和现代化的
必要信息和解决方案，涉及波兰法律法规
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标准。 通过签署协
议，索波特加入组希望在创建友好居民的
空间条件下方便使用在婴儿车的公共场所
为老年人和残疾人，父母与孩子，孕妇的
城市，并与临时流动性限制的人。 更多信
息：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ontent/pol i technika-gdanska-i-
sopot-podpisaly-umowe-l icencj i -
n a - k o r z y s t a n i e - z e - s t a n d a r d o w -
dostepno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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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位于“展望”农业大学排名
第一名
2019-06-25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在“展
望”排名中位居农业大学之首，在波兰所
有大学中排名第22位。兽医和食品科学与
营养是学习领域中最好的。 去年大学在
所有排名中为第34名，今年为第22名。
大学在以下七个方面接受了评估：科学有
效性，科学潜力，研究国际化，劳动力市
场毕业生，声望，教育条件和创新。 “
展望”还对最佳研究领域进行了排名，接
受毕业生的质量，毕业生的经济前途，学
位授予资格，学位，员工科学出版物，语
录，外国留学生，专利和保护权。兽医
和食品科学与营养问题位居榜首。 更多
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pl/
aktualnosci/49543/upwr_w_rankingu_
na_pierwszym_miejscu_w_swojej_
kategorii.html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建筑系未来
竞赛
2019-06-25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建筑学院在每月生
成 器 的 未 来 排 名 中 名 列 前 十 。 评 价 标
准是举办讲座，辅导，案例研究，研讨
会 ， 协 商 和 倡 议 所 有 竞 赛 和 科 学 界 和
学 生 团 体 的 部 门 的 数 量 。 学 生 们 也 赢
得了奖品 。 在年轻建筑师宣言竞赛中
Bartosz Słomka的作品“隧道”获得了
第二名。Wojciech Szkarłat 的“运动与
生活混合动力”项目、Marta Błaszczyk
和Kacper Kania 的“玻璃网”项目以及
Katarzyna Przybyła 的““创世纪 - 海洋
化，科学和住宅基础”获得了奖项。 在青
年建筑师挑战赛中Marta Lata、Mateusz 
Pietryga、DobrochnaLata、Agata 
Czechowska的“建筑师的游乐场”项目
获得了奖项。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研究
人员在斯匹次卑尔根
2019-06-25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科学家正在实
施一项科学项目，其主要假设是确定使用
微观真菌评估气候变化方面的环境的可能
性。 研究是在高山条件下进行的，科学家
工作的下一阶段是极地地区。 为此弗罗茨
瓦夫研究人员选择了挪威群岛最大的岛屿
斯瓦尔巴特群岛 - 斯皮茨贝根。 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的“卓越战略 - 研究大学”计划
为“BioSciUniversity”项目提供了资金，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植物保护部门的
Wojciech  Pusz教授以及来自植物学和植
物生态学系的Jacek Urbaniak教授将共同
实施项目。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
upwr.edu.pl/aktualnosci/49527/nasi_
profesorowie_na_spitzbergenie.html

波兹南科技大学与华为开展合
作
2019-06-25
波兹南科技大学与华为签署了合作协议，
根据合作协议华为公司将为大学提供最新
的高端ICT设备。合作伙伴还发起了第一届
波兰华为ITC大赛。 自2015年以来，双方
之间的合作一直在进行电子和电信部门实
验室的新设备将使学生和大学工作人员有
机会获得设计，配置和运行现代计算机网
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各种设备还允许您
探索基于中央控制器的安全问题和无线网
络。 去年华为ITC大赛的竞争吸引了4万名
来自800多所大学和学院的参与者。竞赛
的目标不仅是发展ICT行业的人才，为专业
工作做好准备，而且还要根据全球标准平
衡知识和技能水平。   更多信息： https://
www.put.poznan.pl/pl/aktualnosc/
pp-rozwija-wspolprace-z-huawei

密茨凯维奇大学的学生了解乌
干达赤道森林
2019-06-25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生物系的一群学生
飞往乌干达参加热带生物学课程。学生们
将有机会了解位于基巴莱国家公园的独特

赤道森林环境。 学生们将通过运行一个小
型研究项目熟悉灵长类动物，鸟类，昆虫
和其他无脊椎动物的观察，拍摄，记录，
捕获，测量和分析结果研究的方法论。所
有这些都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热带生物多样
性繁荣现象。 乌干达课程为通过竞赛选择
的生物学院的学生组织，由教师和校长当
局全额资助。 多年来，他们将由处理昆
虫，灵长类动物，鸟类的大学专家领导。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该课程也将为来自其
他院系的学生和研究人员组织。  

波兹南经济大学行政工商管理
硕士课程获得AMBA认证
2019-06-26
波兹南经济大学的行政工商管理硕士课
程UEP（波兰语）获得了AMBA的国际认
证。从现在开始，大学开设的所有MBA
课程都将获得认证。 经济大学的亚特兰
大EMBA课程于2008年首次获得AMBA认
证。该计划已成功通过重新认证程序两
次，每次获得AMBA认证的时间最长为5
年。另一项重新认证计划于2023年重新评
估，在此期间大学开设的MBA课程将进行
重新评估。 MBA协会于1967年在伦敦成
立。 AMBA认证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负盛名
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认证。在全世界70个
国家最好的商学院中只有2%的商学院获得
了该认证。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新研究方
向：网络安全
2019-06-27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研究所，自
动控制研究所和工业信息学系开展了一项
新的专业研究：网络安全。新专业将为研
究生课程提供，共三个学期。招生工作刚
刚开始进行。 新专业提供获得独特资格的
机会，研究将由该领域的最佳专家（包括
国外讲师）在最高级别进行。 网络安全领
域的专家是2019年波兰最受欢迎的十大职
业之一，在组织和企业中提供网络安全领
域的专家排在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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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丁尼亚海事大学将开展“教
育事务”项目
2019-06-27
格丁尼亚海事大学将开展“教育事务”项
目。该项目将由运营计划知识教育发展提
供资金。 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计划创建两
个新的专业（模块）：临床营养师和管理
系统经理。计划将使用英语实施。 项目还
计划员工参与一系列专业培训来提高教学
和行政人员的能力。 并将实施支持大学管
理活动的IT系统。 项目将于6月开始实施。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将开设
犯罪学课程
2019-06-27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大学将于十月开始
提供犯罪学课程。课程针对劳动力市场当
前需求量身定制的另一个方向。招生工作
将持续到7月14日。 犯罪学是对犯罪和其
他病理现象的跨学科知识，这些现象发生
在我们周围的现实中。新方向的毕业生将
在法律保护机构，检查和警卫，以及私人
保护人员和财产以及侦探公司工作。 课
程的特点是经过深思熟虑，咨询从业者，
一组有吸引力的对象。这些课程的主题包
括严重犯罪，包括暗杀，伪造，绑架，强
奸，恋童癖，卖淫，有组织犯罪，毒品，
经济，还有自杀，受害者的秘密，法医和
法律知识。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在“展
望”排名中名列第三
2019-06-27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在“展望”排名中
名列第三，在大学院校的一般分类中，大
学排名第五。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校
长Andrzej Lesicki教授说道：“我也很高
兴我们的6个学习领域被认为是波兰最好
的教学课程，这也证实了我们的高水平教
育。这些被评估的区域是：外国语言学和
语言学，生物学，波兰语文学，教育学，
特殊教育学以及旅游和娱乐。” Andrzej 
Lesicki教授补充说道：“研究融资体制不
利于今天，人文与社会，与排名利于技术
大学的标准 - 当然，跟踪结果中的排名，

我们也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在我们面前制定
一项战略，加强波兰高等教育和国际排名
上密茨凯维奇大学大学的地位。”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获
得来自国家科学中心的资金
2019-06-27
作为OPUS国家科学中心竞赛的一部分，什
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的三
个项目获得了赞助资金。所有项目都将在
与其他大学的联合体中实施。 获得的赞助
资金将用于实施研究： “综合分析确定蜱
传脑炎的病程和临床后果的因素” - 与比
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的科学联合会； “优
化和分析电磁场对生物支持和噬菌体制剂
活性的生物学效应” - 与西波美拉尼亚理
工大学在什切青的科学联合体”； “微生
物群落和结肠屏障在精神分裂症的病理生
理学中的渗透性的重要性 - 寻找潜意识炎
症和代谢失调的条件”。 所有的项目将与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共同实施。

卡托维兹体育学院再次登上展
望排名
2019-06-28
卡托维兹体育学院在2019年展望排名中位
居首位。 排名第二的的格但斯克，克拉科
夫和弗罗茨瓦夫体育学院。 展望大学排名
包括公立和非公立大学，这些大学至少有
一个授予博士学位的权利，并且至少有200
名全日制学生。 排名评估：声望，创新，
科学潜力，科学效率，教育条件，国际化
和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

波兹南科技大学博士生获得桑
坦德 X奖学金
2019-06-28
波 兹 南 科 技 大 学 博 士 生 D o m i n i k 
C z e r k a w s k i 获 得 了 桑 坦 德 X 奖 学 金 计
划支持的2019 TrepCamp创业模拟
器。Dominik Czerkawski将于7月28日
至26日前往圣地亚哥参加该计划。 波兰
桑坦德大学主任Wojciech Leśniewski 说
道：“TrepCamp创业模拟器是一个独特
的项目，参与者将在几周内获得宝贵的经

验，这是企业家多年来经常需要赚取的。 
毫无疑问，该倡议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候选
人非常感兴趣。 我很高兴感谢桑坦德大学
计划，来自波兰的学生可以参加这个全球
项目。” 奖学金项目是桑坦德大学的活动
之一 ，也是社交活动桑坦德集团的支柱。
教育支持，可持续经济或抵制性别不平等
被永久地记录在银行的战略中。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新体育馆
2019-06-28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将拥有一个新的体育
馆。新体育馆将建造在位于Chełmoński
街。新体育馆将从 2020/2021学年投入使
用。 体育馆建设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
阶段将有一个篮球和排球大厅，行政区，
更衣室和厕所。这些看台将容纳近230名
球迷，可以组织波兰学术锦标赛。 第二阶
段是建造一座较小的建筑，其中包括：健
身房，武术馆以及带衣帽间和卫生设施的
舞厅和健身舞蹈室。此外还将建造内部道
路，停车场和人行道。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
学校长Cezary Madryas说道：“我们仍
然计划建造一个游泳池，我希望它在创建
之后我们将完全满足我们学术界的需求”
。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参加波兰 - 德国项目
2019-06-28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和基督
教社会福利局萨克森（CSB）协会将共
同实施“尼萨可持续发展的营养教育网
络”项目。项目旨在交流经验，转让科学
知识，加强波兰和萨克森实体之间的合
作。 项目的领导者是基督教社会福利局
萨克森（CSB）协会，协会成立于1991
年，多年来一直在组织与健康和均衡营养
相关的主题的课程以及研讨会。 项目假
设为各种目标群体提供教育服务，并建
立双语在线平台。一个重要的因素也是
创建教学中心和改善儿童与青少年农场
的教育条件。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49587/
upwr_i_stowarzyszenie_z_saksonii_dla_
zywnosc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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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南部地区原型旅游开
发项目
2019-06-28
格但斯克大学正在实施“南波罗的海地区
新绿色文化旅游项目。项目旨在为南波罗
的海地区的新文化旅游项目发展制定战略
和工具，并开发永久的绿色和蓝色的旅游
路线。 活动是针对儿童，老年人，学生和
学校团体，以及社会，旅游和非政府，文
化和教育机构及其他实体。 项目合作伙伴
是来自丹麦，瑞典和波兰的大学和格但斯
克，奥胡斯和隆德和博物馆和格但斯克大
学博恩霍尔姆博物馆。 该项目由欧洲区域
发展基金作为2014  - 2020年Interreg南波
罗的海项目的一部分共同资助。

弗罗茨瓦夫陆军学院获得国家
安全领袖小雕像
2019-06-28
弗罗茨瓦夫陆军学院获得了国家安全领袖
小雕像。在华沙波兰军队会议中心举行的
颁奖典礼上颁发了奖项。 陆军学院与智能
纳米技术和BizGate航空公司共同合作并
在创新产品类别的Flatflyer无人机系统用
于地面部队的战术作战获得了奖项。 由制
服服务供应商协会组织的竞赛旨在表彰波
兰企业家和研究机构以及大学在创造产品
和工艺方面的成就，现代技术的发展以及
可用于该地区的军事装备和设备的现代化
设计解决方案的成就。

西里西亚理科技学与扎布热第
十号学校合作协议
2019-07-01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扎布热市第十号学校
建立了科学和教学合作协议。大学将负责
学生和学校教师在控制论领域的学生，从
而创造机会发展年轻人的兴趣和知识。 合
作协议由西里西亚科技大学校长Arkadiusz 
Mężyk校长、扎布热市长Małgorzata 
Mańka-Szulik和扎布热第十号学校校长
Mirosław Mendecki共同签署。 根据合
作协议，该大学致力于帮助制定专有教育
计划，委派科学和教学员工在学校开设课
程并提高教师资格。学校将修改网络安全

程序员/ IT专家课程。课程一由国防部，国
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和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赞
助。

波兰 - 保加利亚在高等教育领
域合作
2019-07-01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 o w i n 和 保 加 利 亚 教 育 和 科 学 部 长
Krasimir Valchev签署了波兰 - 保加利亚高
等教育领域的合作计划。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说道：“”我很高兴我们能够签
署这一文件，该文件将确定保加利亚和波
兰在未来几年内学术和科学合作的原则。
经过共同努力，我们制定了一份国际协
议等级的文件。它保证了合作的稳定基
础。” 协议规定学术人员交流，假期语言
课程中的波兰语言学的学生和保加利亚和
教师的交流，以博士生，按照国家的内部
规则实习在高等教育和教师交流的公共机
构，其中包括保加利亚专家和保加利亚文
学以及波兰文学。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汽车加
热”实验
2019-07-01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环境工程系的学生们
进行了“车内热”实验。根据实验结果将
确定成年人，儿童和动物停留在汽车中从
太阳升温的危险条件的发生。 当温度计在
阴凉处指向超过35°C时学生们使用了四
种不同的汽车。两种黑色、一种白色和一
种银色的汽车。进行了研究使用广泛的计
算机数据记录测量系统，使用便携式温度
记录仪和使用红外热像仪。 在一辆大型黑
色汽车中记录的最高温度为61.1摄氏度。
在其他汽车中温度大约是58°C。 测量表
明不仅车辆的尺寸和车身的颜色，而且玻
璃的尺寸也很重要。 更多信息： https://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auto-
czy-piekarnik-studencki-eksperyment-
na-pwr-11266.html

罗兹大学物流系获得著名认证
2019-07-01
罗兹大学物流系获得了国际ELA（欧洲物
流协会）认证，这证实了这证实了本科和
研究生的教学计划适应了物流和供应链管
理领域的最新全球教育标准。 在管理学院
物流研究，罗兹大学都集中在运输和储存
（本科层次）和货物流动的供应链组织和
采购流程（主水平）的过程中，他们的计
划是基于满足世界标准的最新理论和实践
教育。 本科和硕士毕业生将会有很高的平
均成绩和相关工作经验，可以申请证书的
欧洲青年物流师的毕业生（2年后在物流独
立的位置）和欧洲高级物流师（5年后在物
流独立或管理职位）。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与热舒夫科
技大学合作协议
2019-07-01
热舒夫科技大学力学与技术学院与卢布林
天主教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
涉及学生交流，讲师之间的合作，联合研
究与开发，会议，小组和研究生研究的共
同组织以及专业课程。 合作还将包括参
与由州和地方机构和发展机构资助的研究
项目。该协议还将涉及各大学单位之间学
术交流的发展，特别是波兰 - 中国中心的
合作。 合作协议由热舒夫科技大学校长
Tadeusz Markowski教授和卢布林天主教
大学校长Antoni Dębiński教授共同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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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体育学院获得1300
万兹罗提
2019-07-02
弗罗茨瓦夫体育学院获得了欧盟的资助用
于实施两个项目。两项活动的总支持超过
1330万兹罗提 。 来自欧洲社会基金的超
过820万波兰兹罗提将用于综合AWF弗罗
茨瓦夫发展计划。该项目的主题是提高全
日制学生的能力和大学教职员工的教学能
力，并在2019 - 2023年对教育过程进行
组织和技术变革。 “区域发展综合项目
AWF弗罗茨瓦夫” 项目将获得超过510
万波兰兹罗提的资助。项目旨在提高全日
制学生的能力，在新的博士学位公式中进
行博士研究，并根据2011 - 2020年下西
里西亚省区域创新战略的目标，在2019 
- 2023年对教育过程进行组织和技术变
革。 更多信息： http://awf.wroc.pl/pl/
news/item/0/6115/Dofinansowanie_
projektow_z_NCBiR

科学卓越委员会主席团
2019-07-02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的Grzegorz Węgrzyn
教授成为科学卓越委员会主席。  来自托伦
哥白尼大学的Bogusław Buszewski教授和
来自波兹南经济大学的Marian Goria教授
成为了副主席。 科学卓越委员会是一个新
的机构，旨在支持科学人员的发展。科学
卓越委员会的任命是实施“科学宪法”的
阶段。理事会将负责获得获得学位，艺术
学位和教授职称所需的科学活动质量的最
高标准。 理事会由141名成员组成，每个
学科的三名代表。其组成是民主选举的一
部分，所有至少具有博士后学位的人都可
以参加。投票通过电子选举系统进行。

格但斯克大学参加“欧洲大
学”竞赛
2019-07-02
格但斯克大学是通过欧洲委员会“欧洲大
学”竞赛中选出的十七所科学联盟之一。 
竞赛的总预算为8500万欧元，每个联盟将
在未来3年内获得高达500万欧元的赞助。 
格但斯克大学的联盟合作伙伴是西班牙加

的斯大学、克罗地亚斯普利特大学、法国
西布列塔尼大学、德国克里斯蒂安娜 - 阿
尔布雷希特在基尔大学和马耳他大学。作
为补助金的一部分，可以建立联合课程，
学生交流以及联合研究项目的实施。 “
欧洲大学”是欧盟委员会的一项计划，旨
在鼓励建立欧洲大学联盟。欧洲大学将是
来自欧盟各国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超国家联
盟，具有共同的长期战略，它们将促进欧
洲的价值观和认同。 更多信息： https://
ug.edu.pl/media/aktualnosci/89560/
uniwersytet_gdanski_w_elitarnym_
g r o n i e _ 1 7 _ m i e d z y n a r o d o w y c h _
konsorcjow_-_laureatow_konkursu_
komis j i _europej sk ie j_european_
universities

华沙红衣主教
StefanWyszyński大学将创建
数字科学中心
2019-07-02
波兰KGHM 股份有限公司、PGE波
兰 能 源 集 团 与 科 学 联 盟 签 署 了 研 究
合 作 协 议 ， 协 会 包 括 华 沙 红 衣 主 教
StefanWyszyński大学、信息处理中心、
国家研究所和军事航空医学研究所。 文
件的签署者宣布建立一个多学科研究中
心，为能源和工业部门开发解决方案。 
华 沙 红 衣 主 教 S t e f a n W y s z y ń s k i 大 学
Stanisław Dziekoński教授说道：“这是 
华沙红衣主教StefanWyszyński大学的一
项重要协议，协议与创建一个直接面向数
字经济的新数字科学中心有关。它的创造
是大学蓬勃发展的结果。我很高兴通过这
一举措，我们赢得了波兰经济发展的强大
而重要的合作伙伴。根据新的高等教育法
律以及经济和社会需求， 华沙红衣主教
StefanWyszyński大学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运
作空间。”

罗兹科技大学两个专业获得了
欧洲工程教育认证网络证书
2019-07-02
罗兹科技大学的建筑与管理和生产工程获
得了技术大学认证委员会（KAUT）和欧洲

工程教育认证网络（ENAEE）的认证，认
证以表彰高质量的教育。 所获得的认证有
效期至2022/2023学年。土木工程，建筑
与环境工程学院的建筑方向获得了第一次
循环研究管理和生产工程学院的本科和硕
士学位，管理和生产工程的证书。 ENAEE
是致力于培训工程师的欧洲组织。 ENEAA
的一项活动是向欧洲教育计划颁发证书，
证明其高水平的教育和遵守欧洲采用的博
洛尼亚规范和原则。

海乌姆将培训空中调度员
2019-07-03
海乌姆国立高等职业学校航空培训中心获
得了民航局颁发的证书，授权在理论和实
践培训范围内开展民航培训活动，以获得
FDL空中调度员执照（飞行调度许可证）
。 海乌姆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新成立的空调
调度员教育中心获得的资格是作为波兰的
第一个学术中心将提供空中调度员专业的
免费教育。 为了获得空气调度员的许可
证，除了理论和实践课程外学生必须在持
有航空运营的空中调度员的监督下包括90
个名册，比如LOT波兰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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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加入全球桑
坦德大学网络
2019-07-03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桑坦德波兰银行签署
了合作协议。协议由西里西亚科技大学校
长 Arkadiusz Mężyk教授和学术企业孵
化器主任Ireneusz Jóźwiak博士、波兰S
桑坦德大学主任Wojciech Leśniewski和
南部宏观区域主任Arkadiusz Goździk共
同签署。 大学将获得实质性的支持和财
政会议，研究和项目，支持创业和创新的
文化学术环境，教育，通过奖学金，交
换的方案和项目的国际合作与通过的机
会，领先的来自不同国家和支持学生的
大学追求实习和实践。 桑坦德大学是桑
坦德波兰银行和桑坦德集团的重要社会
参与项目之一。它支持来自世界近1000
所大学的学生的发展，其中包括波兰的
50多所大学。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768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重建历史
公交车
2019-07-03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就改造历史悠久的
Jelcz 043公共汽车（也被称为“黄瓜”
）签署了一份意向书。 项目合作伙伴
为： Jelcz有限责任公司、弗罗茨瓦夫公
共交通局、“记忆与未来”中心、下西里
西亚地区“团结”中心。 1980年8月26日
早上4点30分Tomasz Surowiec封锁了七
号车的路线，当时弗罗茨瓦夫开始罢工，
其参与者与来自海岸的工人。 这就是弗
罗茨瓦夫“团结”的诞生，罢工蔓延到
了更多的地区。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校
长 Cezary Madryas教授说道：“黄瓜”
是40年前弗罗茨瓦夫发生的事情的记忆。
这些事件影响了我们整个人生，尽管年轻
一代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
为什么提醒它是如此重要，我们的大学加
入了这个项目。” 更多信息： https://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drugie-zycie-ogorka-wyremontujemy-
historyczny-autobus-11265.html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护理教
学法与成瘾预防和社会治疗
2019-07-03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在2019-2020学年
将开设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预防成瘾和社
会治疗的教育学。课程为全日制授课，时
长三年。面向有兴趣与0至15岁儿童一起
工作的人士。 该领域的创新包括为学生
提供获得关怀，教育或预防服务领域所
需能力的机会，以及参与社会项目所需
的能力以及适应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的需
求的社会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新颖性是
模块化学习过程，确保普通教育与实际
职业准备之间的一致性。大学的大多数
课程将伴随在实习期间完成的任务，在
学年的每周1-2天和暑期实习期间完成。 
更多信息： https://www.ukw.edu.pl/
strona/aktualnosci/aktualnosci/39596/
pedagogikaopiekuncza

格但斯克大学出现在时代高等
教育青年大学排名中
2019-07-03
格但斯克大学是波兰唯一一所在2019年时
代高等教育青年大学排名中出现的大学。
大学在世界各地的年轻大学中排名第301
位。这对于大学来说是非常好的信息，特
别是在庆祝成立50周年的背景下。 除了教
学环境，科学研究，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
以及创新和社会影响之外，13个评估标准
之一是该大学的声望。第四百集的地方是
格但斯克大学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并证明
了加强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的动态发展
和认可。 时代高等教育青年大学排名是世
界排名最高的大学，具有不同的概况，运
作时间不超过50年。 更多信息： https://
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
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9/young-
university-rankings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特别奖学金
2019-07-04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将在八个学院开设新学
年的数十个一级学位课程。 课程包括：清
洁空气工程，计算机工程中的信息技术，
建筑，汽车，工业系统和设备，工业设计
的运输和工程。 在所有类型的研究中，克
拉科夫科技大学准备了4700个学生名额。 
从新学年开始，在克拉科夫技术大学招
生过程中获得最高成绩的第一周期学习第
一年的学生将获得该大学校长的特殊奖学
金。 克拉科夫技术大学启动学生计划第一
年的领导者，将为每个专业招聘最优秀的
高中毕业生颁发奖金。

格但斯克大学移民和难民教育
和融合大学专家委员会
2019-07-04
格但斯克大学加入了全国性的协议设立的
专家委员会高等教育，教育和移民和难民
的整合。移民领域的先进研究将对理事会
的活动作出宝贵的贡献 。 在政府，非政府
和国际合作伙伴的参与下，不同的学术中
心在实施研究，教育计划和项目方面拥有
丰富的经验。根据协议进行的合作将使所
有合作伙伴能够获得这些研究和建议的结
果，并将其用于学生的教育。 格但斯克大
学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在对波兰人的当代
移民研究领域国家层面的工作，教学波兰
作为一门语言，跨文化心理学，学生在大
学国际化的领域迁移的经验，在文化上适
当的社会工作和活动的教育。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电子导航
2019-07-04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电子标签可以很
容易地帮助残疾人在校园内导航寻找目
标。 这些设备已安装在30个地方，包括
在主楼，图书馆和车站等地。 传感器已
经安装在建筑物内部和高地上。他们拥有
自主的能源，可以让他们工作不少于三
年。要使用它们，只需使用智能手机或平
板电脑下载免费的Totupoint应用程序并
运行然后在校园周围移动。 安装在软件
内的扬声器在接近标记时，将播放有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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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位置的信息。例如进入学生文化区或
Polinka站的食堂。 此外移动应用程序还
显示大量文本描述，其中包含有关在设施
内移动，信息和架构可访问性的信息。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 k t u a l n o s c i / z n a c z n i k i - u l a t w i a -
poruszanie-sie-po-kampusie-11269.
html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对学生进行
实际飞行训练
2019-07-05
西 里 西 亚 科 技 大 学 航 空 培 训 学 术 中 心
（ATO POLSL）开始对学生进行实用的
航空培训。由于获得批准的培训机构编号
PL / ATO-78的证书，大学可以对航空公
司飞行员--ATPL（A）进行培训。 西里西
亚科技大学校长Arkadiusz Mężyk教授说
道：“这是多年努力和努力的结晶。多年
来，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一直非常重视航
空业的人才培养。这是我们大学发展的
优先方向之一。” ATO POLSL是中欧和
东欧民航人员教育中心的一部分。他的人
员任命由上西里西亚航空集团，西里西亚
工业大学和民航办事处倡议。 该中心符
合国际和国家航空法规关于民用航空活
动认证的要求，可以在ATPL（A）领域进
行飞行训练。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769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出现在上海排名中
2019-07-08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第一次出现在上
海排名中。大学在食品科学和技术领域
排名第208位，在全球300所最佳大学中
名列前茅。 弗罗茨瓦夫兽医大学排名第
241位。 大学排名取得的成功主要是生物
技术和食品科学学院的作者的作品。排名
第208位是波兰大学在食品科学和技术领
域进行研究和教育的最高职位。 世界大
学的学术排名被称为上海排名 - 来自交通

大学所在的城市，高等教育学院所在的城
市。正是在这样的机构，在重大科学竞赛
获得奖励来创建排名分析教师和学生的思
想上来，引文和出版物的主要科学期刊数
量。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
edu.pl/aktualnosci/49616/uniwersytet_
p r z y r o d n i c z y _ w e _ w r o c l a w i u _ w _
rankingu_szanghajskim.html

波兰大学参加国际能见度项目
2019-07-08
二 十 所 波 兰 大 学 参 加 国 际 能 见 度 项 目
（IntVP）。 项目的主要假设之一是建立
更好的波兰大学形象，提高波兰大学在国
际舞台上的知名度，提高波兰大学在国际
学术排名中的地位。 国际能见度项目（还
旨在加强在领先的学术中心，专业管理和
专业干部。是关于人处理学术排名和熟悉
的大学的国际声誉的关键方面。 参加项目
的大学包括：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华
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格但斯克科技大学、
罗兹科技大学、波兹南科技大学、西里西
亚科技大学、华沙科技大学、弗罗茨瓦夫
科技大学、罗兹大学、格但斯克大学、波
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雅盖隆大学、比亚
韦斯托克医科大学、托伦哥白尼大学、弗
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西里西亚
大学、华沙大学、弗罗茨瓦夫大学、华沙
医科大学。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成为欧
洲大学
2019-07-08
EPICUR欧洲创新校园统一区域合作伙伴
关系联盟包括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联
盟获得了来自欧盟的资助用于建立欧洲大
学。 欧洲大学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欧盟高等
教育机构的跨国联盟共享一个长期战略，
促进欧洲的价值观和身份。他们的创作理
念是显著增加学生和工人的流动性，促进
质量，整合和欧洲高等教育的竞争力。 波
兹南大学的合作伙伴有：项目负责人斯特
拉斯堡大学、法国上阿尔萨斯大学、荷兰
阿姆斯特丹大学、德国阿尔伯特 - 路德维
希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应用科学大学、希
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  

关于经济学毕业生状况报告
2019-07-08
到目前为止已有150万名高等教育机构校
友（ELA）的经济毕业生分析了应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要求创建的收入比较。 应国家
研究所信息处理中心科学部的要求，建立
了监测经济学学生毕业后的状况机制。其
目的是提供有关劳动力市场毕业生状况的
最全面的信息。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
长Jarosław Gowin说道：“ELA是一个
国际规模的独特系统。它的任务是帮助高
中毕业生做出正确的生活方式选择。我们
以无障碍的形式向年轻人提供有关前辈的
信息，这些前辈自2014年以来已经进入劳
动力市场。 他们工资的多少、找工作花费
的时长、是否是自营职业的一部分以及就
业合同等。” 更多信息： https://www.
gov.pl/documents/1068557/1069061/
ELA_4_prezentacja_podstawowe_
informacje.pptx/0231f265-8721-6e13-
1869-1cdb538c0294

弗罗茨瓦夫大学成立法医生物
学和昆虫学实验室
2019-07-09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的法医昆虫学家与弗
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同事一起创建了法医
生物学和昆虫学实验室。该单位在弗罗茨
瓦夫大学的无脊椎动物生物学，进化和保
护系开展工作。 法医昆虫学涉及使用有关
昆虫的知识，关于它们的生物学和生态学
调查和法庭诉讼。 这是一门跨学科的科
学，在法律，法医学，化学（毒理学）和
生物学（昆虫学，遗传学）的交汇点。 大
多数情况下，它与医疗犯罪领域有关，特
别是与检察官的诉讼有关。 新建的实验室
探索了昆虫的嗜尸性物种的位移和生物学
特征，以及其他无脊椎动物。实验室工作
人员工为初步法证调查和诉讼目的准备专
家意见。并培训他们的继任者。 更多信
息： https://uni.wroc.pl/entomolodzy-
i-medycy-na-tropie-smie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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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
学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学院辅导
教师
2019-07-09
从10月起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
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学院的学生将能够得到
导师的辅导。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第一
批学术教师已获得相关证书。 多年来世界
领先的学术中心一直将辅导作为大众教育
的补充。这样的辅导也出现在波兰的大学
里。 根据奥尔什丁大学提供的信息，从新
学年开始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学院将拥有第
一批辅导导师。 教育副主任、培训协调员
Beata Dulisz博士解释道：“我们组织了
一个专门针对学术教师需求的辅导课程。
现有的教育模式不允许发现个别学生的兴
趣，通常只有主管，在撰写毕业论文时，
揭示了他们研究生的潜力。介绍导师护理
将使学生在学习开始时获得机会。”

凯尔采科技大学正在建造新球场
2019-07-10
体育和旅游部副部长Anna Krupka在2019
年7月8日访问凯尔采凯尔采科技大学期间
宣布将为凯尔采科技大学提供750万兹罗
提补贴，用于建造一座新体育场。 体育场
造价预计1400万兹罗提，位于凯尔采科技
大学。该体育场将成为学术体育中心的一
部分，不仅对科技大学的学生开放也对所
有愿意参加体育运动的学生开放。 新体育
场的设计提供了一个由田径体育场和足球
场组成的综合体。该设施包括主场、体育
场周围的跑道、由八条轨道组成的直线轨
道、跳远、三级跳、跳杆、跳高、铅球运
动。

超过6000人希望在比亚韦斯托
克大学学习
2019-07-10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通知道：“共有6027名学生希望
在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学习最受欢迎的学科
是是经济学和犯罪学方面。” 有638人选
择了经济学、492人选择了法律、407选择
了英语语言学、364人选择了管理、331

人选择了犯罪学、313人选择了教育学。 
就申请人数来看，最受欢迎的学科是犯罪
学。每个专业有16名学生同时在申请一个
名额，接下来是行政专业，11名学生同时
申请一个名额，安全和法律领域方面近10
名学生同时申请一个名额。

卢布林玛丽·居里夫人大学设
计应用程序
2019-07-11
卢布林玛丽·居里夫人大学开发了UMCS 
GUIDE移动应用程序，面向外国学生和
卢布林玛丽·居里夫人大学的员工以及
居住在卢布林的外国人。 卢布林玛丽·
居里夫人大学发言人Aneta Adamska说
道：“应用程序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日常运
作，并在城市和校园内移动。 UMCS指
南包含有关大学和卢布林的基本数据。用
户可以找到有关安全，健康和心理信息，
时间表和受欢迎餐馆列表的信息。 他补
充说，通过这个应用程序，他们将能够了
解最有趣的城市景点，文化，娱乐和休
闲场所。” 应用程序可从商城下载： 苹
果商城： https://apps.apple.com/pl/
app/umcs-guide/id1460001587 谷歌
商城：https://play.google.com/store/
apps/details?id=pl.umcs.guide

喀尔巴阡山省政府为热舒夫大
学拨款100万兹罗提
2019-07-11
喀尔巴阡山省政府为热舒夫大学和热舒夫
技术大学提供了近百万兹罗提。 这笔资
金将用于学校投资。 热舒夫大学获得了
500000波兰兹罗提用于建立一个医疗模拟
中心，资金主要来国家发展中心负责。热
舒夫大学Sylwester Czopek教授说道：“
如果没有这样的医疗模拟中心，那么医务
人员的培训将会非常的苦难 。” 大学还获
得了125000兹罗提用于创建生物银行，作
为“人体组织档案”。热舒夫科技大学获
得新的文化和科学中心350000兹罗提。

华沙生态与管理学院获得欧盟
资助
2019-07-11
华沙生态与管理学院自2019/2020新学
年开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本科IT研究
课程。 来自经济区市场和国际合作部的
Katarzyna Nowakowska说道：“我们
的课程共有六十个名额：全日制研究20个
名额、非全日制为40个名额。 所有名额都
由欧盟共同出资。” 对于将在2019/2020
学年开始学习的学生，全日制学生的学费
将减少80％，非全日制的学费减少50%。
全日制学习每个月学费为112兹罗提，非
全日制学费为每月240兹罗提。 可通过以
下网站申请学习名额： https://erasmus.
wseiz.pl/?idk=25&s=1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学生获
得钻石奖学金
2019-07-11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颁发了第八届钻石奖
学金。获奖者中有六名波兹南密茨凯维奇
大学的学生。 获得奖学金的是： Kinga 
Kułaga 的“放射性同位素的生物累积及
其对冰川冰川区生物种群的影响”项目； 
Rafał  Świergiel 的“政治和社会进程在
塑造波兰共和国宪法体系中的作用”项
目； Michał Wieczorkowski 的 “遵循
规则。 从维特根斯坦的怀疑悖论看法律实
施中的解释规则的地位”项目； Adrian 
Walkowiak “的 选择各种基质中的过渡
金属（Fe，Ti，V，Nb，Ta）作为使用轻
质和/或过氧化氢的氧化过程的催化剂”项
目； Paulina Książek 的 “在疯狂与非正
常之间：Krzysztof Penderecki的歌剧中
的女主人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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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大学成为欧洲大学成员
2019-07-11
托伦哥白尼大学成为科学联盟“欧洲的
未来-高校青年” （欧洲的未来 -  YUFE）
的成员，这将创建的第一个面向所有人开
放的欧洲大学。 YUFE是欧盟委员会选定
的17所大学联盟之一，旨在开发和实施欧
洲模范大学。今年年初，YUFE联盟向欧
盟委员会提出了自己的概念，现在已经获
得了实施其行动计划的绿灯。计划在未来
三年内为欧洲大学的启动做准备。 YUFE
的成员是： 作为项目协调员的荷兰马斯
特里赫特大学； 西班牙卡洛斯三世马德
里大学； 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 德国不
来梅大学； 塞浦路斯大学； 东芬兰大
学；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意大利罗马大
学。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6217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将与中国大
学展开合作
2019-07-11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与上海理工学院（SIT）
签署了合作协议。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也是
第一所与中国安阳大学合作的波兰高等院
校。根据合作协议，大学宣布愿意合作
等在学生交流和交流科学人员的领域，
用于教学和研究目的。 格但斯克科技大
学校长Krzysztof Wilde教授说道：“与中
国大学的合作是我们在大学国际化领域活
动的优先方向之一。作为校长，我将尽
我所能使其发挥最佳。” 格但斯克科技
大学化学系和上海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之间签署了一项协议，由此中
国学生将有机会在格但斯克大学的化学
系学习一个学期。 更多信息： https://
p g . e d u . p l / a k t u a l n o s c i / - / a s s e t _
publisher/hWGncmoQv7K0/content/
chinskie-uczelnie-%E2%80%93-jeden-z-
priorytetowych-obszarow-wspolpracy-
dla-pg

罗兹大学第一阶段招生工作已
正式结束
2019-07-12
罗兹大学今年招生最受欢迎的院系为心理
学，管理学和英语语言学。报名人数前十
名的院系还包括市场营销，物流，新闻和
社会传播和法医生物学。 在今年的招生
中，共有11名候选人在争取一个心理学方
向的名额。 比较容易的名额是英语语言学
和管理学的人 。 罗兹大学最多的候选人有
超过60％来自罗兹地区，也有来自波兰其
他地区的人。 今年主要是来自马佐夫舍省
的10% 、来自大波兰省、西里西亚省和圣
十字省地区的居民，每个地区占4%比例。

哈萨克斯坦奖学金
2019-07-12
国家学术交流局（NAWA）通知道：“哈
萨克斯坦教育和科学部邀请所有感兴趣的
海外候选人申请奖学金在哈萨克斯坦学习 
-  2019年哈萨克斯坦奖学金计划 。” 奖学
金面向全日制教育的本科生、硕士和博士
研究。奖学金名额分配为：本科学位：25
个名额，硕士学位：25个名额，博士学
位 ：10个名额。 申请截止日期为2019年
7月19日。 奖学金基金的运营商是博洛尼
亚进程和学术流动中心，向哈萨克斯坦教
育和科学部报告。 更多信息： https://
enic-kazakhstan.kz/files/1558336061/
broshyura_ang.pdf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获得“人
力资源卓越研究”徽标
2019-07-12
欧洲委员会授予了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
人力资源卓越研究”徽标奖项。 著名的“
人力资源卓越研究”徽标授予适用“欧洲
研究人员宪章”和“招募研究人员行为准
则”原则的机构。其中包括在欧洲委员会
的国际资助比赛中，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的一些比赛。 该徽标也
是对大学的声望的认可，是一个为研究人
员按照欧洲标准实施科学和研究与开发活
动创造最佳工作条件的机构。弗罗茨瓦
夫科技大学自2016年6月起便便可以使用

该权利。下一届的资质审核将于三年后进
行。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pl/
uczelnia/aktualnosci/hr-excellence-
in-research-zostaje-na-politechnice-
wroclawskiej-11270.html

托伦科学家获得钻石奖学金
2019-07-12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的三位年轻科学家获
得了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颁发的钻石奖
学金”。 来自物理学，天文学和应用信息
学系的Hubert Joachim Jóźwiak的“氢分
子超精细结构中的碰撞效应 - 现代分子光
谱学的一个基本问题”项目获得了189553
兹罗提奖学金； 来自跨学科现代技术中心
的Olgierd Borowiecki的“fMRI测试，成
像图像程序性认知技能的大脑背景与程序
性运动技能的大脑基础相同吗？ ” 项获
得了179854兹罗提奖学金； 来自生物学
和环境保护学院的Aleksandra Bogumiła 
Florkiewicz的“寻找用于选择具有增加产
量潜力的黄羽扇豆品种的土壤干旱胁迫标
记”项目将获得182443兹罗提奖学金。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与格但斯克
港务局合作
2019-07-12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海洋工程与船舶技术学
院和格但斯克港务局签署了科学和教学合
作协议，合作包括共同申请国内外研究资
金，用于研发项目的实施。 合作协议包括
为港务局员工提供讲座，组织该地区的考
察访问，港务局与学生合作实施工程和硕
士论文（包括提供主题），以及组织学生
实习和工业实习。 合作协议由海洋工程与
船舶技术学院院长Janusz Kozak教授、格
但斯克港务局副局长Marcin Osowski 以及 
格但斯克港务局局长Łukasz Greinke 共同
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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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工业过去
和未来
2019-07-15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将创建工业专业工作条件
研究与分析实验室。 建立实验室由格利维
采大学和塔尔诺谷斯卡土地协会联合倡议，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对话”计划共同资助
150万兹罗提。 实验室将处理人文科学和技
术科学代表之间的跨学科合作以深化对过
去，现在和未来工业职业工作条件的研究。
实验室是国际中心的跨学科研究的部分，
将显示该行业如何既然第一座现代工厂革命
4.0后创建西里西亚矿的改变。 实验室将在
全国唯一的实体，这将处理工业西里西亚史
前时期的工作到现在至未来派的视觉描述和
彻底的检查 。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L
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le
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kat
or&Filter1Value2=2782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获得
钻石奖学金
2019-07-15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四名学生获得
了第八届钻石奖学金。他们将获得高达
220000兹罗提的奖学金，用于实施他们的
第一个研究项目。 获得奖学金的人员为： 
Michał Kłask的“开发一种在光学活性聚
合物薄层中排列各向异性纳米结构并测试
其光学性质的有序方法”项目； Dorota 
Tomaszewska的“光学频率梳的非线性转
换到光谱应用的中红外光谱范围”项目； 
Bartosz Uniejewski的“为风险管理目的预
测批发电价：使用正规化和预测平均值”
项目； Grzegorz Marcjasz的“深入学习
点预测，概率预测和电价轨迹”的项目。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
医学领域正在打破记录
2019-07-15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第一阶段的
招生工作中共登记了超过8.4万学生。最受
欢迎学习领域是医学、心理学和应用犯罪

学。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共在
48个不同的领域进行了招生，共准备名额
为4000个名额。此次注册人数超过8.7万
人，其中8.4万人注册本科生以及本硕连读
研究。 根据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
提供的信息显示，最受欢迎的研究领域为
医学，共有2.2万人注册，这意味着平均29
个候选人竞争一个学生名额。心理学研究
领域共有近450名候选人注册、应用犯罪学
超过300名候选人注册。 财务和会计，物
理治疗或英语语言学也很受欢迎。

华沙拉扎尔斯基大学医学模拟
中心
2019-07-15
2019年10月华沙拉扎尔斯基大学的医学模
拟中心将向医学院学生开放。去年波兰认
证委员会授予这所私立大学在医学部门中
的关注标志，即在学习和实现学习成果的
过程中照顾学生和支持。 华沙拉扎尔斯基
大学于2017年开始培训未来的医生。第一
批医学学生将在大三的时候接受医学模拟
中心培训。 医学模拟中心包括高保真模拟
实验室，包括模拟医院急诊科，手术室，
重症监护室和救护车模拟器的房间。并且
包括先进的复苏程序，基本的复苏程序，
技术，手术和临床技能。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参与加强亚
洲绿色经济国际项目
2019-07-16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与经济科学学院和土木
与环境工程学院一起参加了由伊拉斯谟+项
目资助的国际项目“加强三个亚洲国家的
绿色经济”（EGEA，加强3个亚洲国家的
绿色经济）。 该项目于2019  -  2021年实
施，包括对吉尔吉斯共和国，尼泊尔和印
度的支持。 现在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
因此，他们所面对的，危及他们的未来的
可持续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挑战：天然
资源的枯竭，自然生态系统的损失和基本
停滞人力资本。 项目旨在识别和定义学
生、教师、专业人士和年轻一代，并针对
不同的学科领域的机会，以支持实现绿色
经济的不同目标群体所需要的技能。

护士和助产士将能够接受校外
教育
2019-07-16
波兰参议院一致投票赞成修改关于护士和
助产士职业的法律。 本科学习的护理和助
产学领域的教育将能够以校外形式进行。 
修正案现在将提交给总统。 它假设以外部
形式进行的护理和助产领域的第一周期计
划，以及这些研究的持续时间和小时数与
在固定环境中进行的研究相同。 根据修正
案，护士和助产士将能够利用带薪培训假 
。每年最多6个工作日。 在假期可用于参
加会议和科学课程。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成
为环境保护大学
2019-07-16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校长
Stanisław Dziekoński教授与保护银行总
裁Bogusław Białowąs共同签署了一份关
于为环境利益采取联合行动的意向书。 合
作将包括生态学，生物学和工程学以及环
境保护领域的活动，包括 能源效率，可再
生能源，电动汽车，废物管理以及水和污
水管理。 合作包括研究和开发，组织联合
活动和环境教育活动，专家合作，组织培
训，实习和研究生学习。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校长Stanisław Dziekoński
教授说道：“作为大学运作的一部分，我
们专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人文科
学，社会科学，精确科学或生物科学，到
医学科学，再到环境工程科学。 我相信，
通过研究和计划的教育活动，协议与合作
将对自然环境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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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大学最受欢迎学习领域
2019-07-16
哥白尼大学本科以及研究生第一阶段招生
正式结束。考生可以从109个领域中选择
报名注册。 哥白尼大学准备了5500个招
生名额，此次招生实际注册名额为19147
人。共有4016人注册了医学、873人注册
法律、745人注册心理学、601人注册药剂
学、559人注册财务会计、543人注册兽
医、512人注册英语语言文学、477人注
册管理、477人注册理疗、425人注册后
勤、374人注册护理。 按注册数据统计计
算，平均注册人数最多的科目是英语语言
学，平均11个人竞争一个名额、8个竞争
一个心理学名额、8个人竞争一个日本学名
额、7个人竞争一个兽医名额、7个人竞争
一个后勤名额、6个人竞争一个药剂学名
额、6个人竞争一个商业交流和心理学名
额、6个人竞争一个具有验光元件的眼科光
学器件名额、6个人竞争一个法医生物学名
额、6个人竞争一个美容学名额。

罗兹大学第三届暑期学校
2019-07-17
2019年7月15日星期一罗兹大学为中国学
生准备的第三届暑期课程“理解波兰”已
经正式开始。 这次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
200名学生将来到罗兹参加课程，其中有来
自罗兹大学合作伙伴的天津大学的学生。 
中国学生在课程期间将尝试学习波兰语，
了解波兰的历史和文化并前往热拉佐瓦沃
拉和华沙。 学生将参加由以下部门组织的
选定教育模块：生物与环境保护，经济学
和社会学，语言学，哲学和历史，数学和
信息技术以及管理。 课程组织方为罗兹大
学亚洲事务中心。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学生获得
了钻石奖学金
2019-07-17
来自弗罗茨瓦夫医学科学大学的Klaudia 
Bardowska和Dawid Przystupski获得了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颁发的钻石奖学金。 奖
学金总额为220000兹罗提。 来自分子和
细胞生物学系和医学分析部门的Dawid 

Przystupski将开展“Sonoporation作为抗
癌治疗中胃肠癌细胞膜调节的现代方法”
项目。 来自医学研究生教育部门的肾脏病
和移植医学诊所的Klaudia Bardowska将
实施“膀胱细胞癌非肌肉形成复发和进展
的生物标志物 - 与炎症反应的关系和纤溶
酶原系统的激活”项目。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最受欢迎
学习领域为计算机科学
2019-07-17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是应
用信息学，自动化和机器人，机械和机器
制造以及网络安全。 最受欢迎的科目英语
计算机科学，超过17名候选人在共同竞争
一个名额。共有9名候选人在共同竞争一个
波兰语计算机科学的名额。 共有7人在共
同竞争一个算法计算机科学名额、5人在竞
争一个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名额、4人在竞
争一个英语机械和机械工程名额、4人在竞
争一个网络安全名额。 在弗罗茨瓦夫科技
大学的招聘系统中，有近10000名考生进
行了报名注册。本科生学习可以从50个不
同的领域中选择，其中包括4个英语教学领
域。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共准备了65000
个名额。目前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习
的人数为26000人。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中心“词语
推广”竞赛
2019-07-17
卢布林居里夫人大学的“为什么波兰对外
国学生有吸引力？ 高等教育是波兰软实力
的源泉“项目和华沙大学环境研究与可持
续发展大学中心的“华沙大学向安全社会
的过渡”项目获得了由波兰国家学术交流
中心（NAWA）“词语推广”竞赛的主要
奖项。 由国家学术交流中心宣布本次比赛
的目的是通过建立发布关于处理高等教育
和科学问题的国际门户网站的一篇文章的
可能性是在国际上促进高等教育和科学的
波兰区。 本次大赛的目的是教学和科研单
位在波兰，他们的任务是在一篇文章中促
进代表单位或促进波兰作为一个有吸引力
的目的地去研究比赛的消息。

托伦物理学家获得1500万兹罗
提研究资金
2019-07-17
托伦哥白尼大学物理研究所与其他科学中
心合作，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和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资助。 托伦物理学家将
利用获得的资金开展两个研究项目。 天文
中心哥白尼、波兰科学院与物理研究所、
哥白尼大学将开展“国家中心量子通信卫
星（NCSatKom）”项目，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为该项目拨款960万兹罗提。 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资助了哥白尼大学、波兰
Syderal、格但斯克大学物理学院、天文学
和计算机科学学院的联合项目。 计划旨在
开发“用于量子纠缠发生器的自动控制电
子卫星控制器”。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为
该项目拨款550万兹罗提。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最受欢迎科目
2019-07-18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在2019/2020学年第一
阶段招生中最受欢迎的科目为信息技术，
可再生能源和市政基础设施，计算，运
输，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自动化和机
器人技术，建筑，结构，机械工程。 第一
阶段招生中最受欢迎的科目与前几年一样
是IT，11个候选人共同竞争一个名额。 共
有6个候选人在共同竞争一个环境与能源
工程学院的可再生能源和市政基础设施名
额、6个候选人在共同竞争一个计算机科
学应用于机械工程学院名额、4.8个候选人
在共同竞争一个土木工程学院的交通工具
名额、4.7个候选人在共同竞争一个计算机
工程系计算机科学与电子计算机工程系名
额、3.1个候选人在共同竞争一个机械工程
学院名额、2.9个候选人在共同竞争一个建
筑学院的建筑学名额、2.9个候选人在共同
竞争一个机械工程学院的生物医学工程名
额、2.4个候选人在共同竞争一个空间经济
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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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与韩国材料
科学研究所合作
2019-07-18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将与韩国
材料科学研究院（KIMS）合作。 合作协议
由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校长Krzysztof Wilde
教授以及来自韩国大学的In-Hyuck Song
共同签署。 根据合作协议，每年将有5名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学生或博士生可以到
韩国参加KIMS实施的研究项目。 双方的
员工将共同进行科学研究，并参加讲座，
研讨会，专题讨论会和课程。 Krzysztof 
Wilde教授说道：“我希望学生，博士生
和韩国材料科学研究院员工能够来到格但
斯克科技大学学习和讲授，这将对我们两
所大学的国际化水平产生积极影响。”  

毕业生中亿万富翁最多的波兰
大学
2019-07-18
弗罗茨瓦夫研讨会2033在“选举报”上刊
登的信息表明毕业生人中资产超过1亿欧
元，毕业于克拉科夫的AGH科技大学。 该
报告显示，克拉科夫AGH的毕业生最有可
能成为千万富翁，其中发现了10个这样的
人。 “选举报”写道：“华沙大学排名第
二 ，共有八名毕业生，资产超过1亿欧元
（比一年前多两名）。 华沙科技大学排名
第三，共有六名资产过亿的毕业生。 第四
名是格利维采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弗罗茨
瓦夫大学，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和罗兹技
术大学。每个学校资产过亿的毕业生共有
三名。”

萨诺克州立高等职业学校硕士
课程
2019-07-19
萨诺克州立高等职业学校自2019/2020学
年开始获得了在内部安全领域培养硕士学
位的权利。 萨诺克州立高等职业学校内
部安全部门的毕业生将准备在处理安全和
国防问题的服务和机构中工作，如军警服
务，公共秩序机构，人员和财产保护，危
机管理机构以及州和地方行政部门的安全
组织 。 毕业生将能够申请武装部队以及警

察，边防卫队，国家消防局，市卫队，狱
警或道路运输检查等工作岗位。

奥波莱大学在“欧洲大学”竞
赛中获奖
2019-07-19
奥波莱大学所在的科学联盟被纳入欧洲委
员会欧洲大学竞赛的获奖者组，大赛由伊
拉斯谟+计划资助。 奥波莱大学所在的科
学联盟的领导者是德国美因茨约翰内斯古
腾堡大学，其他成员为：法国勃艮第大
学、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意大利巴勒莫
大学、拉脱维亚大学、西班牙瓦伦西亚大
学。 欧洲大学是来自欧盟各地的高等教
育机构的跨国联盟。旨在显着提高学生和
员工的流动性，并支持欧洲高等教育的质
量，整合和竞争力。每个财团都可以获得
高达500万欧元的三年期补助金。这些资金
将受益联合研究小组，技术转让中心和图
书馆。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将与气象和
水管理研究所合作
2019-07-19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将与气象和水管理研
究所（IMGW）合作。合作协议由格但
斯克科技大学校长 Krzysztof Wilde教授
和气象和水管理研究所主管Przemysław 
Leegenza博士签署。 双方的合作将允
许交换来自数值天气预报模型的数据和产
品，包括METEOPG项目等的解决方案，
帮助投资和发展部监测波兰的干旱情况。 
双方的科学家还将开发高时空分辨率的预
测模型，创建新的数据分析方法，并在广
泛理解的大气物理和天气气象领域组织研
讨会和培训。 Przemysław Leegenza博
士说道：“我们的目标是利用我们各国中
心的机会，使研究所实施的预测更好，更
实际，更准确。”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与沃尔沃
密切合作
2019-07-19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与沃尔沃已经签署了
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假定创新科学项目

的开展和发展，联合教育计划的创建，学
生实习组织的实施以及博士论文和本科生
论文的实施。 合同双方的代表已宣布愿
意在研究和项目领域以及年轻科学人员的
教育方面发展目前富有成效的合作。多
年来科技大学的学生认为沃尔沃是值得
信赖的雇主。 合同的范围将允许各方 通
过使用经验，员工的知识以及弗罗茨瓦
夫科技大学和沃尔沃的潜力，实施开放
发展前景和提高竞争力的各种项目。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pwr-i-volvo-beda-scisle-
wspolpracowac-11284.html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学生获得
钻石奖学金
2019-07-19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兽医学和动物科学学
院生物学学生Klaudia Szala的研究项目
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颁发的钻石奖学
金。 奖学金将用于实施“蛋壳色素沉着
在性选择中的作用：色素沉着的强度是否
是女性状况的指标，并影响男性父母投
资的规模（以猩红色的Lanius collurio为
例）”项目。 今年是第八届钻石奖学金。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
说道：“超过1700万兹罗提用于资助优均
匀硕士或研究生学位的学生进行研究，并
有优秀的学术成果。” 在研究项目实施期
间，获奖者将能够获得每月高达2.5万兹罗
提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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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大学博士招生正式开始
2019-07-22
2019年7月22日罗兹大学的人文科学，社
会科学，生命科学科学和生物医学四所博
士学院开始正式招生。 生物医学学院将
与波兰科学院的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和分子
与高分子研究中心合作。 罗兹大学校长
Antoni Różalski校长与波兰科学院就此问
题于今年5月20日达成协议 所有学校的教
育为期4年。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的科
学改革预测，博士生将在博士学校接受教
育，而不是在学院接受教育。 任何进入博
士学校的人都将获得奖学金。博士生课程
将不再付费。 这些变化是为了提高未来博
士的水平。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与哥白
尼科学中心开始合作
2019-07-22
位于比得哥什的卡西米尔大学和华沙哥白
尼科学中心将合作实施Young Explorer
俱乐部计划。合作协议由大学校长Jacek 
Woźny校长和哥白尼科学中心的教育主任
Anna Dziama共同签署。 合作旨在由年
轻的探索者以支持当地的俱乐部：交联对
护理人员的会议与活动让俱乐部与活跃的
科学家互动的伙伴组织，由哥白尼科学中
心合作与外部的合作伙伴并在计划的参与
实施的方案参与由合作伙伴来实现与科学
有关。 Young Explorer计划的使命是通过
提高学习技能和提高使用科学家的科学，
自然科学和人文技能获得答案的能力来培
养俱乐部成员。

格但斯克大学RESBIOS项目
2019-07-22
格但斯克大学与来自11个国家的合作伙伴
正在实施RESBIOS项目（在BIOSciences
中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基础实践）。根
据“地平线2020”计划开展的活动旨在加
强生物科学领域的负责任研究和创新实践 
。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实施一系列专门
活动，在来自不同国家的五个新研究组织
实施RRI（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实践。活
动的结果将是这些单位中与RRI的五个关键

领域（社会参与，教育，性别平等，开放
获取，道德）相关的制度变化。 项目将由
罗马意大利Tor Vergata大学协调，实时
时间为三年。该联盟由来自11个国家的12
个合作伙伴组成。项目预算为150万欧元。

关于残疾问题的最佳硕士和博
士论文竞赛
2019-07-23
国家残疾人康复基金会宣布第16届最佳
硕士和博士论文竞赛，其研究课题是门户
开放”在健康，专业或社会方面的残疾现
象。 比赛涵盖了硕士论文，该论文获得了
非常好的成绩，博士论文处理与残疾人问
题相关的问题，在提交作品之前最多24个
月的期间进行了辩护。 硕士或博士毕业生
以及以不同方式为博士论文辩护的人可以
参加比赛。作品可由院长，院长，校长或
硕士或博士论文评审员提交，截止至2019
年7月31日。 参赛论文应提交至以下地
址：国家残疾人康复基金，JanaPawłaII 
大街13号，00-828华沙，并注明“门户开
放”。

喀尔巴阡山当地政府向七所大
学捐赠了80万兹罗提
2019-07-24
喀尔巴阡山当地政府向七所当地大学提供
特别补贴。 80万波兰兹罗提的总额将分配
给与其法定活动有关的投资购买。 热舒夫
技术大学教育副校长Grzegorz Budzik教授
说道：“热舒夫技术大学将使用价值超过
30万兹罗提的补贴，为物理治疗和体育中
心的机柜配备康复和训练设备以及控制，
测量和研究设备。“” Sanok国立高等职
业学校将获得10万兹罗提的微波矿化器。
该装置将实现农业和森林生态系统经济领
域的实践培训。 克罗斯诺国立高等职业学
校将提供自动化和机器人实验室。 亚斯沃
喀尔巴阡山学院、雅罗斯瓦夫国立高等技
术与经济学院和普热梅希尔的东欧国立高
等学校也获得了补助金。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研究现代路面
2019-07-24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加入由Budimex 股份有
限公司、 Lotos 集团、Orlen Asfalt有限责
任公司组成的科学联盟。科学联盟将开发
技术，通过使用高分子改性沥青来降低道
路建设成本并提高其耐久性。 研究人员将
研究使用改性和高度改性沥青的影响，即
HiMA高度改性沥青沥青用于建造各种路面
层，这将允许更新普通和半刚性表面的典
型结构目录。 研究和分析的结果将在明年
公布。这些工程将作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进行“由于使用改性沥青，优化路面沥青
结构”。除了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之外，科
学联盟还包括华沙科技大学和华沙道路与
桥梁研究所。 更多信息： https://pg.edu.
pl/aktualnosci/-/asset_publisher/
hWGncmoQv7K0/content/pg-w-
konsorcjum-badajacym-nowoczesne-
nawierzchnie-drogowe

格但斯克大学将研究贫困和社
会排斥的原因
2019-07-24
格但斯克大学是WorkYP项目（努力工作
却仍旧贫困）的实施者之一。研究人员将
分析贫困和社会排斥的原因。 多年来，低
收入造成的异化现象主要是由于缺乏工作
和稳定的收入。在过去十年中，有一群被
排斥的人活跃在劳动力市场，但收到的报
酬水平或其频率并没有提供良好的生活水
平。 该项目侧重于那些留在劳动力市场上
的人群，他们的报酬水平和其他工作条件
并不能保证适足的生活水平。活动将在卢
森堡大学协调的科学联盟实施三年。项目
的预算超过325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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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乌克兰进行双边科学家交流
2019-07-24
国家学术交流中心（NAWA）邀请各位提
交与乌克兰双边科学家交流的申请。 交
流旨在支持科学家在实施波兰和乌克兰合
作伙伴共同开展的研究项目方面的流动
性。 联合研究项目可能涉及所有科学领
域，同时将优先考虑以下领域：新生产和
计算机技术（激光，精密，机电一体化，
机器人，等离子，光电，传感器），能源
管理和能源效率，生态和 环境管理，自
然科学，新技术，最常见疾病的健康和预
防，生物技术，生物工程和遗传学，新
物质和材料，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以及
国防技术。 更多信息： https://nawa.
gov.pl/images/Bilateralne-Naukowcy/
Ukraina-2019/BIL_zaproszenie_Ukraina.
pdf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将建造
无人机中心
2019-07-25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政治科学与新闻学
将创建波兰大学的第一所无人机中心。大
学获得的资金将购买几种顶级设备。目前
已经有十几位讲师接受过培训。 无人机讲
习班将列入以下领域的课程：国家安全、
国家管理、新闻与社会交往。大部分时间
将用于学习飞行。课程将先使用专业飞行
模拟器开始然后用大学购买的无人机。 完
成研讨会后的学生将能够接近认证：VLOS  
- 视线视线，即无人驾驶飞机和BVLOS  -视
线以外的视线。

弗罗茨瓦夫老年人大学
2019-07-26
弗罗茨瓦夫老年大学正在实施“老年大
学，成人教育的创新方法”项目，该项目
在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竞争中名列第
一。 项目假定发展了四个关键能力，欧
盟表明这是终身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需要IT，语言，社
会公民能力以及与使用经验相关的能力。 
弗罗茨瓦夫老年大学也希望提出符合现代
世界要求的内容 - 应对压力，解决冲突，

正念和放松，这在今天是时尚的心态。活
动的实施将耗资超过100万兹罗提，由欧
盟资金资助。项目将于2021年结束。 更
多信息： https://uni.wroc.pl/bogna-
bartosz-o-utw-i-seniorach-nadchodzi-
srebrne-tsunami/

格但斯克大学体育协会
2019-07-26
格但斯克大学的体育文化协会正式成立。
协会的合作伙伴是奥利维亚商业中心，将
组织和开办旨在发展学生以及儿童和青少
年体育活动的课程和体育部门。 协会表达
了创始人对发展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的关
注，旨在改善年轻人和学生的身心状况，
并支持他们在各级取得更好的体育成果。 
协会还将照顾遭受社会排斥的人，特别是
那些残疾人和处境不利的人士。协会的任
务还包括组织个人团队参加由波兰篮球协
会和其他波兰和国际体育协会组织的比
赛。

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新课程
2019-07-26
2019/2020学年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开始
在乳品科学学院进行本科全日制学习。 这
个方向是与乳品行业密切合作实施。 卢布
林生命科学大学发言人和大学促进与交流
部主任Iwona Pachcińska说道：“乳制
品的发展方向是为了响应从乳制品厂“”
主那里得到的信号，他们在公司中注意到
需要向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 卢布林生命
科学大学确保毕业生获得在实习期间进行
实习的乳品厂的就业。

华沙大学将迎来越来越多的留
学生
2019-07-26
华沙大学的招生工作即将结束。 华沙大学
和华沙科技大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
包括来自国外的学生。 华沙大学发言人
Anna Korzekwa表示：“华沙大学的外国
候选人数不断增加。 适用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来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有来自德
国或法国。 管理和国际关系很受欢迎。” 

华沙科技学院的外国学生人数也在增加。 
华沙科技大学的Janusz Walo教授说：“
有很多来自国外的学生想要用波兰语学
习，我们有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
克斯坦的约200个学生想要用波兰语进行授
课。”

克拉科夫农业大学最受欢迎科
目
2019-07-26
克拉科夫农业大学今年为全日制本科学位
招生准备了2120个名额。第一次招生工作
已经结束。 大多数候选人人对营养学感兴
趣，8.4个候选人竞争一个名额。运输和物
流专业方面6.9个候选人竞争一个名额，
酿造和制麦和生物技术专业3.53个候选人
竞争一个名额，可再生能源和废物管理
方面2.65个候选人竞争一个名额，园艺方
面2.53个候选人竞争一个名额，技术食物
和人类营养方面1.21个候选人竞争一个名
额。 雅盖隆大学和克拉科夫农业大学兽医
学中心有7个学院开展兽医学。目前有30
个研究领域正在运行授课，其中2个专门用
英语进行授课，6个用波兰语和英语进行授
课。整个大学共有74个专业。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新研究
方向：网络安全
2019-07-29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与NASK国家研究所
合作在网络安全领域开展了新的研究生课
程。研究涉及与防范计算机威胁有关的技
术，法律和组织问题。目前可以开始申请
课程报名，课程将于10月开课。 研究生学
习网络安全分为两个阶段。关于网络安全
管理员专业化的第一阶段持续2个学期。毕
业后，可以继续学习一学期的专业：信息
通信技术安全分析师和网络安全工程师。 
研究计划涵盖与数据安全和计算机网络保
护相关的技术问题和组织程序。 课程将由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讲
师和NASK国家研究所的专家讲授。



641

科兹明斯基大学将麦当劳正在
共同开辟一个新研究领域
2019-07-29
麦当劳与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合作创建了
一个新的本科研究领域：QSR部门管理（
快餐店）。 麦当劳工作超过三个月且没有
高等教育经历的员工将参加非全日制本科
招生。课程将于2019年10月开始，续费将
完全由雇主承担。 研究将在双重系统中实
施，其中包括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 研究
计划假设为1100小时，其中一半将用于麦
当劳的研讨会和实习，一半用于大学的课
程和讲座。研究计划将包括与之相关的问
题环境保护，团队管理，营销，财务，IT或
物流。

波兹南经济大学获得“顶级商
学院”称号
2019-07-29
波兹南经济大学在“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
的顶级商学院”类别的国际Eduniversal排
名中保持其地位。 “顶级商学院”称号授
予全球200所最佳商学院。 Eduniversal列
出了波兹南经济大学的17个研究项目。没
有其他的大学能够获得这样的荣誉。其中
有七个研究项目获得了四星级的评级，其
他的项目获得了三星级。 在“全球最佳硕
士和MBA”排名中，1000名硕士和MBA
课程被评为全球最佳作者。 Eduniversal开
发的方法还考虑了学生在第一个工作岗位
上的报酬，以及对领先公司和学生自身的
人力资源部门的评估。

土耳其学生参加比得哥什科技
与生命科学大学暑期学校
2019-07-30
来自土耳其的学生参加了由比得哥什科技
与生命科学大学组织暑期学校，课程旨在
促进大学的教学和进一步发展合作。 作
为2018年2月签署协议的一部分，14名
Kocaturk学院的学生来参加了比得哥什
科技与生命科学大学暑期学校。暑期学校
计划包括：30小时的英语课程，波兰历史
介绍以及波兰语的元素（作为研讨会的一
部分）和艺术研讨会。 计划包括参观比得

哥什以及参观几个市政博物馆，并前往托
伦，格但斯克和华沙。这是来自土耳其的
大批学生第一次访问波兰。

凯尔采凯尔采科技大学与乌克
兰大学合作
2019-07-30
凯尔采科技大学与乌克兰罗夫诺国家水资
源管理和自然资源管理大学签署了合作协
议。 合作将在联合活动，以改善教学过程
和科学经验的相互交流方面展开。 凯尔采
科技大学校长Wiesław Trąmpczyński教
授说道：“乌克兰Rivne大学与我们非常接
近。我们或多或少具有相同的院系和相同
的研究领域。我们希望鼓励学生并使他们
能够获得双重文凭，即获得乌克兰和我们
大学毕业证书的可能性。”

维斯杜拉大学集团正在发展壮大
2019-07-30
奥尔什丁高等学校维斯杜拉是维斯杜拉大
学集团的一员，奥尔什丁信息技术与经济
学院通识学会也加入了集团。 奥尔什丁
高等学校和信息技术与经济大学向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长提出了适当的合并提案。 
金融与商业维斯塔拉大学校长Zdzisław 
Rapacki博士和新兴大学执行委员会主席
说道：“我们相信在假期期间，我们将做
出这一决定，从10月1日起我们将开始作为
一所大学开展工作。” 大学将在奥尔什丁
成立，拥有有三个学院。健康科学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和提供教育学，经济
学和行政学领域的本科学习。

华沙Civitas学院参与高加索教
育计划
2019-07-31
来自南高加索和波兰三国的年轻人将参加
为期三天的教育计划，教育计划的主题
是“TRASC 2 ，欧洲的下一步是什么？变
革型领导和建立对年轻专业人士的信任“
。 该活动由格鲁吉亚战略研究所（GISS）
与华沙Civitas学院合作举办，活动获得了
黑海信托基金的资助。 教育计划计划旨在
通过培养同理心和建立共识以及提高欧洲

一体化辩论的质量来加强区域和欧洲层面
的合作。

科沙林科技大学获得更多发展
资金
2019-07-31
科沙林科技大学将实施“科沙林科技大学
综合发展计划”计划。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将为项目提供750万兹罗提资金。 项目通
过实施管理工具，提高教学，管理和行政
人员的能力，以及- 独立- 参与实习计划，
认证培训，研讨班和实际任务的学生的能
力，为大学的组织变革提供支持。 项目是
大学在知识，教育和发展运营计划中获胜
的结果。通过各种活动，作为项目的一部
分，大学现在可以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教
育提供的有效性和可访问性，并继续对其
员工进行创新研究-。 更多信息： http://
www.tu.koszalin.pl/art/1878

波兹南学生质量论坛
2019-07-31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学生会将第九次组
织全国教育质量会议- 学生质量论坛。论坛
将于10月11日至13日举行，主题为是国际
化。 在会议期间，科学界的代表，包括学
术教师，支持质量的机构成员，处理教育
质量的学生和来自外部机构的发言人将领
导关于资格的小组，这些资格是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 今年论坛将在Morasko校区
举行，地址为波兹南大学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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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支持残
疾人士
2019-07-31
位于比得哥什的卡西米尔大学和国家残
疾人康复基金会分支机构签署了一项合
作协议，协议将为残疾人实施联合项目
并为大学生和博士生提供合作伙伴计划
支持。 这两个机构的合作将促进残疾人
特别是学生和高等教育毕业生的社会和专
业激活，消除建筑障碍，为残疾儿童和
青少年引入创新形式的教育，以及在残
疾人领域开展研究。 协议实施由大学残
疾人办公室负责，该办公室积极致力于
支持残疾人的教育和专业及社会活动。 
更多信息： https://www.ukw.edu.pl/
strona/aktualnosci/aktualnosci/39872/
ukwpfronwspolpraca

Wojciech Stefan 
Maksymowicz教授成为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2019-08-01
Wojciech Stefan Maksymowicz教
授 任 命 为 科 学 和 高 等 教 育 部 副 部 长 。 
Wojciech Stefan Maksymowicz教授将
负责监督科学部的创新与发展部和国际
合作部。 在1997  -  1999年间他是Jerzy 
Buzek政府的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长。然直
到2007年在华沙内政和行政部的中央临床
医院工作。2007年10月他在瓦尔米亚- 马
祖里医学院担任院长职务。2016年3月当
选为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副校长。 从
2018年8月起他担任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的顾问。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
医学模拟中心
2019-08-01
作 为 S I M E D 项 目 的 一 部 分 凯 尔 采 J a n 
Kochanowsk i大学医学与健康科学学
院将建立医学模拟中心。 凯尔采Jan 
K o c h a n o w s k i 大 学 医 学 事 务 副 校 长
Stanisław Głuszek教授在接受凯尔采电台
的采访时表示现代设备护理和产科专业的

学生将能够在新学年开始在该中心进行重
要的治疗。 医疗模拟中心配备齐全，还有
营养师工作室。SIMED项目的价值约为420
万兹罗提。

西里西亚大学外国教师课程
2019-08-01
截止至8月22日西里西亚大学波兰语言文
化学院将为外国教师开设一门课程。来自
乌克兰，俄罗斯，日本，斯洛文尼亚，中
国和阿塞拜疆大学和各种文化机构的教师
将会参加课程。 课程包括：语言，文学和
文化，现实主义。课程旨在让外籍教师熟
悉作为外语教师工作的最新方法和技巧，
为选定的问题提出有条不紊的解决方案，
并提出近年来出现的教科书，工作簿，词
典，任务集合。 外籍教师们还将参加实
践，与参加暑期学校语言，文学和波兰文
化的学生一起上课。课程代表国家学术交
流机构组织。

海乌姆国立高等职业学校与航
空业公司合作
2019-08-02
LOT飞机维修服务（LOTAMS）对海乌
姆 国 立 高 等 职 业 学 校 （ P W S Z ） 的 学 生
进行了培训，学生们将研究航空机械专
业。 根据达成的协议，海乌姆国立高等
职业学校毕业生将能够在LOTAMS公司工
作。LOTAMS是一家提供飞机维修服务的
公司，也是中欧和东欧唯一的巴西航空工
业公司授权服务中心。 合作协议详细规
定了合作的范围，这将涉及为海乌姆国立
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和讲师组织学徒和实
习。 海乌姆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此前与PLL 
LOT，Wizzair和Enter Air签署了类似的合
作协议。

研究人员对瓦尔米亚 - 马祖里
的蜱进行了监测测试
2019-08-02
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研究人员受
瓦尔米亚- 马祖里政府委托开始监测蜱的测
试。。 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与生物技术学
院生物化学系的MałgorzataDmitryjuk教授

说道：“在瓦尔米亚- 马祖里感染了伯氏疏
螺旋体（Borrelia burgdorferi）或引起莱
姆病的螺旋体的蜱虫比例很高。我们的研
究表明，在从家畜和野生动物中去除的蜱
中，主要来自鹿和狍，多达24％被螺旋体
感染”。 研究的最终结果将发布在奥尔什
丁省办公室的网站上。研究结果将允许采取
预防和教育行动，并应有助于卫生和流行病
学服务，弱势群体（林务员，农民，能源服
务）以及该地区的医生和居民。

波兹南科技大学学生获得钻石
奖学金
2019-08-02
来自波兹南科技大学的两名学生获得了获
得钻石奖学金。 Grzegorz Miebs将研究
计算机辅助决策的新方法，从而完善学习
数据的不完整。 Hanna Orlikowska将实
施“强制发射显微镜用于荧光效率极低
的成像系统，特别是模型生物膜的选定组
件”项目。 今年副总理Jarosław Gowin
为优秀学生提供了超过1700万兹罗提的奖
金。在第8届比赛中选出了85名获胜者。他
们将获得高达220000兹罗提的奖金实施其
首个独立研究项目，实施项目时间为12至
48个月。

国家科学中心将为年轻科学家
提供近5450万兹罗提资金
2019-08-02
国家科学中心（NCN）将资助159个博士
生奖学金，博士后三年内由科学家开展
的50个项目，以及为申请欧洲研究理事
会（ERC）拨款的外国研究团队实施的五
个实习。 对于Etiuda 7，Sonatina 3和
Uwertura 3竞赛中年轻科学家的奖学金，
项目和实习，国家科学中心将分配近5450
万波兰兹罗提。 国家科学中心（NCN）
Zbigniew Błocki教授说道：“考虑到年
轻人的年龄和职业阶段研究人员是提交和
合格申请数量最活跃的群体。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希望补助金提供考虑到他们的需求
和期望。针对年轻研究人员的竞赛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国外研究中心实习，这
使得有机会在国际研究团队工作并获得经
验，然后将其转移到国家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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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研究人员
获得国家科学中心奖学金
2019-08-02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两位年轻科学
家在第七届Etiuda竞赛中获得了国家科学
中心的奖学金。奖金总额超过26000兹罗
提。 来自化学系的Dawid Grabarek获
得了152000兹罗提奖学金。奖金将用于
实施“通过理论化学方法对选定荧光蛋白
中的双光子吸收过程进行建模和表征”项
目。 来自电子部门的Maria Pawliszewska
将实施“使用基于纳米材料的可饱和吸收
体的2μm光谱范围内的超短脉冲产生”项
目，她获得了11.4万兹罗提。 Etiuda竞赛
是科学家们在研究路径上迈出第一步的竞
赛。在其框架内，准备博士论文的人获得
奖学金每月4.5万兹罗提的奖学金。获奖者
还可以在他们选择的国外研究中心实习。
在国外研究中心停留期间将获得大约每月
6000到18000兹罗提补助金。

西里西亚大学与霍茹夫市合作
2019-08-02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将与霍茹夫市作
为“最佳大学”计划的一部分合作。合
作协议由市副市长Wiesław Ciężkowski
和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副校长Ryszard 
Koziołek教授签署。 “最佳大学”计划旨
在培养最有才华的中小学生的热情并提供
大学的教育服务，鼓励年轻人在西里西亚
省学习。该议的发起者是西里西亚大学和
卡托维兹市。 作为合作的一部分，霍茹夫
市十名最佳学生将能够在导师的监督下开
始学习，在导师们的科学支持下选择未来
最适合的科目。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与新塔尔格
县合作
2019-08-05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与新塔尔格县确定了
合作，合作将在在建筑，建筑，空间管
理，清洁空气工程，纪念碑保护和运输等
领域组织联合科学，科学和研究和教育
事业方面展开。 合作协议由克拉科夫科
技大学校长Jan Kazior教授、新塔尔格区

区长Krzysztof Faber和新塔尔格县副县长
Bogusław Waksmundzki共同签署。 克拉
科夫科技大学校长Jan Kazior教授说道：“
我很高兴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将拥有像新塔
尔格县这样伟大的合作伙伴。这种合作对
双方来说无疑是富有成效的。我们对参与
各种项目的任何提案持开放态度。”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质量保证计划
2019-08-05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员工对大学发展所作出
的贡献将获得额外的奖励。在2018年为
加强大学地位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士将获得
奖励，奖品也将发放给组织单位。 西里
西亚科技大学当局推出的专业质量计划是
广泛理解发展的战略，系统和长期行动的
一个要素。项目旨在奖励工作成果同时支
持进一步的进步科学活动。 计划将为员
工增加每月1000兹罗提的基本工资，具
体取决于成就的类型和等级。在西里西亚
科技大学附属的Dorobek数据库中记录
的成就- 获得专利/实用新型，在高级杂
志上发表，根据领导者/合作伙伴项目中
执行的功能从HORYZONT计划实施项目
被考虑在内。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796

“传教士的教学宗教的创新教
学准备计划”
2019-08-05
华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神学系
将实施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NCBiR）
支持的“传教士，一个有教学的创新教学
准备项目”项目。 项目将持续38个月（从
01/09/2019至30/09/20），其负责人是
Aneta Rayzacher-Majewska博士基础与
材料教学部助理教授。 该项目旨在改善华
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神学学生
和华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神学
院附属研讨会附属机构校友获得宗教教育
资格的过程。神学三年级和文职研讨会第
四年的学生将参加项目。

CENTRAL大学网络竞赛
2019-08-05
截止至2019年8月21日之可以申请在国际
研究团队竞赛，由年轻科学家- 博士生和博
士学位的人士指导。竞赛组织了CENTRAL
大学网络，作为CENTRAL-Kollegs项目的
一部分。 中欧学术联络教学与研究网络
（CENTRAL）是一所大学网络，于2014年
在柏林洪堡大学的倡议下成立。该网络的
目标是支持年轻科学家的国际交流和研究
工作。该网络包括：华沙大学，柏林洪堡
大学，布拉格查理大学，维也纳大学，布
达佩斯EötvösLoránd大学。 申请可以由属
于该网络的三所大学的年轻研究人员共同
提交。表格应在8月21日之前以电子方式发
送。为组织研讨会提供资金，在这些研讨
会期间，由申请人指导并扩展到包括学生
在内的团队将制定和实施短期研究项目。 
所有学科的代表都可以参加比赛。 更多信
息： https://www.projekte.hu-berlin.
de/en/central/central-kollegs-en/
central-kollegs-en?set_language=en

华沙科技大学与Framatome
合作
2019-08-06
华沙科技大学和Framatome公司签署了
合作协议，合作协议承担了核能和其他核
工业分支的科学和员工教育领域的合作。 
合作协议由华沙科技大学校长Jan Szmidt
教授和Framatome公司总裁Bernard 
Fontana签署。。 合作协议规定了核能
人员的联合教育和科学项目的实施。作为
其中的一部分，Framatome致力于为华
沙科技大学电力和航空工程学院核动力工
程学院的学生每年准备几次文凭实习。举
办与核技术有关的专门科学讲座，也可供
更广泛的学生，包括其他大学的学生，有
兴趣的研究机构和公共行政部门的学生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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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科技大学跨学科博士学校
成立
2019-08-06
罗兹技术大学在2019/2020新学年将开展
跨学科博士学院（ISD），其中以英语进
行一个创新的培训计划，将适应跨学科博
士学位需求的学校，博士学位，博士学位
的实施在全国与其他国外研究中心合作进
行。 跨学科博士学院（ISD）院长Ewelina 
Pabjańczyk-Wlazło在接受“快捷画报”
的采访时说道：“我们聆听了我们对新解
决方案的期望，需求和建议，旨在为科学
家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实现最佳发展
创造条件。 更重要的是罗兹科技大学校
长Sławomir Wiak教授将跨学科博士学校
的组织委托给在波兰和欧洲积极参与博士
社区活动的人员。 通过这种方式，与罗
兹科技大学学术界的其他成员一致，在罗
兹科技大学的博士生活史上创造了新的篇
章。” 对跨学科博士学校活动的监督由博
士学校的科学委员会行使，该委员会由学
科和博士生自己代表组成，跨学科博士学
院将在其中开展教育。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博士生获
得国家科学中心奖学金
2019-08-06
来自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数学经济系的
Michał Pająk博士在国家科学中心组织
的Etiuda竞赛中获得了奖学金。 Michał 
Pająk博士将获得近110000兹罗提用于实
施项目“纳什均衡和帕累托意义上的共
享资源动态表示中的最优解决方案”。 
Etiuda是一项针对科学家的竞赛。准备博
士论文的人员将获得每月4.5万兹罗提的
奖学金。获奖者还可以在他们选择的国外
研究中心实习。为了支付与国外逗留相关
的费用，根据目的地国家每月将获得大约
6000到18000兹罗提的奖学金。  

塔尔努夫大学第一阶段招生已
经正式结束
2019-08-06
塔尔努夫大学第一阶段招生已经正式结
束。最受欢迎的科目是：行政，经济，计

算机科学，护理，英语语言学和物理治
疗。今年大学准备了1600个新生名额。 根
据克拉科杂志报道，数学和自然科学研究
所科目也很受欢迎。报名的人数比去年增
加了十几个百分点。 在第一阶段招生通过
的后选择必须在8月9日之前提供入学需要
的文件。 于9月2日至9月13日将开始第二
轮招生工作。

Civitas学院在线营销双重研究
2019-08-06
华沙Civitas学院在互联网营销和电子商务
双重研究管理领域开展。专业将作为“未
来营销Civitas学院双重研究”项目的一部
分实施，由欧盟共同资助，与互联网行业
雇主协会IAB波兰的专家合作。 据华沙大
学报道，超过50％的计划将以实际课程和
在特定公司总部举行的有偿培训的形式实
施，该公司是学院的合作伙伴。通过这种
学习方式，学生有机会创建一份独特的毕
业论文，这不仅是对行业需求的回应，也
是迈向专业工作的重要一步。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研究
员获得波兰科学基金会奖学金
2019-08-07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大地测量学
和地理信息学研究所的Kamil Kaźmierski
博士获得了波兰科学基金会启动计划奖学
金，该计划为最有才华的年轻科学家提供
支持。 Kamil Kaźmierski博士说道：“我
主要的工作是使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
球导航卫星系统，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提
高定位的准确性。我专注于使用PPP（精
确点定位）技术进行实时定位。在过去的
几年里，我一直在使用来自所有全球导
航系统的卫星观测来改进定位方法：美国
GPS，欧洲伽利略，俄罗斯GLONASS和
中国北斗。“ Start计划是波兰最大的奖
学金计划，面向30多岁代表所有科学领
域的最佳研究人员。今年基金会选出了
100名获奖者。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49732/
stypendium_fundacji_na_rzecz_nauki_
polskiej_dla_dr_kazmierskiego.html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与斯卡维纳
市合作
2019-08-07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校长Jan Kazior教授与和
斯卡维纳市副市长Tomasz Ożóg签署了合
作协议。克拉科夫科技大学与斯卡维纳市
将开展联合活动，合作涉及：环境保护，
空间发展，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可持续
发展，运输，纪念碑和自然资源保护。 作
为合作的一部分将建立联合专家小组，组
织教育和文化项目，在双方知识领域进行
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斯卡维纳市致力于
支持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学生组织实习和实
习培训以及协助准备工程和硕士论文。

卢布林放射生态学研究生课程
2019-08-07
2019年10月15日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
沃多斯卡大学将开展放射生态学研究生课
程。 课程希望通过放射生态学领域的知识
拓展其专业资格的高等教育毕业生。 研究
报告还针对与“原子法”修正案有关的消
防队官员以及对国家救援和消防系统强加
消除辐射事件威胁的义务。 毕业生获得的
知识和获得的技能“将使毕业生能够理性
地看待核能问题，而核能的发展计划在未
来几年在波兰进行”。

华沙大学是2019/20世界大学
排名中心最靠前的波兰大学
2019-08-07
世界大学排名中心2019/20是世界上最全
面的大学排名之一。排名的作者分析了全
世界20000多所大学。 排名考虑了以下几
个方面：教学质量，毕业生的经济未来，
研究人员的素质和外部专家开展的研究结
果，而不是基于从大学获得的调查数据。
不仅要考虑研究潜力，还要考虑教学质
量。 在最新的排名中华沙大学在全球排名
第260位。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排名为第
381位、华沙科技大学第576位、克拉科
夫AGH科技大学第633位、波兹南密茨凯
维奇大学第741位。 今年的世界大学排名
获得第一名的是美国哈佛大学。 更多信
息： https://cwur.org/2019-2020.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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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经济大学博士获得
Etiuda竞赛奖学金
2019-08-07
波兹南经济大学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系
博士生Marcin Bielicki赢得了国家科学中
心宣布的Etiuda 奖学金竞赛。 Marcin 
Bielicki博士的“衡量公益创投基金的使用
效果”项目获得奖学金，他将在鹿特丹管
理学院的著名荷兰中心举办为期4个月的实
习。 Etiuda是一项针对科学家的竞赛。准
备博士论文的人员将获得每月4.5万兹罗提
的奖学金。获奖者还可以在他们选择的国
外研究中心实习。为了支付与国外逗留相
关的费用，根据目的地国家每月将获得大
约6000到18000兹罗提的奖学金。

卢布林科技大学越来越国际化
2019-08-07
从新学年开始卢布林科技大学将与多达40
个国家合作。大学还与来自吉尔吉斯斯
坦，印度，日本，科索沃，巴拿马和亚美
尼亚的学生和讲师协调其活动。 卢布林科
技大学国际教育中心的Celina Handzel在
接受电台中心的采访时说道：“我们作为
一所大学获得了很多。教学和研究的质量
正在提高。讲师们与研究人员建立了新的
联系，获得了研究合作伙伴。” 今年大学
开设了研究生电子技术、IT、土木工程和建
筑学院和管理学院的英语授课。课程同样
针对波兰学生开放。

比得哥什科技与生命科学大学
项目获得70万兹罗提资金
2019-08-07
比得哥什科技与生命科学大学与比得哥什
产业集群、波美拉尼亚、库亚维雇主协会
科学联盟在“DIALOG”计划下提交的“
对话2.0”项目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的资助。 项目旨在开发有效的解决方案以
应对波兰大学面临的新挑战。其目的是设
计，实施和推广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与外
部环境的对话与合作关系模型。 项目计划
在两年内实施。项目共获得70万兹罗提资
金。 更多信息： http://ctt.utp.edu.pl/
dialog-2-0/

拉多姆科技与人文大学最受欢
迎学科
2019-08-08
拉多姆技术与人文科学大学的第一阶段招
生工作已经完成。最受欢迎的招生领域是
医学领域。共有20名志愿者在竞争一个名
额。 在第一阶段全日制本科和研究生的招
生工作中，大约有600人被录取。拉多姆大
学的医学院自成立以来不断在候选人中享
有最大的知名度。今年约有2000人申请报
名医学。去年共有1500人申请。 最近几年
其他受欢迎的学科是：经济学，英语语言
学，教育学，护理学，物理治疗。在技术
研究方面最受欢迎的是：IT，运输和物流，
机械和机械制造。

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
研究员获得Etiuda 7竞赛
2019-08-08
来自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博士生
Wojciech Ignaczak成为Etiuda 7竞赛的
获奖者。Wojciech Ignacza博士将有机
会在外国研究实习。 Wojciech Ignacza
博士前往丹麦科技大学四个月，在哥本哈
根丹麦聚合物中心使用宽带介电谱法研究
玄武岩纤维增强复合材料中纤维聚合物基
质边界发生的现象。 Wojciech Ignacza
博士的获奖论文是“用玄武岩纤维增强的
热塑性PP / PBT复合材料”。论文导师是什
切青大学功能材料与生物材料系主任、纳
米技术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高分子研究
所所长Mirosława ElFray教授。

波兰参加中国博览会
2019-08-08
波 兰 国 家 学 术 交 流 机 构 计 划 组 织
Ready，Study，GO！参加2019年中国
教育博览会，博览会将于10月22日在广州
（广州）和10月24日在成都（四川）举
办。 在访问中国期间将组织其他的活动，
例如与波兰外交使团的会议或访问大学。
这些计划取决于为此次旅行报告的波兰高
等教育机构的数量。 参加博览会申请请在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机构官网www.nawa.
gov.pl进行。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将在波兰实
施最多的博士学位
2019-08-08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将获得78个实施博士学
位资金，其中包括人工智能领域的10个。
这是波兰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第三届“实施
博士”计划中获得博士学位最多的大学。 
共有61份申请参加比赛。可以在两个模块
中申请资金。在“实施博士学位I”模块中
提交了52份申请，共449位候选人，在“
人工智能领域的实施博士II”模块中提交
了9份申请，共36位候选人。 作为西里西
亚科技大学“实施博士学位”模块的一部
分，颁发了68个实施博士学位，在“人工
智能领域的实施博士II”模块中，西里西亚
科技大学也获得了最多的10个博士学位。

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家们赢得了
Sonatina 3比赛
2019-08-09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的两位科学家获得了
国家科学中心组织的Sonatina 3比赛并
且将获得近170万波兰兹罗提补助资金。 
Dawid Surmik博士获得了772 070兹罗
提，将实施“化石记录中的骨病理学作为
古生态学和古生态学信息的载体”项目； 
Ashley Gumsley博士获得了927 545兹罗
提，将实施“磷灰石U-Pb地质年代学对非
洲Kraton Kaapvaal浮雕过程的影响”项
目。 Sonatina是一项针对在三年内获得博
士学位的科学家竞赛。补助金包括在波兰
研究单位全职聘用获奖者，实施研究项目
以及在3至6个月内在国外研究中心实习。
项目实施期可能为24个月或3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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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伦哥白尼大学实施化学家博
士学位
2019-08-09
哥白尼大学化学系的科学家们获得了由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组织的“实施博士”竞
赛。 参加计划的博士生将在两名导师的监
督下在两个地方工作，一名博士生每月将
获得2450兹罗提奖学金。 资金将用于共同
资助使用研究基础设施进行博士生进行的
研究以及在其计划中规定的博士研究期间
（不超过4年）为博士奖学金提供资金的成
本。 实施博士学位是一个现代和创新的教
育系统，主要是为了活跃研究人员与社会
经济环境之间的合作，并改善科学与商业
之间的知识转移。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第二轮招生
2019-08-09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第二轮招生工作将于8月
中旬开始。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大学发言人
Katarzyna Dziedzik称本科和研究生学位
均有空位可以申请。 第一轮全日制学习的
候选人仍然可以注在生物学，化学，生态
商业，环境保护，物理学，计算机科学和
计量经济学，数学，历史，东方研究，哲
学和伦理学，文化研究，波兰语文献学和
语言学注册报名。有4个专业化模块可供选
择：法语语言学、法语西班牙语应用和俄
语语言学。 互联网报名注册（IRK）系统
的注册将于8月13日开始，并将持续到9月
12日。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最受欢迎的
学习领域
2019-08-09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2019/2020学年招生工
作中最受欢迎的学习领域是英语语言管
理，经济学，空间管理，机电一体化和生
产管理与工程。 共有26663名候选人申请
全日制学习，4305人被录取，其中3740人
被录取为本科学习。申请人数最多的是管
理和经济学院的英语管理，每18.3个人在
竞争一个学位，经济学方面每17.7个人在
竞争一个学位。 在机械工程系的建筑学院
和机电一体化领域每14.9个候选人竞争一

个名额，空间管理领域每14.5个候选人竞
争一个名额。机械工程学院的生产管理和
工程每13个候选人竞争一个名额。

瑞士政府为波兰公民提供奖学金
2019-08-12
瑞士联邦政府在2020/2021学年的为波兰
公民提供研究，博士研究和博士后实习奖
学金。奖学金每年颁发一次，旨在促进
瑞士与世界上180个国家之间的国际学术
交流和科学合作。 奖学金面向拥有硕士
学位或同等学历和博士学位的国外青年研
究人员。 瑞士奖学金计划的目的是选择
将在10所瑞士广州大学，两所瑞士技术
学院或科研机构和高等职业学校之一进行
博士后研究或研究留学或开始学习的候选
人。 更多信息： www.sbi.admin.ch/
scholarships_eng

华沙开放大学课程
2019-08-12
华沙开放大学（UOUW）的课程招生工
作已经开始。第一天记录被打破了。在
300个课程中，第一天就有多达204个课
程组。这是华沙开放大学11年历史中最好
的结果。 已经重新推出的“从最好的学
习”特别受欢迎。这是一次与各个科学领
域的优秀专家会面的机会。在这个三个月
中将学到：欧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波兰
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平衡。 经济学课程
由Jan Michałek教授Jerzy Wilkin教授和
Mateusz Szczurek博士进行，课程是与
CASE社会经济分析中心合作创建的。 招
生将持续两个月。这些课程由华沙大学和
华沙医科大学的讲师进行，价格从275兹
罗提起，时长30个小时。课程面向所有
16岁以上的人士。 更多信息： https://
www.uo.uw.edu.pl/aktualnosci/
oferta2019_2020  

新松奇国家高等职业学校内部
安全课程
2019-08-12
根据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决定，新松奇国
家高等职业学校（PWSZ）获得了在内部安

全领域实施本科研究的权利。 课程候选人
电子报名注册将于8月底开始。 在学习过
程中，可以获得以下资格：安全经理（群
众活动），提供合格的急救，运动教练在
以下领域：游泳和高山滑雪，救生员。 毕
业生将准备在公共行政部门工作，重点是
负责国家内部安全的国家服务组织单位。

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科学2.0挑战
2019-08-12
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已开始实施新项目“
生命科学计划，使卢布林的生命科学大学
适应科学2.0挑战”。项目由卢布林卢布
林生命科学大学科学中心开发，价值超过
770万兹罗提。项目将持续至2023年6月20
日。 项目旨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卢布林
生命科学大学订购和加强大学管理系统，
提高教育效率，特别是经济和劳动力市场
需求的潜力。 作为项目的一部分将实施以
下领域： 创建一个新研究领域--“兽医分
析”； 改进创新领域“生物美学”中的教
育计划以适应社会经济需求； 修改兽医学
领域兽医学院的教育计划； 为生物学，动
物科学学院的学生实施能力发展计划和生
物经济； 实施兽医学院学生和研究和教
学人员的能力发展计划，有效利用大学资
源。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
与教师教育中心合作
2019-08-12
比得哥什的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将与当地
的市教师教育中心合作。合作协议由大学
校长Tomasz Topoliński教授和中心主任
Łukasz Kosiński博士签署。 合作协议规定
联合协商和制定科学研究计划，编写和出
版教师信息材料和方法笔记本，促进与技
术教育有关的活动和教育环境中的科学成
就。 合作还包括组织联合会议或研讨会，
以及申请国内和国外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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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交通学院获
得技术学院认证委员会认证
2019-08-12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交
通学习领域获得了技术学院认证委员会
（KAUT）。认证在2022/2023学年之前
有效。 技术学院认证委员会（KAUT）是
一个环境委员会，致力于提高波兰技术大
学的教育质量。它由波兰技术大学校长会
议建立，属于欧洲认证委员会。2013年9
月获得了欧洲工程教育认证网络的许可，
授予欧洲证书EUR-ACE Label。因此，
获得技术学院认证委员会（KAUT）证书
的单位同时获得本科和研究生学习领域的
的EUR-ACE证书。 技术学院认证委员会
（KAUT）涵盖了科技学院的另外五个研究
领域：生物技术，土木工程，电气工程，
计算机科学以及力学和机械制造。

托伦哥白尼大学在大学的网络
测量排名
2019-08-12
哥白尼大学一直在加强其在世界大学网络
排名中的地位。在最新的Cyber  metrics实
验室排名中，在波兰大学中排名第7位，
在世界排名中第70位。 排名考虑了四个
指标： 考虑在机构互联网域中的大小（页
数）; 可见性，评估链接到机构主页的外
部网站的份额; 透明度/开放性，基于谷歌
Google学术搜索引文的一百名最佳作者
的引用次数； 卓越/学者，分析10％的文
章数量最常被引用基于Scimago收集的数
据。 与之前的排名相比，哥白尼大学的排
名向前提升了53名。在欧洲范围内，哥白
尼大学排名第297位。中欧和东欧的大学排
名第24位，在全国排名第7位。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
2019-08-12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地理和地质科学学
院的学生和博士生参加了国际GEO实习
项目。项目第五版命名为“阿曼的沙漠周
围”。 参与者对热带气候中潜在和实际
蒸发的速度和程度进行了研究，从土壤表
面水平取样，以满足所创建的数据库和论

文，价值旅游路线以及构成地质旅游发展
的潜在和现有地理位置的需要。 项目还对
该地区景观中最具特色的元素之一周期性
河谷（干河）进行了景观研究。学生们宣
布开展研究成果的密集工作，从9月起将通
过在大学，学校和文化中心组织一系列讲
座来开始推广活动。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毕业生职业
调查结果
2019-08-13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很容易找到工
作，并对所选择的大学感到满意，他们的
薪水是全国毕业生中薪水最高的。毕业生
命运的年度调查结果以及Sedlak＆Sedlak
编写的声明证明了这一点。 研究样本总
计4.5万人，包括超过2.5万2015年毕业生
和近2000名毕业生2016年毕业的人。在
这两种情况下，大约92％受访者表现得很
专业，其中近一半的人在学习期间已经找
到了工作。 毕业生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他
们的收入。咨询公司HR Sedlak＆Sedlak
分析了高等教育人员的工资，他们的总资
历在2018年不超过一年。格但斯克科技
大学毕业生的月薪总额排名第五，技术大
学毕业生排名第三。 更多信息： https://
p g . e d u . p l / a k t u a l n o s c i / - / a s s e t _
publisher/hWGncmoQv7K0/content/
szybkie-zatrudnienie-i-dobre-zarobki-
wyniki-badania-losow-zawodowych-
absolwentow-pg

格丁尼亚海军学院举办北约
DEEP研讨会
2019-08-13
格丁尼亚海军学院实施了CALT（计算机自
适应语言测试）项目，旨在实施基于计算
机的语言适应测试的创新程序算法。 格丁
尼亚大学主办了北约DEEP研讨会，支持该
项目的实体是位于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
里大学的新闻与社会传播研究所。来自基
辅的乌克兰国防大学，索非亚国防学院，
格丁尼亚海军学院和北约DEEP ADL门户
的八名远程教育专家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
会的主题涉及使用LMS ILIAS平台和NATO 
DEEP ADL门户根据北约6001标准进行这

些测试。已做出实质性安排并确定了未来
行动的方向，包括下一个CALT承诺将于
2020年2月开始的结论。

墨西哥为波兰学生和科学家提
供奖学金
2019-08-13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机构邀请各位熟悉墨西
哥方面的奖学金，其中包括七项专门奖学
金，用于在墨西哥为具有最低学士学位
和研究人员的学生进行为期12个月的研
究。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机构双边合作个人
交流计划的目的是根据波兰与伙伴国家之
间的国际协议，通过学生和学术人员的个
人交流，增加波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建
立和实施学术合作。 更多信息： https://
www.gob.mx/amexcid

雅盖隆大学医学院获得欧盟机
构EACEA资助
2019-08-13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医学院的公共卫生研
究所（IZP）获得了来自欧盟机构EACEA
教育，视听和文化执行机构的另一项拨
款。 资金将用于继续在Europubhealth 
+实施欧洲公共卫生硕士学习国际硕士学
位。 今年是第四届EACEA计划，目前已
经持续了13年，由于欧洲联盟Erasmus +
（Erasmus Mundus联合硕士学位）计划
下的资金，可以让世界各地的最佳候选人
参与。 EUROPUBHEALTH +课程将选择公
共卫生硕士二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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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 女性在数学中的脚
步”会议
2019-08-13
2019年8月31日至9月2日，波兰女子数学
学会和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应用数学j将
主治“女性在数学中的脚步”科学会议。 
会议的目的是尊重被称为“数学公主”的
Soia Kowalewska教授，她对数学发展
特别是偏微分方程及其应用的重大贡献，
并强调Soia Kowalewska教授对争取妇女
权利及其平等接受教育的贡献。 “女性在
数学中的脚步”系列会议促进了女性的成
就和优点、研究、专业活动和出版物为科
学，主要是数学和相关科学的发展做出了
重大贡献。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在波兰世界
大学中心排名
2019-08-14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心
（CWUR）世界排名中位居波兰大学第11
位，衡量学生的教育和培训质量，以及研
究人员的研究声望和质量。 在最新的排
名中，在波兰的37所波兰大学中排名第11
位，在全球2000所大学中排名第933位。
在上一届的名单中，只有10所波兰大学登
上了名单。 在确定排名中的位置的指标
中包括教育质量，以大学毕业生人数来衡
量，西里西亚医科大学获得了与大学规模
和毕业生就业相关的最重要的国际奖项，
奖项和奖章，以在大学规模上与全球领先
公司担任/最高职位的大学毕业生人数来衡
量。

格但斯克大学最受欢迎研究领域
2019-08-14
格但斯克大学在今年的招生工作中最受欢
迎的学习领域是：犯罪学，视听形式的制
作，英语语言学，艺术机构管理，规范。
管理，斯堪的纳维亚和心理。 信息技术（
实用概况），电影和视听文化，汉学，国
家安全和美国研究领域也很受欢迎。格但
斯克大学课程包括80多个学习领域，包括
在本科和硕士研究全日制及非全日制学习
的8个新领域。今年格但斯克大学计划招收

近1.2万人：全日制学习8 743人，非全日
制学习3 127人。 格但斯克大学的研究在外
国人中非常受欢迎，已有近500名非波兰公
民申请。申请人中最多的是330名白俄罗斯
学生和110名乌克兰学生。

波兰大学参与“地平线2020”
计划的人数大幅增加
2019-08-14
根据2019年6月底国家欧盟研究计划联络
点提供的信息，与2018年6月相比波兰大
学在地平线2020计划中的份额显著增加。 
“地平线2020”是欧洲委员会的一项计
划，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进行旨在支持研
究，开发和创新。 根据法律日报发布的数
据，差不多33％参与申请的大学数量有所
增加，增加至4144所。差不多28％大学
协调的项目数量有所增加，数量增加至60
所。最重要的是，大学获得的资金在此期
间增加了40％以上，达到近1.15亿欧元的
水平。

桑坦德大学奖学金计划
2019-08-14
桑坦德大学邀请各位参加数字技能奖学金
项目，其中100人来自阿根廷，巴西，智
利，中国，西班牙，哥伦比亚，墨西哥，
德国，秘鲁，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
美国，乌拉圭和英国，将获得桑坦德IE  - 
数字DNA奖学金。 培训将由西班牙IE大学
的IE学院之一的人文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
授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进行在线培训。该计
划面向最近两年的学士和硕士研究生以及
不早于2014年获得文凭的毕业生。 奖学
金获得者将参加两门课程。第一个是创新
新技术，旨在从公司的角度展示技术发展
的道路，以及公司如何利用技术创造竞争
优势。 第二门课程即商业数据科学和可视
化，是实践课程，是培养数据及其可视化
工作能力以及数据科学在商业发展中的应
用的一部分。 更多信息： https://bank.
santander.pl/santanderuniversidades-
pl/santander-universidades.html

塔尔诺布热格国立高等职业学
校心理学招
2019-08-16
塔尔诺布热格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心理学已
经开始正式招生，这是波德拉谢地区唯
一一所有硕士心理学的公立大学。 塔尔
诺布热格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校长Paweł 
Maciaszczyk在接受“维斯瓦河”周刊
的采访时说道：“心理学是波德拉谢地区
所需的非凡方向。毕业生将在各种机构工
作，在创建该课程时要求在该领域进行合
作。专业“监狱心理学”将作为对监狱和
拘留中心，特别是司法部需求的回应而出
现。需要教育那些准备与社会出轨的人
和罪犯一起工作的人。“ 课程的设立与
在Chmielow建立现代女性监狱的计划有
关，该监狱可拘留多达460名囚犯。还将建
立一个针对酗酒女性的治疗部门。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获
得了7个实施博士学位资金
2019-08-16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获得了200万兹
罗提用于实施医学和健康科学领域的7个实
施博士学位。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向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申请了资助博士学位。 资金将
用于资助使用研究基础设施为博士生进行
科学研究和7名博士生在他们博士研究期间
（不超过4年）的金融博士奖学金的费用。
博士学位将在雇主的监督下实施。 共有61
个申请以两个模块提交，实施博士I”（52
个申请，449个候选人）和“人工智能领域
的实施博士II”（9个申请，36个候选人）
。资金将为科学界与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
合作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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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科技大学领导学院
2019-08-19
学术领袖学院是由罗兹科技大学基金会实
施的一个项目，项目旨在鼓励年轻人参加
社交和学生活动。活动面向罗兹科技大学
的学生和今年将在罗兹科技大学开始学习
的高中毕业生。 计划于2019年9月9日至13
日为领导学术学院项目的参与者进行为期5
天的培训。活动摘要将是11月举办的罗兹
科技大学学生的特别活动。参与项目为免
费。 项目由国家自由研究所- 民间社会发
展中心共同资助，来自公民倡议基金计划
的资金，用于2014年至2020年。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公共卫生获
得APHEA认证
2019-08-19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的公共卫生课程已通过公共卫生教育认证
机构（APHEA）的验证程序。 通过验证
意味着该计划符合该研究领域的国际教育
标准，毕业生接受的教育与世界上最好的
科学家没有什么不同。这是获得APHEA认
证的第一步，整个过程应在12月31日前完
成。 APHEA是公共卫生教育的认证机构，
机构由世界卫生组织与欧洲地区公共卫生
学院协会（ASPHER）合作举办，协会将欧
洲和其他大陆公共卫生领域的最佳大学汇
集在一起  。

西里西亚大学授予Paul 
Lagarde教授荣誉博士学位
2019-08-19
西里西亚大学将授予Paul Lagarde教授
荣誉博士学位。仪式将于9月13日在卡托
维兹的行政法学院第6号礼堂举行。地址
Bankowa 接到11b。 Paul Lagarde教
授是处理国际私法的最杰出的当代律师之
一。他是许多出版物的重要作者，为该学
科的发展服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一
直是全世界科学和法律实践代表（包括波
兰）的灵感来源。 Paul Lagarde教授参
加了许多政府代表团和专家组，为制定对
欧洲国家发展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的国
际法律文书作出了重大贡献。卡托维兹大

学法律和行政学院理事会将授予他荣誉博
士称号。

格但斯克大学法国法学院
2019-08-20
格但斯克大学第八届法国法学院招生工
作已经正式开始。课程将由格但斯克大
学，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以及图卢兹大
学Capitole 1大学的讲师进行。 组织者邀
请所有想要了解法国和欧洲法律的人士。
课程面向大学的学生或毕业生（特别是法
律，行政，经济，管理，罗马语言学，历
史，外交，政治学），以及对学习法国和
欧洲法律体系感兴趣的博士生，学员，法
国法律从业者和语言并希望熟悉法国的法
律术语。 课程申请报名将于2020年1月15
日截止，录取顺序取决于报名先后。成功
完成课程的学员将获得大学颁发的“法国
和欧洲法律介绍证书”。

雅盖隆大学是世界大学学术排
名中分类最高的波兰大学
2019-08-20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在刚刚出版的第四百
所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即上海排名中获得了
波兰所有大学中最好的成绩。 上海排名由
上海交通大学自2003年起编制，被认为是
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大学排名之一。列表的
创建者来自2万所大学选择最好的500所大
学。 在今年的第17版排名中，美国哈佛大
学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美国斯坦
福大学排名第二，英国剑桥排名第三。 雅
盖隆大学在波兰大学排名中最高的。克拉
科夫大学今年的排名在301-400范围之间。
华沙大学今年进入了前500的排名中。

新时代高等教育平台推广波兰
大学的文章
2019-08-20
波兰大学和科学单位编写的文章出现在新
时代高等教育平台并赢得了今年6月由波
兰国家学术交流局（NAWA）组织的“
文字推广”竞赛。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
（NAWA）旨在通过创建在国际多渠道
平台上发布促销文章的可能性，在波兰

高等教育和科学领域的国际推广，确保
与高等教育和科学环境相关的最广泛范
围。 每年有超过2400万读者访问新时代
高等教育平台。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
科沃多斯卡大学的文章链接： https://
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
hub/nawa-polish-national-agency-
a c a d e m i c - e x c h a n g e / p / w h y -
poland-att ract ive- internat ional-
students   华沙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大学研究中心的文章链接： https://
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
hub/nawa-polish-national-agency-
academic-exchange/p/university-
warsaw-helping-transition-towards2.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博士招生正
式开始
2019-08-21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博士学院的电子招生注
册将于2019年9月1日开始。招生过程将
分几个阶段进行。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博士
学院理事会对学校进行实质性监督。由主
席Małgorzata Cimochowicz-Rybicka
教授，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教育学科的代
表以及博士生委员会的代表组成。 高等
教育和科学法”取代了博士生博士生的
博士研究（第三学位研究）。PK博士学
校是根据2019年5月29日大学校长的命令
建立的。根据所采用的原则，这个新的
组织单位将提供科学学科的教育，克拉
科夫科技大学有权授予博士学位。 更多
信息： https://www.pk.edu.pl/index.
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
egory&layout=blog&id=68&Itemid=11
91&lang=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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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沃茨克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合
作伙伴
2019-08-21
普沃茨克国立高等职业学校与波兰Oracle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 合作旨
在实施与信息技术和经济问题有关的主题
领域的项目，包括为学生进行咨询，为进
行研究和撰写科学论文的人提供实质性支
持。 Oracle是全球第二大软件供应商（仅
次于微软），为任何类型的企业和组织提
供全面IT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它在全球范围
内服务超过275000名顾客。

哥白尼大学分享土壤
（SYStem）项目
2019-08-21
托 伦 哥 白 尼 大 学 地 球 科 学 系 的 科 学
家共同创建的创新项目Share Your 
Soils（SYStem）获得了“伊拉斯谟+行动
2.战略伙伴关系”竞赛拨发的352000兹罗
提的赞助。 项目是对高等教育对当今“Z”
一代所带来挑战的回应- “数字原生代”
，他们期望使用各种移动技术和游戏化进
行教育。其目的是根据WRB的国际分类，
创建专门用于描述和分类土壤的寓教于乐
的社交媒体。 项目由来自捷克共和国，
爱沙尼亚，匈牙利，意大利，拉脱维亚，
波兰，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的大学联盟实
施，项目的一部分而创建的主要工具将是
一个移动应用程序，用于发送带有描述和
地理定位和分类提案的土壤概况照片。用
户将有机会互动并分享他们的知识。

华沙大学网络研讨会
2019-08-21
华沙大学经济科学学院的Anna Nicińska
博士负责协调“老龄化社会的智慧城市”
项目，该项目是4EU +大学联盟的一部分。
网络研讨会的参赛作品专门讨论了使公共
空间适应人口老龄化需求的问题。 硕士生
和博士生可以参加网络研讨会，包括经济
学，心理学，地理学，社会学和计算机科
学。“智能城市的智能老龄化？来自波兰
和德国视角的社会和个人先决条件“是一
个以五个三小时电话会议形式出现的网络

研讨会。15人将能够参加。 华盛顿大学和
海德堡大学的讲师将与查尔斯大学，索邦
大学和哥本哈根大学的科学家合作开设课
程。

什切青大学“生成数据”项目
2019-08-21
由什切青大学主持的一组合作伙伴开始实
施“生成数据”项目，项目旨在帮助数据
管理- 当今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源。 项目作
为欧盟Erasmus +计划的一部分实施，旨
在帮助学术人员教授如何使用智能数据，
以便学生和有抱负的企业家获得实用和现
代知识。 目标是通过创建培训材料（包
含教师指南，课程表，建议的活动和练
习），教育一组教师，以便以可访问的方
式传授理论和实践知识，促进培训提供由
合作伙伴小组创建的商业支持机构““教
育资料的生成数据”和在线培训课程的准
备。 更多信息： http://usz.edu.pl/us-
koordynatorem-projektu-generation-
data/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
斯卡大学研究生招生
2019-08-22
来自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
学新闻办公室的Katarzyna Skałecka说
道：“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
大学研究生全日制及非全日制招生正在进
行。我们有70多个研究生课程正在进行招
生中。” 研究生课程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教育课程中占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在七十个研究方向中，公共采
购或言语治疗，组织管理合规和运输物流
管理也很受欢迎。 组织管理合规研究生课
程是卢布林地区唯一涉及合规性的研究生
课程，这是组织管理的一个重要元素，特
别是在波兰和国际法规的变化背景下。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第二轮
招生
2019-08-22
比亚韦斯托克可科技大学第二轮招生已经
正式开始。大学有近300个免费名额。 本

科课程候可选择生态能源，电子和电信，
电气工程，资源和废物管理，生物医学工
程，材料和制造工程，农业食品工程，环
境工程，林业，应用数学以及机械和机械
制造。研究生管理课程可继续报名注册。 
资源和废物管理是一个新研究项目，由土
木与环境工程学院进行授课。毕业生会可
以在市政公用事业、可再生自然资源公
司、处理可再生能源设备（可再生能源）
的安装和运行的机构和工厂或设计废物管
理系统找到工作。

耶莱尼亚古拉国立大学德语语
言学毕业生收入排名考前
2019-08-23
根据ELA经济命运监测系统提供的信息，
耶莱尼亚古拉国立高等教育学院的德语语
言学毕业生是波兰大学中薪酬最高的毕业
生中的前五名。 ELA经济命运监测系统是
在国家研究所信息处理中心代表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创建的。其目的是提供有关劳动
力市场毕业生状况的最全面信息。 系统
的主要信息来源是来自两个来源的行政数
据- 社会保险机构系统（数据，其中包括
毕业生的专业情况：就业，失业，工资）
和POL-on系统，即支持该部工作的高等
教育信息系统。科学与高等教育。 更多信
息： http://www.kpswjg.pl/pl/news/
nasi-absolwenci-zarabiaja-najlepiej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新研究生课程
2019-08-26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海洋工程与船舶技术学
院和波兰海上风能学会将联合组织海上
风能研究生课程。招生工作已经正式开
始，将持续至9月15日。 研究将持续两个
学期，讲师是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专家和
风能领域的公司。除了与风电场的设计
和运营相关的知识外，主题还将涵盖这些
结构运行的法律方面。第一组学生将由大
约40人组成。 波兰风能协会主席Mariusz 
Witoński说道：“我们面前可能有十几年
的海上风电场巨额投资，这需要准备人员
来创建和运营这些设施。在格但斯克科技
大学启动的研究生研究是向该行业提供必
要专家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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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将与BNY 
Mellon合作
2019-08-26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与BNY Mellon的波
兰分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该协议将使合
作能够概述活动和事业领域，这些领域将
成为各方在科学，教育和商业领域建立持
久，重要关系的基础。 合作协议由弗罗茨
瓦夫经济大学校长Andrzej Kaleta 教授
和波兰BNY Mellon 管理委员会成员Ewa 
Carr-De Avelon共同签署。 弗罗茨瓦夫大
学校长Andrzej Kaleta教授强调道：“作
为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我们致力于使与
环境的关系活动专业化，并建立一个开放
的大学形象，并准备好不仅在科学，而且
在实践商业水平上合作。波兰BNY Mellon 
支持年轻人才，这也是他们希望与弗罗茨
瓦夫经济大学在科学和商业领域建立合作
的原因。”

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
学教育学
2019-08-26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研究
生课程教育学的招生工作将于2019年9月2
日起开始。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
斯卡大学教育学研究生课程专为具有教学
准备的大学毕业生而设。 教育学毕业生将
获得在学前班和学校班级工作中有用的技
能。 毕业生将获得使用蒙台梭利教材的实
用技能，学习安排一个刺激儿童个人发展
的教育空间，并在多元化的学前班和学校
班级组织教育和教学过程。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获得
ACCA认证
2019-08-27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的会计和控制学士学
位课程已获得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公
会）的认证。 ACCA许可法定审计师协会
是金融和会计领域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
国际专家组织。该组织为希望在会计，财
务和管理方面发展事业的人员提供全球认
可的认证。 享有盛誉的ACCA认证适用于
波兰一流大学的特定认证院系的学生，学

生们将有机会在学习期间开始获得能力并
获得ACCA考试的豁免权利。

“在互动与创新之间 - 在数字
世界中创造一个交流空间”
2019-08-28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语言学院获得了18
万欧元资金用于实施“在互动和创新之间- 
在数字世界中创造一个交流空间”项目。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以及塞浦路
斯，马耳他和立陶宛的研究人员将致力于
加强人文学生的数字能力，提高理科学生
的沟通能力。项目涉及西里西亚大学，塞
浦路斯欧洲大学，马耳他大学和立陶宛卡
西米尔大学。 作为项目的一部分，将为
学生和学者创建数字教科书，介绍如何在
WEB 2.0世界中有效和安全地进行交流，
以及基于知识绘图和游戏化理念的教育战
略游戏。

苏瓦乌基大学推出机电一体化
应用中心
2019-08-28
苏瓦乌基国立高等职业学校（PWSZ）获
得了新的现代工作室。在医疗模拟中心之
后，启动了机电一体化应用中心。这些是
专门针对管理和生产工程学生的专业实验
室。 四个相邻的工作室拥有波兰气动，
电工和数控领域最先进的设备之一。所有
这些将使学生了解机电一体化的实用版本
以及目前市场上最现代化公司所依据的设
备。 机电一体化应用中心是“职业培训”
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欧洲区域发展基
金和波德拉谢省区域业务计划下的国家预
算共同资助。项目还将包括运输实验室或
农业食品加工实验室。项目价值近400万兹
罗提。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专家将在
台谈论健康问题
2019-08-29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大学临床中心和格但
斯克电台将继续教育该地区的居民健康。
执行“健康无队列”计划。 格但斯克医科
大学以及大学临床中心的一项活动旨在提

高波美拉尼亚居民的健康知识。在播出期
间，专家和听众不仅谈论疾病，谈论预防
医学和医学新产品。 活动已在一年之前
发出邀请函，各种专业的科学家将与大学
临床中心内的学生会面。讨论将于9月9日
14.00点进行，专家是来自格但斯克大学
的系和心脏外科和血管外科医生。 更多信
息： https://gumed.edu.pl/57693.html

UNA Europa秘书长做客雅盖
隆大学
2019-08-29
UNA Europa的秘书长Emila Palmer是由
雅盖隆大学（UJ）共同创办的七所欧洲
大学的大学网络的嘉宾。 UNA Europa是
2018年成立的七所欧洲大学的联盟：鲁汶
大学、巴黎Panthéon -  Sorbonne大学、
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爱
丁堡大学、Alma Mater Studiorum博洛
尼亚大学和雅盖隆大学。 Emila Palmer
强调道：“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跨国联盟，
促进欧洲认同，提高欧洲教育的竞争力，
争取可持续发展和持续改进，以及完全关
注学生的需求” UNA Europa的目标是创
造一种独特的合作形式，在这种合作形式
下，将为当地社区和欧洲社会开展联合研
究，教育计划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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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林大学免费名额
2019-08-30
卢布林大学和卢布林科技大学学仍有免费
名额可供申请。候选人必须在9月中旬之
前提交文件。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
多斯卡大学公共政策，考古学，档案科学
和  现代信息记录管理，音乐艺术领域的艺
术教育，波兰语文学，哲学，物理学，德
国研究，历史，现代材料工程管理领域的
本科全日制学习提供免费学习名额。语言
治疗与听力学，数学，特殊教育学，政治
学和乌克兰研究也有免费名额可供申请。 
在卢布林天主教大学，仍然有生物技术，
新闻和社会传播，社会学和外国语言学等
领域可以申请免费学习名额。 卢布林科
技大学在电气工程，运输，机械和机械制
造，材料工程，制造工艺机器人，可再生
能源工程，环境工程，技术和IT教育，安全
工程，数学和管理等领域仍有免费学习名
额。

格但斯克大学获得用于提高博
士生和学术人员能力资金
2019-09-03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通 过 国 家 学 术 交 流 机 构
PROM项目的国际奖学金交换，获得了近
120万兹罗提，用于提高博士生和学术人
员的能力。 项目提供的奖学金用于支付与
博士生和学术人员短期持续5至30天相关
的费用。奖学金主要用于获取博士论文/科
学论文材料，参加外国会议，参加课程，
研讨会和实习等相关课程。 作为项目的一
部分，将开展格但斯克大学博士生和学术
人员的外国旅行以及外国大学科学家的访
问。共有123人参加交流。项目在大学范围
内将实施到2020年9月。

普沃茨克国家高等职业学校更
名为马佐夫舍公立学院
2019-09-03
从2019年9月1日起，普沃茨克国立高等
职业学校正式更名为马佐夫舍公立学院。
普沃茨克大学也有一个新标识，并向记
者展示。 大学校长Maciej Słodki教授说
道：““学院”- 因为新的高等教育法律

推荐使用这个词，“公共”，而不是“国
立”，因为它与普遍可及性有关。“马佐
夫舍“因为我们与普沃茨克有关，在那里
一切都是马佐夫舍。马佐夫舍王爵、马佐
夫舍炼油厂和石化厂。“ 马佐夫舍公立学
院于9月2日开始补充招生。今年在研究生
课程推出了内部安全与公共行政。社会工
作领域也将有新的专业：社会康复，社会
预防以及对残疾人和老年人的支持。

罗兹科技大学校长成为欧洲大
学协会专家
2019-09-03
罗兹科技大学校长Sławomir Wiak教授
被任命为欧洲大学协会（EUA）的专家组
成员。他的候选资格由波兰学院校长会议
（KRASP）提交，他将成为波兰唯一的代
表。 欧洲大学协会汇集了来自48个欧洲国
家的800多所大学和国家校长会议，在高
等教育的科学，研究和创新中发挥着关键
作用。 专家组有一个重要的声音影响EUA
与许多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Sławomir 
Wiak教授将在一个团队中工作，团队负责
处理智能专业化的研究和创新战略。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继续在无人
机领域开展活动
2019-09-03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与上西里西亚- 扎格
文大都会签署了合作协议。协议涉及中欧
无人机示威者的合作。 协议规定促进无
人驾驶飞行器领域的科学活动，交流有关
该领域活动的信息。方案的科学人员参与
专家的作用，相互使用或组织测试区，
包括进行技术和服务测试。 中欧无人机
是民航办公室，波兰空中航行服务局以及
上西里西亚和上西里西亚- 扎格文大都会
的倡议。倡议的合作伙伴是JSW集团，波
兰发展基金，航空研究所以及Hawk-E和
DroneRadar公司。这是是波兰第一个为
技术解决方案的获取和开发交流知识和支
持的平台，也是各利益相关方沟通与合作
的平台。

第二届“最佳大学”计划
2019-09-03
第二届“最佳大学”计划的第二轮招生
由西里西亚大学和卡托维兹市发起的现
代教育计划进行。计划已经扩展，除了
卡托维兹之外，还将为霍茹夫和松林地
区的学生提供支持。 项目的目标是培养
上西里西亚和扎格文大都会最有才华的学
生的利益。在计划中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基
于辅导的个人教育。学术主管的任务是帮
助学生找到科学发展的最佳途径，使其适
应他的兴趣，并激励他从事个人和科学发
展的长期工作。 招生将持续到9月15日。
项目可由候选人加入，他们在项目开始当
天将是小学八年级或中学生的学生，高
考课程除外。 更多信息： http://www.
uniwersytetnajlepszych.us.edu.pl/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与克罗
地亚大学合作协
2019-09-03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UMB）与萨格
勒布大学药学和生物化学系签订了双边协
议。这是今年缔结的关于联合开展博士论
文的另一项双边协议。2019年4月与罗地
亚奥西耶克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 双边协
议涉及医学和制药科学领域博士论文的联
合开展。协议签订了5年，可以选择延期。
联合博士论文将按照波兰现行规定进行。 
萨格勒布大学成立于1699年，是克罗地亚
最古老的大学，同时也是东南欧最古老的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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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获得
1700万兹罗提资金
2019-09-04
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将在教育
领域的大学国际化计划中获得总计近5000
万兹罗提的资金。在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
部长教授访Wojciech Maksymowicz问
大学期间宣布第二次获得的奖金金额为
1700万兹罗提。 方案致力于使教育领域
的大学国际化，改善学术教师的工作，并
使教育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资金将用于
发展未来的项目，如医学院。未来的医生
将获得出国旅行到学术中心的特殊资金。 
Wojciech Maksymowicz教授指出，有可
能增加大地测量和建筑部门太空计划的资
金数额，这将获得额外的150万兹罗提。埃
尔克大学分部也将有资格使用这笔资金。

格但斯克大学与格但斯克省警
察总部达成协议
2019-09-04
格但斯克大学与格但斯克省警察总部达成
协议，维护秩序和安全。合作文件由大学
校长Jerzy Piotr Gwizdała教授和警察局长
Jarosław Rzymkowski共同签署。 协议签
署方之间的合作将包括向各方通报预防，
侦查和打击犯罪，抵制恐怖主义威胁和抵
制网络威胁的范围。合作伙伴还将开展教
育和预防活动，包括调查，并参与有关法
律意识和警察与大学形象的讨论。 该协议
还规定各方能够获得与犯罪，披露，检测
和打击有关的科学研究，以及影响其水平
的因素的评估。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城
2019-09-04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城 9月9日至
27日，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校园将成为
普及科学的项目的科学城。 计划包括演
讲，科学实验，以及流行文化和人工智能
讲座。课程和讲座将由代表西里西亚儿童
大学，Unibot小组和西里西亚大学高中毕
业生的科学家进行。 该项目的一部分，计
划进行以下周期讲座： “物理世界的奇
点”，主题是电荷和场，以及火作为破坏

性元素，其被驯服成为不可替代的能源; 
“Biorobotics”，讲师将介绍其中脑生理
学的主题是创造IURO机器人的灵感，以及
在医学中使用DNA的结构和可能性； “人
类的惊人历史”，将尝试回答如何处理历
史，流行文化和思考的问题。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利益 - 
中小企业透明度的综合报告”
项目
2019-09-04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与来自匈牙利，英
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和罗马尼亚的
合作伙伴将实施一个项目，旨在为中小企
业制定良好的综合报告实践。 作为“利
益- 中小企业透明度的融合报告”项目的一
部分，将开发一个模型综合报告框架，一
个实用指南，支持在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
值的背景下对业务和报告成果进行综合思
考，以及在综合报告中确定六个资本的混
合学习形式的培训材料。 项目合作伙伴包
括匈牙利布达佩斯商学院、英国利兹贝克
特大学、德国莱茵瓦尔应用科学大学、意
大利乌迪内大学、罗马尼亚Babeş-Bolyai
大学、比利时MAC-Team、比利时针对
中小企业和匈牙利BUSINESSHUNGARY 
EFFA。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获得100万兹罗提
2019-09-04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为博士生和年轻
学术人员在国际交流赢得了超过100万兹
罗提。得益于国家学术交流局PROM计划
的资助，70人将能够获得外国科学单位
的奖学金。 根据项目假设，至少80％项
目参与者是博士生，研究人员高达20％
招聘将考虑到：外语知识，未来职业的抱
负和计划，自我发展和提高能力的意愿，
在团队中工作的能力和未来的影响，参与
该计划。 大学认为，所获得的经验将转
化为为着名科学期刊和国际出版物编写
文章以及发展国际合作网络，加强大学
的研究和组织潜力以及加强其在国际舞
台上的地位。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49869/
prom_zdobylismy_kolejny_projekt_dla_
mlodych.html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获得近
120万兹罗提资金
2019-09-05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获得了由国家学术交
流局PROM流动计划拨发的120万兹罗提资
金。大学将组织82个国际交流。 资金将用
于派遣18名大学代表在国外进行为期30天
的实习，14名代表参加10天和14天的科学
考察，10名博士生参加着名的国际会议。
弗罗茨瓦夫每月将组织40次实习访问。 这
是在弗罗茨瓦夫的一所大学实施的第二个
PROM项目，项目已获得资金。第一届在
2018/2019年实施，为72人的双边旅行提
供资金。作为项目的一部分，新设立的博
士生暑期学校也获得了资助。

西里西亚大学第三届区域知识
研究生课程
2019-09-05
西里西亚大学语言学院与省办公室合作及
上西里西亚协会宣布的第三届两学期跨
学科的区域知识研究生课程已开始正式招
生。 研究是跨学科进行的，在此期间参与
者将能够探索西里西亚、扎格比、Żywiec
地区和琴斯托霍瓦地区。作为两学期研究
的一部分将举办讲座，研讨会，旅行，游
戏和活动。组织者宣布参与者将获得新的
能力和有趣的信息，他们可以在实践中检
查。 研究费用在西里西亚大学省办公室，
委托教师的公社和参与者之间分配。全省
学校教师教学西里西亚将从元帅办公室获
得资金。提交申请截止日期为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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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是第七高
中赞助方
2019-09-05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赞助了弗罗茨瓦夫第
七中学的一个班级。一年级将在大学的课
堂上实际扩展他们的知识。 合作文件由医
科大学副校长Piotr Dziegiel教授和学校主
任Leszek Duszyński共同签署。合作协议
规定由学术教师进行的月度练习和讲座，
主题与学生处理的生物学材料有关。 在
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正式宣布赞助班的创
建。Leszek Duszyński主任强调，这所高
中的许多优秀毕业生已经来到医科大学多
年。他对学校与大学之间的合作得到正式
确认表示高兴。他强调任务不仅是获取知
识，还要增加好处。

华沙大学新版信息资料
2019-09-05
在2019/2020学年，华沙大学新闻办公室
准备了关于大学的新版信息资料。 有关华
沙大学的多媒体演示文稿和文本以两种语
言版本（波兰语和英语）编写，包含有关
大学，教育，研究和国际合作的最重要数
据和事实。 新闻办公室在每个学年开始
之前准备一套关于华沙大学用于个人使用
或应外部机构要求分享的现成材料，以帮
助个人和雇员准备自己的信息材料，网站
和公众露面。 更多信息： https://www.
uw.edu.pl/uniwersytet/materialy-o-
uw-do-pobrania/prezentacje-i-teksty/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博士学校
2019-09-05
根据“高等教育和科学法”自2019/2020
学年起，在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PB）
成立一所博士学校。比亚韦斯托克科技
大学博士学校的全权代表是Katarzyna 
Halicka教授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博士
学院将教授七个科学学科的博士生：自动
化，电子和电气工程; 技术信息和电信; 生
物医学工程; 土木工程和运输; 机械工程; 环
境工程，采矿和能源，管理和质量科学。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博士学校招生注册
将持续到2019年9月9日。

西里西亚大学获得PROM计划
奖学金
2019-09-05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将 于 1 0 月 开 始 实 施 第 二
届“PROM国际奖学金交换博士生和学术
人员”项目。大学获得了由波兰国家学术
交流局PROM计划拨发的110多万兹罗提。 
根据计划，将进行60次出国旅行和40次外
国大学访问。大多数是针对博士生。项目
对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并在新成立的大学博
士学校学习的人开放。 项目计划下的停留
将转化为大学研究潜力的增加。项目还将
促进新研究技术的转让，增加与国外合作
大学开展的项目数量。年轻科学家的流动
性将对教育的国际化产生积极影响。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术高中
学生创建电脑游戏
2019-09-06
弗 罗 茨 瓦 夫 科 技 大 学 学 术 高 中 的 学 生
们创建了一个虚拟的“AZON游戏”，
一 个 在 年 轻 人 中 推 广 开 放 科 学 资 源 图
谱（AZON）的计算机游戏。 AZON是
一 个 在 线 信 息 平 台 ， 由 弗 罗 茨 瓦 夫 科
技 大 学 知 识 与 技 术 科 学 中 心 创 建 ， 是
e-scienceplus.pl主动信息平台项目的一
部分。它为所有相关方收集，处理和提供
数字学习资源。项目协调员是弗罗茨瓦夫
科技大学和弗罗茨瓦夫大学：体育大学，
生命科学大学和医科大学以及波兰科学院
系统研究所。 游戏中的英雄与疯狂的教授
作斗争，并在后续阶段（每个阶段都在不
同的大学进行），解决了许多隐藏的问题
和难题，最重要的是节省了破坏资源。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nasi-licealisci-stworzyli-
wirtualna-gre-o-azon-11318.html

克拉科夫农业大学花卉研究
2019-09-06
2019年9月3日星期二在克拉科夫（URK）
农业大学生物技术与园艺学院举行“花卉
研究生10年研究”会议以及第10届佛罗里
达研究生研究生毕业生创作的插花展览。
活动旨在交流观赏园艺和植物领域的观点

和经验。 与会者了解了花艺和花束制作之
间的差异，并有机会参加特别准备的研讨
会，讨论体外实验室中与植物繁殖有关的
主题，大学葡萄园品尝葡萄酒，观察大学
花园中的植物，学习园艺工具和圣经植物
和花园玫瑰，以及用于干燥组合物的自染
植物。 十多年来“Floristics”的研究生课
程由169名毕业生完成，他们主要来自波兰
东南部，也有来自捷克共和国，英国，瑞
士和意大利的研究生。

弗罗茨瓦夫大学成为德国研究
中心合作伙伴
2019-09-06
新研究机构CASUS高级系统理解中心已经
开始在德国Goerlitz运营。研究人员将使用
人工智能模拟复杂系统。弗罗茨瓦夫大学
是研究所的合作伙伴之一。 弗罗茨瓦夫大
学计算机科学研究所的Leszek Pacholski
说道：“研究所将参与研究，更具体地说
是复杂系统的建模，即其他系统是其中一
部分的系统。跨学科研究将涵盖许多科学
领域，其共同特征将是使用类似工具：
数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大型数据
集。” 研究所的合作伙伴还有德累斯顿
罗森多夫亥姆霍兹中心、亥姆霍兹环境研
究中心、马克斯普朗克分子细胞生物学与
遗传学和德累斯顿技术大学信息服务和高
功率计算中心。 更多信息： https://uni.
wroc.pl/uwr-partnerem-niemieckiego-
osrodka-badawcz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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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经济大学获得CEEMAN
认证
2019-09-09
波兹南经济大学再次获得了CEEMAN认
证。根据大学提交的报告和3月访问的结
论，认证委员会提议将认证再延长6年。 
访问报告强调了大学新战略的质量，大学
国际化的工作，科学研究的质量和出版物
的数量，与城市，地区和合作大学的合
作，教学质量以及在研究和教学法中使用
专业实验室。 CEEMAN国际质量认证由位
于斯洛文尼亚布莱德的动态社会国际管理
发展协会颁发给大学。认证致力于支持管
理和创新的发展，并提高商学院和管理科
学发展相关机构的教育质量。自1993年以
来一直活跃，有来自近50个国家的210名
成员。

西里西亚大学四名学生获得钻
石奖学金
2019-09-09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四名学生获得了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第八版钻石奖学金计划拨发
的22万兹罗提，奖学金将用于他们的项
目。 获得奖学金的是： Maciej Klimas
的“电弧现象随机模型的开发，测量验证
和实施”项目； Maria Bzówka的“了解
Toll样受体调控的分子方面，特别强调水
分子作为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的潜
在介质”项目； Nikolina Poranek的“
评估ITPOK在混凝土中管理二次废料的
可能性，增加密封性”项目； Grzegorz 
Stando的“具有表面亲水性的新型非官能
化碳纳米结构及其在复合材料中的潜在用
途”项目。 钻石奖学金计划支持进行高水
平科学研究并取得杰出科学成就的学生。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与拉维奇
社区签署合作协议
2019-09-09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当局和拉维奇公社周
四签署的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联合实施
科学和经济项目，研究咨询和组织实习。 
拉维奇市长Grzegorz Kubik认为：“签订
合同是公社的一个很大的区别，与科技大

学的合作对于与大学建立联系的学校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两个合作伙伴都希望
年轻人对技术研究感兴趣。” 弗罗茨瓦
夫科技大学和拉维奇公社之间的框架协议
提供了其中之一进一步建立与大学商业环
境的联系，利用知识资源开发公社，获得
大学的科研成果和教学潜力，以及获得工
程人员。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已经与120
多个地方政府合作。 更多信息： https://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podpisalismy-umowe-o-wspolpracy-z-
gmina-rawicz-11320.html

别尔斯克 -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科
学大学获得近50万兹罗提资金
2019-09-10
别尔斯克-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科学大学获
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拨发的49.4万兹罗
提资金，资金将用于支持健康科学学院生
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购买高度专业化的
研究设备。 新的研究设备主要是一套技术
先进的设备，允许在舒勒浴的条件下对绝
缘器官的模型进行各种类型的实验。 设
备主要使用领域之一是研究血管（主要
是动脉）对各种内源性和外源性物质的反
应，这些物质具有血管收缩或血管扩张的
潜力。从环境系统的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
的观点来看，新装置的技术进步将允许对
关键参数进行极其精确和可重复的测量。 
更多信息： https://www.ath.bielsko.
pl/grant-na-zakup-infrastruktury-
badawczej/

托伦哥白尼大学获得近120万
兹罗提兹罗提
2019-09-10
国家学术交流中心授予托伦哥白尼大学
1175000兹罗提用于实施项目“PROM国
际奖学金交换博士生和学术人员”项目。 
计划将资助来自组成精确和自然科学博士
学院的50人的旅行奖学金，以及来自国外
的50名博士生和科学家的访问。共同筹资
将包括博士生（92人）和研究人员（8人）
。 通过比赛选出的项目受益者将获得以下
支持：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的30名博士生
和来自国外的12名博士生实习3周或4周; 

天文学，应用计算机科学和地球科学学院
的暑期学校为17名博士生和5名国外讲师提
供； 哥白尼大学20名博士生，国外博士生
13名和国外3名讲师参加外国会议。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正在申
请成为研究型大学
2019-09-10
第一届“卓越计划- 研究型大学”竞赛中
提交的申请评估程序已经开始。参赛者包
括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在第一阶段大
学代表与国际专家团队进行了交谈。 波
兰最好的大学竞选“研究型大学”的地位
是法案2.0最重要的后果之一。获奖者不
超过10所大学，除了荣誉称号外还将获
得2020  -  2026年间额外的财政支持，补
贴每年增加10％。就波兹南大学而言，
这笔额外的金额可能每年超过5000万兹
罗提。 在十月和十一月研究型大学名单
将正式公布。获奖者将根据提交的包含作
为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战略的申请进行选
择。 更多信息： https://amu.edu.pl/
dla-mediow/komunikaty-prasowe/
uam-przesluchiwany-w-konkursie-na-
uczelnie-badawcza  

波兰 - 日本信息技术学院MBA
研究课程
2019-09-10
华沙波兰- 日本信息技术学院（PJATK）
邀请各位参加下一期针对IT行业的MBA研
究。 独特的课程面向IT市场的需求，针对
那些希望扩展IT和项目管理领域知识以及提
高管理技能的人士。 作为以研讨会和研讨
会形式实施的课程的一部分，学生将学习
IT项目管理方法和工具，与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财务管理，劳动法和版权领域相关的
问题。 研究持续两个学期。针对IT行业的
MBA学习计划面向中高级管理人员。进
行研究的条件是完成研究和几年的专业经
验。招生工作将持续到2019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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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
自2017年起获得1.6亿兹罗提
2019-09-10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总结了迄
今为止与科学宪法有关的活动。自2017年
以来作为各种计划和项目的获得了近1.6亿
兹罗提，其中7230万兹罗提为投资支出。 
最大的投资包括建设媒体传播和科学信息
中心以及医学和健康科学学院的扩展和设
备。科学和高等教育部转移到大学的年度
补贴也增加了近1200万兹罗提。 在新闻发
布会上Jan Kochanowski大学校长Jacek 
Semaniak强调：“这些投资不仅有助于
大学，也对该地区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这
里的关键是与企业和外部机构的合作，例
如与圣十字地区转移和技术创新中心的合
作，中心位于大学校园区。”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获得近
30万兹罗提
2019-09-10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获得了国家学术交
流中心拨发的295.28万兹罗提资金，资金
用于与国外研究单位进行科学合作的国际
化项目。项目将于2019年10月1日开始实
施并将持续至2020年9月30日。 计划是由
欧洲社会基金共同资助的业务计划知识教
育发展项目下的国家学术交流机构“博士
生和学术人员的国际奖学金交流”项目的
一部分实施的。 计划旨在通过国际奖学金
交流，提高波兰和国外博士生和学术人员
的能力，包括来自欧盟以外的人员。共计
16人将受益于该项目，其中包括13名博士
生和3名学术人员代表。合作所涵盖的外国
机构中包括美国梅奥诊所、德国格赖夫斯
瓦尔德大学、芬兰图尔库大学和瑞士过敏
和哮喘研究所。

卢布林大学新研究领域
2019-09-11
卢布林大学在2019/2020学年推出的新研
究领域是园林艺术和植物安排，网络防御
和机电一体化。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
沃多斯卡大学在新学年推出了体育教育，
法律和行政学院，以及数学和计算机科学

教学。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推出了两个新院
系，即学校和幼儿园教育学以及应用人类
学、应用人类学英语。 卢布林生命科学大
学推出了多达七个新的研究领域，包括乳
制品，园艺和植物安排。 卢布林创业与管
理学院在IT领域提供了许多新闻，如网络侦
探和计算机取证。

2019学习组织竞赛
2019-09-11
比亚韦斯托克省政府劳工办公室和比亚韦
斯托克科技大学邀请波德拉谢省的雇主参
加第五届“2019学习组织”竞赛。 比赛的
获奖者将分为三类：微型和小型企业（最
多49名员工），大中型企业（50名员工）
，公共部门。 竞赛旨在促进波德拉谢省的
雇主加大投资发展员工的能力，以知识为
导向，脱颖而出的人事战略，组织文化，
实施投资以提高组织效率，同时支持员工
和业务合作伙伴的学习。

华沙中央商学院学生在北京实
施国际本科课程
2019-09-11
华沙中央商学院（SGH）与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GSM PKU）签署了合作协议，
该学院的国际经济学，全球商业，金融与
管理和管理英语和波兰语等级本科课程将
能够参加在北京实施的GSM国际本科课
程。 有资格参加此课程的学生将在华沙中
央商学院（SGH）学习前两年，之后他们
将继续在北京（4个学期）在一个由来自
世界各地的13所着名大学的国际学生和学
生组成的学士学位。 学生们在一年的学习
期间以在他们的学习领域获得华沙中央商
学院（SGH）颁发的文凭（完成三年学习
后，即在GSM完成第三年并在SGH进行论
文答辩）在完成四年本科学业后，获得由
北京大学签署的中国管理学士学位。

AGH科技大学与思科合作
2019-09-11
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合作副校长Jerzy Lis
教授和波兰思科总经理Przemysław Kania
签署了关于AGH和思科之间合作的意向

书。 双方宣布合作，提高AGH UST学生
和教职员工的教育效率，共同开发创新
项目，申请资助外部资源，为思科分校的
AGH UST学生组织实习，组织招聘会，
研讨会。 AGH科技大学合作副校长Jerzy 
Lis教授说道：“我们对AGH与思科之间
更密切的合作感到非常满意。作为一所大
学，我们相信科学和商业应该始终相互补
充，在这种情况下，它将是互惠互利的。
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学生将
能够在课堂上实际上拓宽他们的技能。我
们的目标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期望进行教
育。”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获得EUA-
IEP评估
2019-09-11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成功完成了EUA-IEP
机构评估程序。这是波兰第三所成功通过
了EUA-IEP评估程序的大学。 欧洲大学协
会（EUA）是一个由欧洲大学组织开展研
究和教学活动的组织，以及与科学和高等
教育相关的校长和其他组织的国家协会。
为成员机构提供在高等教育和研究领域交
流信息的机会。通过参与涉及许多大学的
联合项目和活动，实现最佳实践的分享。 
机构评估计划（IEP）是一个独立的EUA
会员服务。为参与机构提供评估，支持他
们进一步发展战略管理和内部质量文化。 
更多信息： http://www.ue.wroc.pl/
aktualnosci/20291/eua_institutional_
evaluation_programme_iep.html#.
XXKI0Cgz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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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校际教育和跨学科研
究中心已获奖
2019-09-11
西里西亚大学教育与跨学科研究中心获得
第十届“西里西亚品牌”竞赛，竞赛表彰
为西里西亚省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单
位。 作为“西里西亚品牌”比赛的一部
分，为了西里西亚省的利益而在波兰和世
界上创造其正面形象的人和机构都获得了
奖励。公民投票在格利维采地区工商会第
25届联欢会期间进行。 西里西亚省公民
投票由以下组织：西里西亚省办公室、
地区工商会、西方期刊、卡托维兹TVP 电
视台、卡托维兹电台。在今年的竞赛版本
中，奖项分为13个类别。

西里西亚大学实施新法律法规
2019-09-12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公 共 政 策 和 监 管 问 题 研
究中心邀请各位于9月16日参加“大学
2.0--波兰大学实施新法律法规的机遇和
障碍”研讨会。 会议将在św. Paweł街
道3号举行，在会议期间将讨论波兰高等
教育改革背景下，大学实施新法律法规
的机遇和障碍。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主任
Anna Budzanowska博士将在会议期间
发表主题为“法案2.0  - 以及下一步”的
演讲。 研讨会包括三个讨论小组： 第2.0
号法案以及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变化; 新的
大学模式和出版习惯策略 大学理事会的
实践。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科学家赢得
领导者竞赛
2019-09-12
来自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化学系的三位科学
家的项目获得了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竞赛
的资助，将获得近450万兹罗提资金。 获
得资金的项目为： “基于重组嵌合蛋白
检测动物血清中抗弓形虫抗体的新诊断试
验”； “用作抑制材料的泡沫聚氨酯- 橡
胶复合材料生产技术的开发”； “用于储
存的光电超级电容器的集成原型”从太阳
辐射转换中获得的电力。“ 领导者计划的
目标是在实施可在经济中实施结果的科学

项目期间，扩大年轻科学家在研究团队的
独立规划，管理方面的能力。

罗兹大学教授成为乌克兰经济
科学院成员
2019-09-12
罗兹大学管理学院的Beata Glinkowska-
Krauze教授和Bogusław Kaczmarek教授
成为乌克兰经济科学院的学科管理成员。 
罗兹的科学家们已经开展了多年的联合科
学和研究项目，包括为乌克兰学生开设的
课程。 2016年，罗兹大学管理学院成立了
波兰- 乌克兰科学与研究合作科学中心。
这是波兰唯一的科学单位。项目协调员是
罗兹大学管理学院的Glinkowska-Krauze
教授和乌克兰V. Chebotarov教授。作为
这次合作的一部分，组织了几次国际科学
会议和研讨会。 科学家们正在计划进一步
举办波兰- 乌克兰研讨会和专题论坛，计划
于2019年11月在乌克兰及以后的2021年举
行。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电影学院宣传动画电影
2019-09-12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正在征集
博士学院推广动画电影。动画将为7所主
要科学学科创建动画，其中大学为学生和
博士生提供教育以及科学研究。 第一部
电影致力于食品技术和营养学科。其他食
品需求增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与
饮食有关的疾病和流通的互联网通常是矛
盾的。 所有电影都是弗罗茨瓦夫大学专
攻的研究领域。与学科代表协商的动画呈
现了世界各地科学家正在寻找答案和解决
方案的最重要问题。 更多信息： https://
youtu.be/ZGXuGmnU3o4

尼萨国家高等职业学校国际合
作记录资金
2019-09-12
尼萨国家高等职业学校（PWSZ）获得了
2019  -  2020年的国际合作创纪录资金。
在全国排名中由于获得了伊拉斯谟+计划
收到的资金，在国家高等职业学校中排名

第一。 来自尼萨的学生可以出国长达12个
月，并在塞浦路斯，希腊，土耳其，西班
牙，挪威，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家获得国
际经验。 尼萨国家高等职业学校还将与来
自美国，印度，中国，墨西哥，印度尼西
亚，乌克兰，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黑山和科索沃等国家的合作伙
伴合作。虽然来自印度，乌克兰，墨西哥
和巴尔干国家的合作伙伴已经是该大学的
常客，但中国，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其他大
学都是新的，有价值的合作方向。

桑坦德大学奖学金
2019-09-13
截止至2019年9月30日可以申请桑坦德大
学奖学金项目。 作为数字技能计划的一部
分，来自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西
班牙，哥伦比亚，墨西哥，德国，秘鲁，
波兰，葡萄牙，波多黎各，美国，乌拉圭
和英国的100人将获得桑坦德IE  - 数字DNA
奖学金。 西班牙IE大学的IE学院之一的IE人
文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授将以英语和西班
牙语进行在线培训。计划面向过去2年的学
士和硕士研究生以及不早于2014年获得文
凭的毕业生。 奖学金获得者将参加两门课
程。“创新新技术”课程旨在从公司的角
度展示技术发展的道路以及公司如何利用
技术创造竞争优势。“商业中的数据科学
和可视化”主要是开发数据及其可视化工
作能力的实践课程以及数据科学在公司发
展中的应用。 更多信息： https://www.
becas-santander.com/es/program/
santander-ie-digital-dna?fbclid=IwA
R1Zt2YRTPoVgN07YOtN5Brxt8PPPzNL8
9N_Ghlt6JfZJmh-v1vFWsHIv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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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科技大学PROM项目
获得超过一百万波兰兹罗提
2019-09-13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将获得超过110万兹罗提
的国际奖学金交换博士生和学术人员。资
金来自国家学术交流局的PROM计划。 项
目包括为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30名博士生
参加外国科学会议提供财政支持，其主题
与博士论文的主题密切相关，并为波兰境
外知名大学和研究中心的20名博士生提供
资金支持以开展博士论文所需的研究。 资
金还将用于资助波兰境外的20名博士生参
加课程，研讨会和考察访问。来自国外的
另外20名博士生将获得由格但斯克科技大
学或其赞助组织参加夏季和冬季科学学校
的经济支持。项目将于2019年10月1日至
2020年9月30日期间实施。

什切青大学与什切青省警察总
部联合实施项目
2019-09-13
什切青大学与什切青省警察总部将实施以
抵消西波美拉尼亚青年中的仇恨言论的“
＃donthejt”项目。 项目涉及在什切青省
的20所中学和什切青的10所学校开展预防
性讲习班，并创建一个“秘密室”，专门
设计的教育场所，年轻人群体将能够发现
网上的仇恨以及如何防御。 作为项目的一
部分将会举办“笑对仇恨”的研讨会。在
此期间，组织者将试图表明仇恨的使用会
产生法律后果，但我们应该与他保持距离
并学会处理它。还将有一个电影现场警告
关于仇恨对互联网的影响及其对年轻人的
影响，照片展和模仿刑事审判“仇恨”。

华沙国际大学博览会
2019-09-13
2019年10月3日将在华沙“布里斯托尔”
酒店将举办QS国际大学博览会。博览会
致力于硕士和博士研究。 对研究生学习和
职业发展感兴趣并拥有硕士学位的学生，
毕业生和年轻专家将有机会与世界上最好
的大学的招聘主管会面并收集各种科目的
各种研究生课程的信息。 来自美国，英
国，加拿大，德国，西班牙，瑞士和意大

利的20多所大学将参加此次展会，其中
包括：伦敦商学院、巴黎HEC商学院、
格拉斯哥大学、圣加仑大学、米兰理工学
院、多伦多大学、达姆施塔特大学、鲁汶
大学和华威商学院。 更多信息： https://
www.topuniversit ies.com/events/
qs-world-grad-school-tour/europe/
warsaw?utm_source=Eurostudent_
p l & u t m _ m e d i u m = L i n k & u t m _
campaign=World-Grad-School-Tour_
F19_Warsaw&partnerid=2565

罗兹大学管理学院的创新之夜
2019-09-13
2019年10月5日星期六晚作为全国数字
化节的一部分举办的活动将在罗兹大学
（UŁ）的管理学院举行。计划包括机器
人，智能城市，电脑游戏和研讨会的研讨
会。 罗兹大学管理学院提供的最新方向之
一是商业中的数字化和数据管理。 来自罗
兹大学的Marta Górecka说道：“计划是
为了让每个人，无论年龄大小，都可以为
自己找到一些东西。讲师包括罗兹大学管
理学院的国际人工智能和网络通信研究中
心的成员。中心的科学活动领域研究人工
智能对管理和组织的影响，数字企业和虚
拟团队的管理，网络安全。”

中国大使馆代表访问奥尔什丁
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
2019-09-13
9月初两个波兰- 中国联合研究项目在奥
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UWM）开
始。中国大使馆代表和江苏东科技教育顾
问领导访问了大学。 中国代表访问与奥尔
什丁科学家的巨大成功有关。在国家研究
与发展中心（NCBR）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科技部（MOST）共同开展的第一次波中
双边竞赛中，UWM的两个项目获得了资
助。 来自奥尔什丁的研究人员将与中国
科学家合作，在食品科学学院实施项目： 
“用于生产乳制品功能性成分的创新技
术和新产品的开发”（DairyFunInn）； 
“Artemis开发实时多系统电离层服务的先
进方法”将在大地测量学，空间工程和建
筑学院空间环境无线电诊断中心实施。

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学术交流
机构联合奖学金计划
2019-09-16
波 兰 国 家 科 学 中 心 （ N C N ） 和 国 家 学
术 交 流 中 心 （ N A W A ） 共 同 组 织 的 新
PRELUDIUM BIS竞赛提出的主要假设是
最佳博士生奖学金，研究经费和实习机
会。 根据科学部提供的信息，波兰国家
科学中心（NCN）和国家学术交流中心
（NAWA）之间合作的目标是建立联合
形式的研究资金，以确保研究的连续性和
一致性，以及增加流动性，这是实现科学
卓越和建立国际合作道路上的一个基本要
素。这两个机构的联合活动的结果将是一
个补充竞争的提议。 合作协议由波兰国家
科学中心（NCN）主任Zbigniew Błocki
教授和波兰国家学术交流中心（NAWA）
主任Łukasz Wojdyga共同签署。副总理
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
出席了仪式。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
获得人力资源卓越研究徽标
2019-09-16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加入了获得
人力资源卓越研究徽标，欧盟委员会做出
决议并颁发徽章。 人力资源标识是欧盟委
员会根据人力资源研究人员战略开展的活
动之一。科学和研究机构的区别是基于“
欧洲研究人员宪章”和“研究人员招募行
为守则”所产生的原则，创造了一个友好
的工作和发展环境，并为招聘研究人员制
定了透明的规则。 获得人力资源徽章可
以增加对该单位就业的吸引力，有机会加
强形象，为研究和科学的发展创造良好条
件，促进国际组织和科学家作为一所大
学，为研究人员提供最佳的工作和发展条
件，并促进接受欧洲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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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乌姆大学将获得200万兹罗
提用于购买训练飞机
2019-09-16
海乌姆大学副校长Józef Zając教授说
道：“海乌姆国立高等职业学校（PWSZ）
将获得由科学和高等教育拨发的200万兹罗
提，用于购买新的培训飞机。” 海乌姆国
立高等职业学校机队将使用双引擎飞机进
行扩展，用于飞行员训练的最后阶段。 海
乌姆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校长Arkadiusz Toil
教授说道：“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特
别是因为将很快建造一条混凝土带，这将
使未来的飞行员能够全年接受培训。我们
必须感谢Jarosław Gowin部长拨发给我
们这个购买飞机的补贴资金。“ 租用双引
擎训练飞机的年度成本几乎是新机器价格
的一半，因此购买飞机将为大学很大程度
上省去很多不必要的开支。 目前海乌姆国
立高等职业学校正在培训约150名未来的飞
行员。获得资金补助后海乌姆国立高等职
业学校的机队将扩展到10台机器。

上海 - 华沙人工智能实验室
2019-09-16
华沙科技大学电子与信息技术学院将成立
人工智能实验室，人工智能算法的开发及
其在数据分析中的应用是人工智能实验室
的主要任务。 实验室将处理人工智能算法
的开发及其在数据分析中的应用。它将拥
有两个总部- 华沙  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技术
学院和上海。 在实验室正式开幕的会议期
间，讨论了与支持人才管理的文本数据，
出版物和专利分析有关的问题，这些任务
已于今年3月在实验室实施。实验室还将设
计关于DNA序列分析，医学图像分析和财
务数据的未来项目。

格但斯克将开始多代技术大学
项目
2019-09-16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开始了多代科技大学
的项目。这是波美拉尼亚第一所为所有
年龄段的人提供免费实用教育课程的大
学。报名将从10月1日开始。 科技大学是
针对学龄前儿童，学龄儿童，青少年，

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一项倡议。格但斯克
市与海文拉姆及卡舒比人民大学合作，
在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成立项目。组织者
邀请想要扩展知识并在数学，创业，沟
通和环境保护等领域获得新技能的人士
参与项目。 课程分为讲习班，讲座，
研 讨 会 ， 实 验 室 ， 实 地 课 程 和 在 线 课
程。实用课程主要涉及参与者，其任务
将是例如进行实验，解决问题，创建日
常使用的对象或设计空间结构。 更多信
息：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ontent/politechnika-wielu-pokolen-
%E2%80%93-pierwszy-taki-uniwersytet-
na-pomorzu

华沙科技大学PROM计划项目
2019-09-17
华沙科技大学将在PROM计划下实施博士
生和学术人员的国际奖学金交流项目。该
项目将从2019年10月1日起实施，项目时
长为12个月。根据国家学术交流局的决
定，华沙科技大学将获得1154460兹罗提
资金。 PROM计划旨在通过国际奖学金交
流（博士生和学术人员参加短期教育，即
持续5至30天的国际性），提高来自波兰和
国外的博士生和学术人员的能力，包括来
自欧盟以外的人员。这些项目设想了波兰
科学家出国旅行，以及从国外到波兰的博
士生和学术人员的访问。 该项目共计实施
84个交换名额：为74名博士和10名40周岁
以下的学术人员提供74个出访名额和10个
到访名额。

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彭博实验室
2019-09-17
从 2 0 1 9 年 1 0 月 起 华 沙 科 兹 明 斯 基 大 学
（ALK）金融和会计专业的学士和硕士研
究生将使用基于彭博技术的金融实验室。
他们将获得世界上最大的新闻机构的全面
服务和其他教育功能。 华沙科兹明斯基
大学彭博实验室的金融讲师和导师Błażej 
Podgórski博士说道：“通过这个实验室，
我们大学的教育将基于来自世界所有金融
市场的真实分析，指标和信息。最大的银
行，金融机构，商业和媒体都收到了彭博

社的网站。这将进一步加强我们的教育质
量。” 凭借专业软件，彭博终端允许实时
接收来自金融市场的信息，并提供对历史
数据的访问。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MBA课程
获得AMBA认证
2019-09-17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金融学
院开设的MBA课程获得了由MBA协会授
予的著名AMBA认证，认证时长为三年。 
世界上只有大约300所商学院能够凭借对
该课程的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独特认可而自
豪。在波兰只有少数大学获得了AMBA认
证，包括中央商学院和科兹明斯基大学。 
AMBA是一个全球性协会，是管理学研究
生教育领域的权威。由于获奖，该大学
加入了精英大学集团，其中包括伦敦商学
院、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商学院、哥本哈根
商学院等知名商学院。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科学家开
发助于骨再生的生物植入物
2019-09-17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正致力于
生产用于骨组织重建的多功能复合材料的
技术。项目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作为
Techmatstrateg 2竞赛的一部分资助。 
项目的想法是创建一个具有生物活性的骨
植入物。为了帮助患有由骨质疏松症，癌
症或损伤引起的骨缺损的患者。材料是可
生物降解的和可生物再吸收的，将在人体
或动物体内分解，从而不会形成有毒化合
物。在植入人体后不会产生任何炎症。 来
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参
加了由华沙陶瓷和建筑材料研究所监督的
跨学科项目。联盟包括格但斯克大学、生
物技术和分子医学研究所以及商业合作伙
伴SensDx。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bioimplant-
- k t o r y - p o m o z e - w - r e g e n e r a c j i -
kosci-113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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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青年探
险大学”项目
2019-09-17
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已完成“年轻探险大
学”项目的实施。共126名在6至16岁之间
的学生参加了大学三个学院的课程。项目
由欧洲联盟从欧洲社会基金共同资助。 作
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儿童和青少年计划以
绘画和雕塑部门，陶瓷和玻璃部门以及图
形和媒体艺术部门的研讨会和理论/示范
课程的形式制定和实施。 与会者有机会与
艺术家合作，学习科学和艺术环境中的工
作秘诀。从玻璃彩色玻璃和公共场所的装
置到艺术书籍和有声读物，都创造了非凡
的作品。 来自弗罗茨瓦夫、沃武夫、索
布特卡和扎鲁鲁的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以
及“Made in Brochów”基金会与弗罗茨
瓦夫美术学院的艺术家合作。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EMT-
Systems公司合作
2019-09-18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EMT-Systems有限
责 任 公 司 签 署 了 一 项 合 作 协 议 。 E M T -
Systems有限责任公司专门从事机电一体
化课程和培训的组织以及广泛理解的工程
技术。合作将在在研究，教育和人力资源
领域展开。 协议双方将任命一个战略技
术和组织解决方案专家团队，就研究和硕
士论文的主题达成一致，并提出和推广他
们的成就并共同筹集资金。 科技大学将
在学习和进修课程中培训EMT-Systems员
工，使用其教学基础组织培训，根据公司
的需求提出论文主题。 EMT-Systems公
司将为学生组织学生实习和教学旅行以
及从大学毕业生中招聘工程人员。科技
大学的学生将获得文凭论文的主题和组
织学生实习。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825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在新时
代高等教育排名第三
2019-09-18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在著名的新时代高
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保持了自己的地
位。在最新的排名中，在波兰大学排名种
为第三名，世界排名在801-1000之间。 14
所波兰大学已获得当前版本的排名。密茨
凯维奇大学与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在一个区
域内，雅盖隆大学和华沙大学排名于601-
800之间。 密茨凯维奇大学保持了原来的
排名并在个别领域提升其部分成绩。波兹
南大学的最强点是科学出版物的引用次
数。 最新排名包括来自92个国家的1396所
大学。牛津大学连续第四次成为世界上最
好的大学。 更多信息： https://amu.edu.
pl/dla-mediow/komunikaty-prasowe/
uniwersytet-im.-adama-mickiewicza-
w - p o z n a n i u - t r z e c i a - u c z e l n i a -
w - p o l s c e - w - p r e s t i z o w y m - t i m e s -
higher-education-world-university-
rankings-2020

西里西亚大学“Jupyter @ 
edu”项目
2019-09-19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邀 请 各 位 参 加 总 结 项
目“Jupyter @ edu--基于云的系统教育
基础设施：Jupyter用于科学研究的笔记
本系统的可扩展实施”会议。 Jupyter 
Notebook是一个在线交互式计算环境，
用于创建包含文本和编程语言代码的文
档。系统可用于研究和教育。“教育和研
究中的笔记本Jupyter”会议将于9月23日
在西里西亚校际教育和跨学科研究中心举
行。 “Jupyter @ edu”项目是西里西亚
大学与德国奥格斯堡大学，波尔图葡萄牙
大学学院和塞浦路斯欧洲大学塞浦路斯尼
科西亚大学的联盟中实施的伊拉斯谟+战略
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EMBA课程
2019-09-19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 z i e d z i k 说 道 ： “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UwB）将开始实施工商管理硕士课程。
课程由比亚韦斯托克大学与格但斯克管理
人员培训基金会（GFKM）一起组织，课
程将由新成立的管理学院实施。” EMBA
课程是为企业主和管理人员设计的跨学科
课程，涵盖了4个学期的课程。课程参与者
将能够获得并深化管理能力，财务和软技
能，如团队管理，公开演讲和商务谈判。 
格但斯克管理人员培训基金会GFKM拥有
CEEMAN IQA国际认证。EMBA GFKM课
程属于FORUM经理教育协会评级的大师
班级。该、项目验证机构是波尔图商学院
（PBS），学院是葡萄牙最大的教育和研究
机构波尔图大学的一部分。 比亚韦斯托克
行政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招生将持续至2019
年9月30日。课程开始计划在10月最后一
个周末正式开始。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教授成为
AACSB创新委员会成员
2019-09-19
弗 罗 茨 瓦 夫 经 济 大 学 国 际 合 作 副 校 长
Bogusława Drelich-Skulska教授成为国
际高等商学院协会（AACSB）创新委员会
成员。 AACSB是世界上最大的学生、大
学、企业代表协会，参与管理教育的发展
委员会。AACSB于1916年在美国成立，
成员来自世界90个国家。 弗罗茨瓦夫经济
大学于2017年3月被接纳为协会会员，对
Bogusława Drelich-Skulska教授的任命决
议于美国圣安东尼奥AACSB年会期间进行。  

START 2020计划奖学金
2019-09-20
波兰科学基金会（FNP）通知道：“截
止至2019年10月底，年轻学者可以申请
START 2020计划的奖学金。” START奖学
金针对最有才华的年轻研究人员的杰出贡
献，以表彰他们的科学成就。 30岁以下所
有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可以申请奖学金。 
在奖学金竞赛中将评估候选人以往学术
成就的质量和原创性以及最重要的研究成
果。 在过去几年中，每年的奖学金金额为
28000波兰兹罗提。 奖学金可用于任何目
的。 更多信息： https://www.fnp.org.
pl/oferta/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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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大学管理学院成立25周年
2019-09-20
2019年9月24日星期二罗兹大学管理学院
将庆祝其运作25周年。 11点钟，将举行
教师委员会的仪式会议。管理学院A3大厅
是以波兰管理科学学院的联合创始人Zoia 
Mikołajczyk的名字命名的。 罗兹大学管
理学院的Marta Górecka说道：“周年
纪念是庆祝活动与教师委员会的庄严会议
相结合，并且纪念Zoia Mikołajczyk教
授。Zoia Mikołajczyk教授多年来担任组
织和管理系主任，是罗兹大学管理系，波
兰科学院组织和管理科学委员会成员，波
兰管理科学学院联合创始人，管理方法和
技术领域的杰出专家。“ 目前管理学院包
括九个系，并在十八个学习领域培育了近
四千名学生。 12年来拥有科学类别A.管理
学院也是罗兹大学研究候选人最常选择的
院系之一。

雅盖隆大学化学系获得ECTN
证书
2019-09-20
克 拉 科 夫 雅 盖 隆 大 学 大 学 化 学 系 获 得
了 化 学 领 域 的 化 学 欧 洲 学 士 、 化 学
Euromaster、化学博士学位Eurolabel以
及医学化学领域的化学欧洲学士和化学
Euromaster证书。 雅盖隆大学获得了欧
洲化学专题网络协会（ECTN）颁发的证
书，评估了该大学在未来化学家教育中的
教学活动。 根据雅盖隆大学提供的信息，
评估委员会的访问于2019年6月在雅盖隆
大学化学系进行。 由于获得了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的资助，所需的认证费用由“外国
认证”计划资助。 欧洲化学专题网络由欧
洲委员会根据伊拉斯谟计划创建。 目前有
来自30个欧洲国家的120名成员。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签署大学
社会责任宣言
2019-09-20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UPP）签署了大学
的社会责任宣言。文件由副校长Cezary 
Mądrzak教授代表学校签署。 大学的社会
责任宣言始于2017年,由23所大学签署。宣

言是大学环境的承诺，传播学术价值观并
在公众中普及科学。 2019年58所波兰大学
庄严签署了该协议。 在实践中，大学宣言
证实了生命科学大学多年来一直积极参与
促进教育计划和科学研究中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并且还负责组织秩序，将管理建立
在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上。

罗兹科技大学与罗斯曼合作
2019-09-23
罗兹科技大学与罗斯曼达成的协议中最重
要的一点是联合研究项目、罗兹科技大学
学生带薪实习和为学生颁发奖学金。 罗
斯曼总裁Marek Maruszak说道：“感谢
与罗兹科技大学的联系，我们将培养员工
的能力，我们也希望最优秀的罗兹科技大
学学生能够在罗斯曼工作。当我们将科学
家和学生的智力潜力与我们作为从业者的
经验结合起来时，我相信我们将为双方增
加价值。” 罗兹科技大学校长Sławomir 
Wiak教授说道：“为了满足我们大学和罗
斯曼当前和未来的需求，我们在许多不同
领域开展了更广泛，更密切的合作。“ 合
作将是系统性的，将包括启动联合研究、
实施和培训项目、组织研讨会、学生实
习、实施文凭论文和开展科学研究。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获
得超过63万兹罗提资金
2019-09-23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将实施“在医
疗保健系统中开展行政和管理活动的人员
的发展”项目。欧洲社会基金2014  -  2020
年业务计划知识教育发展为项目拨发了63
万兹罗提资金。 项目旨在培训医疗保健实
体的行政和管理人员，以及创建卫生系统
的实体代表，以提高卫生保健系统的有效
性。 项目涉及为省级办事处，地方政府单
位和卫生流行病站的员工实施培训，以提
高与执行公共卫生任务相关的能力，并为
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实体的管理提供MBA
研究。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管理经济学
院获得CEEMAN认证
2019-09-23
格 但 斯 克 科 技 大 学 管 理 经 济 学 院 已 通
过 C E E M A N 国 际 质 量 认 证 。 国 际 组 织
CEEMAN在报告中强调格但斯克科技大学
提供了符合市场需求的优秀管理教育。 教
师和教学领域的所有国际教育学院，科学
研究质量和国际化水平都由国际专家团队
进行评估。 CEEMAN是一个国际组织，旨
在提高管理教育的质量。首先在中欧和东
欧，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认证。获得
认证确认了有效的运作，良好的教学和科
学研究水平以及金融稳定性以及高质量的
教育，全面的方法来满足学生的需求和丰
富他们的整体学术经验。

西里西亚大学波兰斯洛伐克项
目
2019-09-24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将实施“ GAME 
JAM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方法”项目以提高
波兰与斯洛伐克边境的新技术领域的教育
质量和“进行环境危害现代教育，以创造
新的专业工作机会”项目。 两个项目的实
施资金都来自INTERREG波兰-斯洛伐克跨
境合作计划2014-2020。投资与发展部国
务秘书Grzegorz Puda和卡托维兹西里西
亚大学校长Andrzej Kowalczyk博士签署
了合作协议。 INTERREG波兰-斯洛伐克跨
境合作计划对旨在制定解决方案的举措提
供支持，解决方案旨在提高职业教育的质
量和多样性，并使职业教育适应跨境劳动
力市场的要求以及在该计划所涵盖地区经
营的雇主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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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书籍重新回到格但斯
克科技大学图书馆
2019-09-24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图书馆收到了来自不来
梅德国大学收到了15卷书，这些书籍于
1945年1月从格但斯克转出。 图书馆补充
了两个出版系列，这些系列是文化古迹的
清单。特别有趣的是“ Corpus Vasorum 
Antiquorum”，它是最古老的科学计
划，致力于散布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中的希
腊陶瓷。阿洛伊斯·希特（Aloys Hirt）的
三卷丛书《古代建筑史》（Geschichte 
der Baukunst bei den Alten）带有大型
表格，显示了古代建筑的平面图，也是一
个独特的收藏。 早在2000年，不来梅大学
就捐赠了750册图书，这些图书曾经属于格
但斯克科技大学。当时收到的书籍开始在
大学图书馆中建立历史收藏和旧版画实验
室。

弗罗茨瓦夫语言学校暑期课程
2019-09-24
弗罗茨瓦夫语言大学实施的GameIT创新
教学游戏风暴项目是Planet Hexagon棋
盘游戏和RPG游戏的一部分，现已进入下
一阶段。 暑期学校将持续至9月27日，来
自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罗马尼亚
巴克乌大学和挪威应用科学大学的学生参
加了暑期学校课程。 在课程期间，弗罗茨
瓦夫的学生和外国同事将有机会测试最新
版本的棋盘游戏，并首次参加由每所合作
大学准备的四款RPG游戏的测试以及推广
他们所创建的国家的文化。 GameIT创新
教学的游戏风暴项目由Erasmus +战略合作
伙伴计划资助。

华沙大学合作与对话中心
2019-09-25
2019年9月24日华沙大学开设了合作与对
话中心。华沙大学的这个新部门将成为该
大学与社会经济环境之间合作与交流的平
台。中心的开幕伴随着关于大学在塑造公
共生活质量中的作用的辩论。 华沙建立合
作与对话中心以促进学术人员的学术成就
和成功，并与广泛的受众，合作伙伴和外

部机构共享知识和大学研究资源。 中心的
开幕伴随着题为“在广为流传的错误信息
时代：21世纪现代大学和科学在塑造波兰
公共生活质量中的作用”的辩论会。华沙
大学校长Marcin Pałys教授、建立合作与
对话中心的发起人Anna Giza-Poleszczuk
教 授 和 科 学 与 高 等 教 育 部 主 任 A n n a 
Budzanowska博士出席了辩论会。

科学卓越委员会理事会主席
2019-09-26
来自波兰八所大学的科学家领导科学卓
越委员会内的工作团队。 科学卓越委员
会是一个致力于发展波兰科学人员的新机
构，根据《科学宪法》创建。这是为了确
保获得博士学位、特许任教资格、教授
及艺术教授头衔所需的最高科学活动质量
标准。 人文团队由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的
Małgorzata Omilanowska博士主持。 
工程和技术科学团队的主席自位于克拉
科夫的AGH科技大学的Janusz Krzysztof 
Kowal教授； 医学和卫生科学小组由罗兹
医科大学的Adam Janusz Dziki教授领导； 
农业科学团队将由来自奥尔什丁瓦米亚-马
祖里大学的Jan Franciszek Jankowski教
授负责； 社会科学团队由弗罗茨瓦夫经
济大学的Krzysztof Jajuga教授负责； 科
学和自然科学团队的主席是华沙大学的
Krzysztof Michał Pachucki教授； 神学
科学团队的工作将由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的
Krzysztof Góźdź教授指导； 艺术团队由波
兹南艺术大学的Andrzej Banachowicz教
授负责。

Wiesław Bielawski教授：得益
于《科学宪法》，大学管理将
更加高效
2019-09-26
华 沙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 S G G W ） 校 长
Wiesław Bielawski教授说道：“根据新
法律，校长的职责比以前更大。校长获得
了许多以前分配给其他大学机构的能力。
这伴随着巨大的责任，但是我坚信，由于
有了新的特权，管理将更加高效。” 华
沙生命科学大学负责人专门讨论了《科学
宪法》的实施带来的变化。新法案的规定

自2018年10月起生效，但只有2019/2020
学年才对大学的运作带来显着变化。 据
Wiesław Bielawski教授说，最重要的变化
包括在博士学校内部建立新的博士生教育
模式，为杰出的教学方法开辟新的学术职
业道路，大学有可能基于稳定的奖学金制
度，发展双重学习和实践教育，同时保持
免费学习的原则来制定自己的学术人员发
展战略。

热舒夫科技大学与柳工德斯塔
机械有限公司合作
2019-09-27
热舒夫科技大学与柳工德斯塔机械有限公
司（Liugong Dressta Machinery Sp。）
签署了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促进了科学和
商业中心之间的经验交流与合作。 合作将
充分利用其可能性和经验，从而使科学和
商业中心之间能够进行最佳合作。在协议
中，双方承诺特别在以下领域进行合作：
在斯塔洛瓦沃拉和包括在中国在内的柳工
资本集团旗下的其他公司和工厂中进行科
学研究，研发工作，培训，学徒制和学生
实习，并通过热舒夫科技大学满足柳工机
械的需求。 柳工德莱斯塔机械有限公司
是重型建筑设备和功能强大的机器的制造
商，它们用于最苛刻的应用，包括矿山装
载机，推土机或管道层。

戈尔佐夫学院将与戈佐夫省医
院合作
2019-09-27
戈尔佐夫学院与当地的多学科省立医院签
署了一项协议，这与学院旨在建立具有实
用性的一级护理研究的意图有关。 根据
合作协议，新任教的学生将在戈尔佐夫医
院进行专业实习，并宣布在基础设施，人
员，教学过程，实习制和研究领域进行合
作。 学院与医院之间的协议是对缺乏护士
的一种补救措施，医院承诺招收学生参加
实习，大学承诺招收培训人员。所签署的
合作也是双方承诺开展合资企业以普及公
共卫生问题的承诺，包括组织会议和实践
研讨会，出版有关该主题的联合文章和科
学专著。



663

波兰大学参加赫尔辛基EAIE博览会
2019-09-27
第三十一届EAIE会议和展览会在芬兰首都
赫尔辛基举行。活动属于世界上最大，最
重要的行业会议之一，每年举办一次。来
自世界各地从事学术交流的大学，机构，
机构和组织的代表在欧洲一个城市开会。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NAWA）强调，
专家和主题爱好者在讨论专家会议时提出
与高等教育，国际化和教育有关的问题。
但是，展览空间是结识新伙伴或保持与合
作伙伴已经建立的合作的好地方。 今年
在“Ready，Study，Go！”的一项共
同任务中多达24所波兰大学与波兰国家学
术交流局一起前往赫尔辛基。波兰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波兰代
表团人数将近60人。 更多信息： https://
www.eaie.org/helsinki.html

成都农业学院与华沙生命科学
大学合作
2019-09-27
2 0 1 9 年 9 月 2 5 日 华 沙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SGGW）接待了中国成都农学院的代
表团。 代表团成员包括：大学副校长李
强和机电技术，金融以及设计学院代表。 
国际合作副校长Michał Zasada教授国
际合作办公室代表兼农业和生物学院代
表，Katarzyna Kucińska博士接到了代表
团。 此次访问旨在建立大学之间的教学和
研究合作，特别是讨论了农业文凭计划下
的合作问题。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LEGO 
教育创新工作室
2019-09-27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是波兰唯一建立
LEGO®教育创新工作室学术中心的大
学 。 学 术 中 心 是 一 个 集 学 习 ， 工 作 和
娱乐的空间为一体的机构。工作室是与
Akces Education公司合作创建的，公司
捐赠了数十套乐高模型。 副校长Marek 
Nawrocki教授说道：“我们希望它成为
整个大学都可以使用的工作室（...）通过
游戏和元素之间的关系分析来教孩子们

有趣的事情很重要。我们已经在现阶段
考虑未来，良好的求职者，能够培养在
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进行创新思考的员
工。” 中心包括热传感器，与气动相关
的距离，光强度。他们将能够用来学习
数学和物理学的概念，以及学习编程。 
更多信息： https://amu.edu.pl/dla-
mediow/komunikaty-prasowe/nauka-
z-klockow-lego-na-uam

华沙医科大学加强与华沙地区
医学会的合作
2019-09-30
华沙医科大学与华沙地区医学商会签署了
意向书，合作旨在改善在医疗自治和牙科
政策领域的教学与开发以及科学，研究和
实施联合项目方面的现有合作伙伴关系。 
在科学与医疗自治活动之间的接口上进行
合作，可以确保您将知识和实践的有效结
合有效地应用和实施对社会有价值的项
目。 合作双方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其中包
括参加联合的科学，研究和开发项目，包
括联合组织专门的牙科问题科学会议，涉
及医学自治的任务和活动；科学建议和咨
询；促进共同制定牙科政策项目。

工业发展局奖励职业学校学生
毕业论文
2019-09-30
工业发展局管理委员会对适用于与企业管
理，重组和创新相关的最佳硕士，学士和
工程学论文的作者颁发了奖项。 颁奖典
礼出席者包括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长Jarosław Gowin和公共职业大学校长
会议主席Witold Stankowski教授。 科学
和高等教育改革的优先事项之一是《科学
宪法》，目的是使职业学校的教育条件适
应雇主的期望，从而增加毕业生在劳动力
市场上的机会。副总理Jarosław Gowin
说，这项改革加强了那些法律手段，使大
学能够对现代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变
化的需求作出充分的反应。 获奖者名单
为： 硕士论文： 来自沃姆扎国立信息技术
与创业大学的Ewa Wnuk的 “设计和研究
具有注册工厂中选定的重要参数功能的智
能服装”论文。 学士学位论文：

1 . 来 自 国 立 高 级 职 业 学 校 K a m i l a 
Oklejewicz的“以XYZ公司为例，能力模
型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论文；
2.来自奥斯威辛国立职业大学的Witold 
Pilecki的 “生活用水处理过程中的质量管
理”论文；
3.来自沃姆扎国立信息技术与创业大学的
Julian Skowroński “自动机器人的原型，
用于处理仓库和装卸区之间的托盘移动”
论文。

格但斯克大学与Energa S.A合作
2019-09-30
格但斯克大学已与Energa S.A.签署了合
作协议。合作将以交换科学技术信息和文
献，出版和研究文献，以及组织联合的教
育和科学项目的方式进行。 合作协议规定
为Energa S.A.的需求开发分析，专业知识
和意见，交换科学和技术信息和文献，出
版和研究文献，以及各方合作以及组织讲
座和培训产生的研究成果。 签署方还同意
在组织科学会议，专题讨论会和其他形式
的知识和经验转让方面进行合作，并有可
能通过Energa S.A.为学生组织实习生，以
及联合开展科学技术和研发项目，以及共
同使用研发设备和科学仪器。

华沙与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联
合科学研究计划
2019-09-30
2019年9月30日华沙中央商学院与弗罗茨
瓦夫经济大学的新联合研究计划将启动。
两所经济大学都组织联合赠款竞赛。 华沙
中央商学院校长 Marek Rocki教授和弗罗
茨瓦夫经济大学校长Andrzej Kaleta教授
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宣布了他们将合作进行
联合科学研究的意愿。合作的目的是丰富
一门或多门科学学科的知识，聘用学术教
师的科学发展，并采取旨在实施由外部资
金资助的研究项目的未来行动。 要申请赠
款必须成立一个团队进行联合研究，由至
少四名但不超过十名在SGH和UEW任职的
学术教师组成，一所大学的员工参加不少
于40名％。计划为一项研究项目的实施提
供24000兹罗提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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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思想中心为华沙的学生提
供奖学金
2019-10-01
截止2019年10月10日可以申请华沙精神
思想中心为学生提供的奖学金。 奖学金计
划的对象是在华沙学习并在科学，体育，
艺术方面取得了成功，或者在经济困难的
情况下也有社会参与（每个家庭成员的月
净收入不超过1500兹罗提）。 奖学金可
通过formularze.centrumjp2.pl进行线上
申请或邮寄至精神思想中心地址：Foksal 
街道11号。 更多信息： https://www.
centrumjp2.pl/stypendia/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在世界高等
教育排名前1000名中
2019-10-01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是唯一一所在最新一期
享有盛名的《时代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
名中的科技大学，是波兰四所最好的大学
之一，位列世界前1000名。 在波兰的400
余所大学中，雅盖隆大学、华沙大学、密
茨凯维奇大学与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一起
跻身全球前1000名。格但斯克技术大学
的学习成绩在波兰大学中名列前茅，位居
1000+以上。 世界大学排名是大学中最受
尊敬和最能形成意见的排名之一。根据五
个方面对机构进行评估：教育，国际化，
科学研究，引文和出版物索引以及与企业
的合作。

来自利沃夫的学生开始在瓦尔
米亚-马祖里大学大学学习
2019-10-01
奥尔什丁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一直在与利
沃夫理工学院实施一项协议，根据合作协
议乌克兰学生将来到波兰。另一组学生体
刚刚开始在奥尔什丁接受教育。 来自奥尔
什丁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政治科学研究
所的Teresa Astramowicz-Leyk教授解释
道：“这是利沃夫国立大学利沃夫理工学
院与奥尔什丁瓦米亚-马祖里大学签署的一
项关于学生联合教育的项目。 合作在政治
科学领域的政治研究所实施。 我们已经签
订了一份硕士学位双学位的合同。” 双方

计划在奥尔什丁和利沃夫大学之间就联合
本科教育开展合作。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成为国际著
名组织AACSB成员
2019-10-02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已成为全球经济大学协
会AACSB高级商学院联合会成员。 大学
获得了 4-5年的认证。 AACSB认证既是机
构认证，也是教育和计划认证。 一个国际
专家团队将评估与管理和经济学相关的科
学活动的内容，包括那些将工程学和社会
科学相结合的科学活动。 目前，来自50多
个国家/地区的820家机构获得了AACSB认
证，其中来自美国的531所大学包括麻省
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获得了认
证。 如今，组织的成员数量已超过来自世
界各地的1600个单位。

华沙航空学院之夜
2019-10-02
隶属于Łukasiewicz 研究网络的航空学院
邀请各位参加一个教育性的夜间活动-航空
学院第十晚。今年活动的主旋律将是探索
太空的秘密。活动将于2019年10月11日在
华沙航空学院举行。 据航空学会称，此次
活动的特别嘉宾将是Artur Chmielewski，
他是波兰工程师，太空任务经理，在加利
福尼亚航空航天局推进实验室（NASA）
工作。他与著名的罗塞塔（Rosetta）
项目以及伽利略（Galileo），尤利西斯
（Ulysses）和卡西尼-惠更斯（Cassini-
Huygens）任务以及美国宇航局组织的当
前任务一样，分享了他的工作细节。 活动
将接待来自学生科学界，技术大学和许多
机构的爱好者，例如波兰航天局，波兰科
学院的空间研究中心和哥白尼科学中心。
展示波兰对太空探索的贡献以及波兰工程
师的成功，包括在设计火箭，火星探测器
或太空探测器。 更多信息： http://www.
nocwinstytucielotnictwa.pl/

维斯杜拉金融与商业学院与
Centria应用科学大学签署协
议
2019-10-02
华沙维斯杜拉金融与商业学院与另一所
外国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已达成
双重文凭协议拥有芬兰应用技术中心大
学双学位。 协议适用于本科研究：管理
学士学位、维斯瓦企业管理专业、森特里
亚大学商业管理学士学位、维斯瓦拥有计
算机工程学士学位和森特里亚大学拥有信
息技术学士学位。 参加该计划的学生将
能够在合作伙伴大学学习两个学期，因此
可以从两个机构获得学士学位。 Centria
应用科学大学是一所国际大学，在芬兰西
海岸的三个城市：Kokkola，Ylivieska和
Pietarsaari经营。具有广泛的研究领域，
从企业管理到环境化学和技术，IT和护理。
大学侧重于教育的实践层面。培训以英语
进行。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与华沙中
央商学院研究竞赛
2019-10-02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与华沙中央商学院研
究竞赛正在组织一项大学生互助研究竞
赛，这些竞赛是由大学为其研究和教学人
员提供的。计划为一项研究项目的实施提
供24000兹罗提的补助。 项目旨在丰富一
门或几门科学学科的知识，参与大学聘用
的学术教师的科学发展，并采取进一步行
动实施由外部来源资助的研究项目。 申请
阶段从9月30日开始。要申请补助必须成立
一个团队进行联合研究，研究团队应至少
由两所大学的四名但不超过十名的学术教
师组成，其中一名员工的参与率不得低于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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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
在东方和亚洲市场的发展
2019-10-02
格但斯克大学将实施“ SEA-SEE透视法从
海事角度看法律：促进格但斯克大学法学
院和行政学院在东方和亚洲市场”项目。
国家学术交流局国际促进计划为项目提供
了资金。 项目假设实施一场宣传和信息运
动，鼓励外国候选人在格但斯克大学法律
与行政学院进行教育并交流学术人员。项
目实施包括：综合项目，网络活动，信息
和促销活动，电影，多媒体和传统信息和
促销材料。 项目将通过网络活动和激活现
代有效地促进教学和科学提供来吸引外国
候选人来研究，并加强学术人员尤其是乌
克兰，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交流。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
PROMINENCE项目合作伙伴
2019-10-02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与六所欧洲大学共同实
施了PROMINENCE通过跨文化的能力和经
验促进正念相遇国际项目。 项目旨在改善
跨文化交流领域的学生的教学过程，以便
为中小型企业的国际化流程的设计和实施
提供充足的毕业生以丰富劳动力市场。 其
假设中的突出之处是指欧盟关于高等教育
的关键政策目标，这为教师，学生和雇主
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这是该大学的
信息。 项目合作伙伴是：芬兰Seinäjoki
应用科学大学、德国阿沙芬堡应用科技大
学、保加利亚瓦尔纳经济大学、斯洛伐克
布拉迪斯拉发经济大学、法国萨瓦伊·勃
朗峰大学和匈牙利德布勒森大学。

奥尔什丁跨学科创业学院
2019-10-03
奥尔什丁瓦米亚-马祖里大学商学院实施的
第三届“跨系创业学校”计划的招募第一
阶段将持续至2019年10月16日。 商学院是
波兰唯一面向所有大学系的学生和博士生
的学院，免费为学生准备业务。学院将展
示如何成立一家初创公司，如何专业地准
备一份商业计划。所有这些都是在自己经
营业务的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完成的，他们

将是聆听者在准备最终将要引入市场的所
有文档和业务模型时的指导者。 学院院长
Bogdan Włodarczyk教授说道：“商学
院是为那些对商业感兴趣或已经对某项业
务有想法的本校学生和博士生而设，还将
照顾那些希望将其商业化的研究项目。”

雅盖隆大学毕业生获得波兰期
末医学考试的最佳成绩
2019-10-03
雅盖隆大学毕业生获得波兰期末医学考试
的最佳成绩 医学考试中心已经发布了医学
期末考试秋季版的结果。 雅盖隆大学大学
医学院的医学毕业生再次在波兰所有医学
院中获得了最好的成绩-第一次和最近两年
在两个基本，数量最多的类别中（总共约
95％参加考试的学生）。 最近两年毕业的
学生平均获得140.18分，而初次学习的学
生平均获得139.77分，分别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8.74和9.47分。 在最后一个类别中，
有97％的人通过了考试。共有640名毕业
生参加了考试，其中594（93.0％）人获得
了积极的成绩。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获得
1100万兹罗提拨款以实现教育
现代化
2019-10-03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是23个科学中心之
一，这些科学中心都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
的运营计划“知识，教育，发展力量3.5”
中获得了资助。大学获得了1100万兹罗提
的资金，以实现其教育课程现代化和管理流
程的计算机化。 国会议员Jacek Żalek代
表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将支票交给了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
学当局。 Jacek Żalek说道：“祝贺比亚
韦斯托克科技大学获得这么大的一笔款项。 
《科学宪法》使大学得以开展业务。 波德
拉谢的大学发展很快，以至于它们很快将成
为该地区的领先企业。知识潜能的不断发展
为我们的经济摆脱中等发展的陷阱提供了机
会。通过关注作为我们最大资本的新技术和
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我们将能够满足动态
发展的文明的要求。”

什切青海事大学与气象与水管
理研究所合作
2019-10-03
什切青海事大学开始与气象和水管理学院
（IMGW）合作。合作协议合由研究所所
长Przemysław Ligenza博士和海事大学校
长Wojciech Ślączka教授。海上经济和内
陆航行部长Marek Gróbarczyk参加了合
同签署仪式。 协议除其他外规定共同执行
研究项目，交换科研人员，对博士生进行
教育，并在科学期刊上联合出版。做出合
作的决定是对进一步发展双方潜力的责任
感。 Wojciech Ślączka教授说道：“尚无
人将什切青海事大学与IMGW联系起来，
但是水管理是共同点。这是学术中心与具
有商业性质但也符合公共利益的机构之间
密切科学合作的另一个例子。”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将与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
2019-10-03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与中国杨凌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文件是在波
兹南大学生物中心的丝绸之路农业教育与
研究创新联盟（SAERIA）论坛上签署的。 
备忘录由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教授Jan 
Pikul教授和农林大学大学校长吴普特。 合
作将涵盖教学法和科学研究领域，包括交
换学生和研究人员以及共同研究项目。 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于1934年，是中国最
大的农业大学之一。 目前它有30000多名
学生和5000多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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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尔代表团访问华沙生命
科学大学
2019-10-03
2019年10月1日华沙华沙生命科学大学接
待了来自塞内加尔的代表团。代表团成员
为塞内加尔供水与污水处理部长Serigne 
Mbaye Thiama、塞内加尔的水和污水
处理部水资源管理与规划主管Niokhor 
Ndour、塞内加尔驻波兰大使Amadou 
Dabo。 代表团参观了土木与环境工程
学院的水中心并参加了关于水的专家研讨
会，商业和学术中心的研讨会。 国际合
作副校长Michał Zasada教授、国际合
作办公室代表，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代表 
Jarosław Chormański与代表团进行了会
晤。 双方会晤期间讨论了大学的教学方案
和为塞内加尔水和污水处理部的雇员组织
短期培训的可能性。

格丁尼亚海军学院与Energa 
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2019-10-04
格丁尼亚海军学院与Energa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协议。大学的目标是在
教学与教养，研究与开发以及安全科学，
组织和管理学科的研究与开发领域中的教
育，科学，文化和环境合作。 合作将通过
科学院根据对Energa集团的需求和劳动
力市场的期望的分析准备教育实施。签署
方希望一起组织培训，会议，研讨会和讲
习班。 双方都期望高效有效地执行任务以
刺激Energa集团的发展，增强人的潜力
并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合作协议旨在提高
Energa集团员工的教育质量，并增强对国
家安全，公司环境和员工自身安全的认识
和责任。

新松奇大学成立医学模拟中心
2019-10-04
医学模拟中心国家高级职业学校（PWSZ）
成立了医学模拟中心，以提高护理和急诊
医学领域的教育质量。 新松奇医学模拟中
心包括救护车，设备齐全的医疗室，医院
急诊室和患者病房，现代幻影在其中扮演
患者的角色。 根据学校介绍，本科学习的

16个科目、硕士研究的8个科目将在医学模
拟中心进行。 学生将首次在体育文化学院
学习内部安全，并在教育学院学习学前和
早期教育。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与东京
芝浦工业大学进行联合研究
2019-10-04
波 兰 国 家 学 术 交 流 局 宣 布 了 参 加 “ 
Catamaran-联合第二学位研究的准备
和实施”申请的结果。克拉科夫AGH科
技大学获得了启动能源与环境工程新研究
领域的资金，将与东京芝浦工业大学一起
实施。 由Janusz Szmyd教授领导的团队
的“为能源与环境工程领域的欧洲资格框
架第七级双文凭课程的学习计划的准备项
目”获得了691400兹罗提的资助。Janusz 
Szmyd教授是AGH科技大学与日本合作
的协调员，并且已经与日本著名大学合作
了30年。 “ Catamaran”计划是国家学
术交流局项目“通过创建和实施国际学习
计划来支持波兰大学的机构能力”的一部
分。

克拉科夫经济大学新研究生课程
2019-10-04
2019年10月26日起克拉科夫经济大学将
开设银行和数字金融新研究生课程。 由
银行学系进行的研究的目标是让金融部
门的专家参与进来，以培养高素质的专家
在商业和合作银行，金融科技领域的公
司以及金融中介和咨询机构中工作。 学
生能够在学习期间了解到技术变化和数字
化的影响下获得有关金融和银行市场上
出现的新趋势和新过程的知识。 更多信
息： http://ip.uek.krakow.pl/studia-
podyplomowe/studia-podyplomowe-
studia-podyplomowe-bankowosc-i-
inanse-cyfrowe/  

2019 SYNERGIA项目支持波兰
与乌克兰年轻人的合作
2019-10-04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设计系获得
了比得哥什市和库亚维亚-波美拉尼亚省办

公室拨发的资金用于实施“SYNERGIA比
得哥什-赫梅利尼茨基 2019”项目。 项目
旨在支持波兰和乌克兰年轻人的直接接触
与合作。比得哥什大学设计系和室内建筑
系的学生和员工准备了作品，这些作品在
赫梅利尼茨基（乌克兰）地区艺术史博物
馆的展览中展出。 年轻的讲师与两国的青
年和学生将进行讲习班，以使参加者融合
在一起。学生们前往乌克兰将进行交流思
想和观点的机会，学生们也将展示自己在
雕塑，素描，绘画或设计领域的艺术作品
的机会。

格丁尼亚海事大学与欧洲海洋
网络快递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2019-10-07
格丁尼亚海事大学将与欧洲海洋网络快递
公司合作。合作协议由格丁尼亚海事大学
科学副校长Ireneusz Czarnowski教授与欧
洲和非洲地区董事总经理Jotaro Tamura
共同签署。 合作协议旨在加强长期的相互
关系，从而在对格丁尼亚海事大学的学生
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利用海事运输和物流
部门代表的知识和技能。 合作协议还提供
了联合研发活动，并为学生提供了通过海
洋网络快递公司组织的实习获得实践经验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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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新学年就职
典礼
2019-10-07
超过13500 人将于10月3日参加在克拉
科 夫 科 技 大 学 的 新 学 年 就 职 典 礼 其 中
四千人是新学年招收的本科学生。 波
兰总统Andrzej Duda和总理Mateusz 
Morawiecki说道：“我们在特殊的时间
里庆祝我们大学的独特开学典礼，高等教
育英语和我们大学的动态变化。” 副总理
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
在参加就职典礼时说道：“感谢科技大学
《科学宪法》所载的高等教育改革的最终
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副总理兼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指出，如
果学术界报告了这种需求，那么科学部愿
意修改这一法案。科技大学面临的特别重
要的挑战，即利用博士学位学校的发展机
会，甚至更有效地发挥大学对波兰经济的
推进功能。政府将从预算资金中增加对波
兰科学的资助。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数字化时代
2019-10-07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近280000的数字化
项目即将完成。其中包括技术杂志，建筑
报告，照片和底片。 自1948年以来出版
的波兰杂志经过扫描和处理,标题是宝贵
的研究资源，并且是国家遗产的重要内
容，说明了波兰科学多年来的发展及其对
世界科学的影响。数字化和开发将确保安
全的长期数字存储和归档，并且在下一阶
段将允许广泛访问资料。 开发的材料还
与人们广泛理解的建筑和考古问题有关，
并创建了波兰历史遗迹的独特文献，尤
其是下西里西亚的文献。研究包括技术
杂志和建筑报告，以及照片的底片。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na-pwr-dobiega-konca-
wielka-digitalizacja-11347.html

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家赢得贝多
芬生命竞赛
2019-10-07
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家实施的两个波兰-德国
项目获得了由国家科学中心与德国研究界
共同组织的贝多芬生命竞赛资助。 波兰-德
国团队实施的10个研究项目将获得资助。
获奖者中有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生物与环境
保护学院的两名科学家。 Marek Marzec
博士将实施“通过使用大麦突变体了解麦
角内酯在植物对干旱胁迫的反应中的作
用”项目； Miriam Szurman-Zubrzycka
博士将实施“复杂的DREAM和NAC-植
物对由遗传毒性因素引起的胁迫的分子机
制”项目。 贝多芬生命竞赛是贝多芬经典
比赛的补充赛，比赛不涵盖生命科学领域
的主题应用范围。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访问
罗兹科技大学
2019-10-08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访问了罗兹科技大学。在访问结束
时他总结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与罗兹科技
大学的合作。 对罗兹科技大学有最大影响
的是目前正在建设中的化学学院的。 副
总理Jarosław Gowin说：“罗兹科技大
学是波兰发展最快的大学之一。” 炼金
术的建造始于2018/2019年初，Jarosław 
Gowin出席了于2019年5月在建筑物基础
上奠下象征性基石的仪式。 第一阶段建设
将于2020年8月完成。将建立一个会议和
教学中心，会议厅可容纳500人，将是最重
要的大学庆典活动的举办地。第二阶段的
教学楼将在2021-2024年建成。

波兹南经济大学科学家研究针
对工作和家庭的社会政策
2019-10-08
来自波兹南经济大学劳动和社会政策系的
Piotr Michoń教授的“面向工作和家庭的
当代社会政策-教育和研究”项目获得了研
究资金。 国家学术交流局“学术国际伙伴
关系”计划为项目拨发了资金。资金为150
万兹罗提，将用于支持与外国合作伙伴的

研究和科学出版物，提高研究活动的质量
和认可度，以及提高员工的教学能力。 项
目将与11所外国大学共同实施，包括来自
德国，挪威，瑞典，美国，英国和俄罗斯
的大学。

“国家学术代表”项目
2019-10-08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启动了 “国家学术代
表”的新项目。学生运动员将在教育过程
中得到支持。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长Jarosław Gowin在波兰奥林匹克委员
会总部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道：“项目将作
为全国学术代表大会的一部分，支持对学
生进行教育的过程，使他们能够从事体育
事业和学术教育的并行发展。” 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补充道：“有时这些运
动员有必要离开跑步机或球场，并开始这
项运动之外的工作。 在这样的时刻良好的
教育可以证明是极其宝贵的。”

波兹南科技大学与桑坦德大学
项目合作
2019-10-08
波兹南科技大学将与桑坦德大学项目中
进行合作。波兹南科技大学校长Tomasz 
Łodygowski教授和桑坦德大学项目波兰主
任Wojciech Leśniewski签署了关于扩大合
作范围的协议。 桑坦德大学是波兰桑坦德
银行和桑坦德集团的重要社会参与项目之
一。这是最大的由私人公司资助的支持高
等教育的计划。自2005年以来，该计划奖
学金已超过360000兹罗提。 波兹南科技大
学自2012年以来一直参与该项目，在此期
间开展了许多活动。为最优秀的学生和博
士生提供奖学金和奖励，前往TrepCamp
和Babson College全球发展项目的学生旅
行，为学生组织提供助学金，太阳能汽车
联合融资以及有抱负的企业家竞赛。 更多
信息： https://www.put.poznan.pl/pl/
aktualnosc/kontynuacja-wspolpracy-
z-santander-universid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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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气候大学”
2019-10-08
华沙大学校长Marcin Pałys教授宣布成
立应对气候和生态危机的咨询小组。小组
将以“华沙气候大学”的名义运作，小组
的任务是制定大学可以采取的气候行动策
略。 华沙气候大学由华沙大学学术界的14
名成员组成。他们既是学术和行政人员，
又是学生和博士生的代表。小组将讨论与
应对生态和气候危机有关的问题并讨论与
该现象有关的华沙大学的社会责任问题。 
计划包括确定需求和开发方法以减少大学
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将与科学家和学术界
其他成员以及企业家，非政府组织以及州
和地方政府的代表合作。团队的任务之一
也是为各个华沙大学单位准备职位和建
议。

热舒夫大学互动展览探索性展览
2019-10-09
热舒夫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通知
道：“热舒夫大学邀请各位参加互动展览
的仪式性开幕式，展览将于2019年10月12
日星期六举行。” 展览开幕式将在 8:45
在A0大楼Stanisława Pigonia 街道1号举
行。 在展览中可以查看新展览如何发挥
作用，以带来有关自然（哺乳动物和鸟类
的神秘生活）和废物管理的生态方法的知
识。 还可以使用增强现实技术独立执行实
验。

斯洛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大学获
得超过2000万资金
2019-10-09
斯洛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学院已获得超过
2000万兹罗提的发展资金，其主要目标是
提高其科学和教学潜力。 资金将用于在精
密科学，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以及数字人
文科学解决方案领域中配备和创建新的实
验室，从而为学院基础设施的发展分配资
金。 将在波美拉尼亚建立创新环境研究跨
学科中心-InterPom，波美拉尼亚数字人
文科学中心，波美拉尼亚数字人文科学中
心，监测人口和关键基础设施威胁的学术
中心以及多元文化和社会包容性研究中心 

自己还将用于建立一个Active 5 PLUS学院-
一个项目，以支持与健康有关的活动（促
进儿童和年轻人的体育活动），促进学术
传统，波兰文化和语言。

“天主教大学在现代世界中的
作用” 国际科学会议
2019-10-09
2019年10月24日在华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成立20周年之际将举行一
次国际科学会议，专门讨论天主教大学
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 副总理兼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将主
持活动、副总理兼文化和国家遗产部长
Piotr Gliński教授出席了活动。 活动期间
Michał Kleiber教授将介绍科学和大学在
现代世界中的作用。 Wojciech Góralski
博士将介绍天主教大学在科学界的作用，
以及Stanisław Dziekoński教授将展示为
华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未来现代
大学。 会议期间，斯洛伐克希腊天主教大
主教Jan Babjak和佐治亚州第比利斯的苏
尔汗·萨巴·奥贝里亚尼天主教大学校长
Vaja Vardidze教授将致辞讲话。

比得哥什科技与生命科学大学
国际项目
2019-10-09
比得哥什科技与生命科学大学实施了“ 
EcoSET生态，科学，教育和技术；比得哥
什科技与生命科学大学在科学和教育领域
的国际化”项目。活动是在国家学术交流
局的国际学术伙伴计划之下进行的。 项目
旨在提高比得哥什大学的科学研究和教育
领域的国际化水平。项目的范围包括以下
学科的联合研究活动：土木工程与运输，
建筑与城市规划以及动物园和渔业。 项目
由西班牙贝拉内政大学、葡萄牙塔勒顿州
立大学、美国阿达纳科技大学、土耳其大
学、意大利莫利塞大学、德国吉森大学和
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共同实施，项目获得了
近200万兹罗提的实施资金。

统计领域最佳硕士和博士学位
论文竞赛
2019-10-09
中 央 统 计 局 （ G U S ） 邀 请 给 我 参 加
2018/2019学年统计领域最佳硕士和博士
学位论文的CSO总统大赛。 比赛旨在选择
统计学领域的最佳硕士学位论文和最佳博
士学位论文，并普及有关统计学及其信息
资源的知识。 部分涉及统计学领域硕士学
位毕业生可以参加最佳硕士学位论文类别
比赛、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可以参加有关最
佳博士学位论文类别。 可以在2018/2019
学年在公立和私立大学答辩的统计学领域
的硕士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获得积极评价
（论文应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进行答
辩）。作品作者、大学或作品的发起人可
以在作者的同意下提交比赛作品。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获得
1300万波兰兹罗提资金
2019-10-10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获得了波兰国家研
究与发展中心拨发的1300万波兰兹罗提。
据比亚韦斯托克Akadera电台报道，近
900万兹罗提将用于牙科部门的现代化建设
和开设新课程。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的
Teresa Siepińska博士解释道：“首先，
我们将介绍在线学习，在研讨会和讲座领
域完全不同的学生教育模式。然后，我们
将打开一个新的方向：牙齿卫生。我们还
将制定有关CAD / CAM系统的培训计划，
因为打印是修复义齿的新方法。到目前为
止，我们还没有这种方法，这就是我们想
将其引入课程中的原因。” 近450万兹罗
提将转移到医科大学的国际化部门。 比亚
韦斯托克医科大学将有更多机会在亚洲，
美国和加拿大市场上崭露头角。还将创建
一个移动设备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将允
许与来自国外的科学家英语和学生进行交
流。

奥尔什丁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
博士学院
2019-10-10
28名学生将在奥尔什丁瓦尔米亚大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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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里大学根据新的高等教育法设立的博士
学校开始接受教育。博士学校的教育是为
了使博士生在论文答辩后获得研究和科学
职业所需的技能。 博士学校校长Paweł 
Brzuzan教授在接受电台访问时表示：“
博士学校被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教学功能。
其中一种我们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科学研
究。” Paweł Brzuzan教授补充道：“学
校为博士生提供空间，任命论文导师，这
是基本的区别。 目前，博士学校正在取代
博士学位。 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
是某种质的改变，重点将放在研究和质量
上。 因此，最大的责任将在未来的发起人
和纪律委员会一方。”

第二届Iwanowska奖学金项目
2019-10-10
如果您是一名博士生，想接触一些明星并
发展自己的科学事业，我们鼓励您申请参
加Iwanowska奖学金项目。 获得奖学金的
人士将前往世界上最好的中心。 根据奖学
金计划，博士生可以在申请人选择的国家/
地区的外国中心参加博士学位研究。 这样
的科学停留可能持续3到12个月。 奖学金
金额最高可达12万。 当年轻的研究人员在
配偶及其子女陪同下，以及在残疾人的情
况下，在其监护人陪同下，计划将提供特
殊资金。 第二届申请将一直接受到2019年
12月18日。首次出国计划将从2020年9月
开始。 更多信息： https://nawa.gov.pl/
naukowcy/program-im-iwanowskiej

哥白尼大学“开放式科学”项目
2019-10-10
托伦哥白尼大学获得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
授予的项目实施资金。 开放式科学是指
使用尽可能多的媒体来下载，处理和分发
科学内容。据此，独立研究人员都无法复
制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出版物的大多数结
果。这个问题主要涉及自然科学，其中科
学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记录方法论和
收集部分数据。 项目旨在加强与知名研
究中心的合作。项目研究成果将在Open 
Access期刊上公布。

杰出科学家将从美国返回格但
斯克科技大学
2019-10-11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技术物理与应用数学系
毕业生、耶鲁大学前任讲师、纽约哥伦比
亚大学医学中心放射肿瘤学副教授Mark 
Maryański将作为波兰回归计划的参与者
重返格但斯克科技大学。 Mark Maryański
是基于激光凝胶体层摄影术的电离辐射三
维剂量测定的发明者，其中辐射诱导的聚
合反应导致形成可热可逆的三维图像，这
些三维图像可测量辐射剂量。它是诊断严
重疾病的最现代和创新的方法之一，在现
代医学中极为有用。 波兰回归计划使杰出
的波兰科学家能够返回波兰并在波兰的大
学，科研机构或研究机构工作。 更多信
息：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ontent/znakomity-naukowiec- i -
wynalazca-wraca-z-usa-na-pg

格但斯克大学获得近32万项目
资金
2019-10-11
格但斯克大学将实施“国际友好大学”项
目，国家学术交流局为项目拨发了近32万
兹罗提资金。 项目的设想是采取综合行动
以支持格但斯克大学在国际化过程中的机
构能力，并为学术界和大学的基础设施做
准备，以接受和服务学生，外国工作人员
以及国际合作伙伴。 项目的实施在准备
学术团体和日常运作方面，提高大学作为
适应国际环境的中心的潜力。大学作为一
个有吸引力的学术中心的运作将影响波美
拉尼亚乃至整个国家的积极看法，并影响
波兰在世界投资地图上的吸引力的增加。 
更多信息： https://ug.edu.pl/media/
aktualnosci/90995/w_listopadzie_
rusza_projekt_university_gdansk_-_
international_friendly

华沙医科大学大学牙科中心开幕
2019-10-11
10月9日星期三华沙的Banach校园内华沙
医科大学大学牙科中心举行了开幕典礼。

这是波兰最大的牙科中心，也是波兰医科
大学中最现代化的牙科中心。 华沙医科大
学校长Mirosław Wielgoś教授在开幕典
礼时说道：“我们在华沙医科大学正式开
始牙科的新纪元。大学牙科中心的工作，
大楼充满了生命，自10月初以来，我们一
直在这里教育学生，我们治疗病人。华沙
医科大学将继续发展牙科两个多世纪，因
为在这座宏伟的建筑中，医学和牙科学院
拥有出色的运营条件。” 大学牙科中心用
于教育医务人员，开展科学研究和治疗患
者。中心是一栋七层高的建筑，可用面积
近八千平方米。中心提供高质量的教学，
为最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创造了全新的条
件。

罗兹大学智能技术混合器中心
2019-10-11
罗兹大学管理学院成立了智能技术混合器
中心，中心将负责解决人工智能（AI），
物联网（IoT），区块链，增强现实（AR）
和虚拟（VR）问题。 中心的创始人和负
责人是该大学数字技术领域的专家之一
Dominika Kaczorowska-Spychalska博
士。 据罗兹大学促进办公室称，该中心将
对AI，IoT或AR等技术的动态及其使用可能
性进行研究和分析。还将根据欧盟数字单
一市场战略和实施这些技术的国家战略的
主要假设，采取一系列行动，以促进数字
化转型和相关智能技术的观念，并克服与
之相关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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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获得近
150万波兰兹罗提资金
2019-10-14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的九个项目在“
最好中的最好的 4.0！“计划中获得接近
150万兹罗提的奖金，资金将用于实施计
划，测试和参加比赛。 PWr太阳船队的
学生获得了最多的资金，他们正在研究配
备光伏板和水翼的单人船。团队将参加在
美国和荷兰举行的国际太阳船竞赛。 学
术航空俱乐部成员参加一系列世界范围的
无人驾驶和自动驾驶飞机竞赛，在国际竞
赛，会议和展览会上展示KoNaR机器人
科学圈的创新构造，以及通过参加美国
国际太空港竞赛来提高PWr In Space科
学圈成员的能力水平2020年世界杯。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poltora-mi l iona-dla-
najlepszych-studentow-z-pwr-11350.
html

奥波莱大学专业救护车模拟器
2019-10-14
奥波莱大学医学院配备了全套医疗设备的
专业救护车的模拟器，模拟器是大学“ 
Multi-Profile医学模拟中心”设备的一部
分。 医学模拟已成为医科大学教学的标
准。使用这种方法进行教学是使用医学
教育设备进行的现代教育过程，从用于
学习个体医学程序的简单培训员到忠实
反映人及其参数的高级体模和患者模拟
器。 中心目前在ALS高级生命支持和BLS
基本生命支持领域中设有一间房间，一
个技术，外科和护理技能科学实验室-用
作低保真室，而临床和护理室作为模拟
室。 更多信息： http://www.uni.opole.
pl/page/3102/symulator-karetki-dla-
wieloprofilowego-centrum-symulacji-
medycznej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研究人员
参与Franciszek Walczak计划
2019-10-14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Stanisław Tubek
博 士 将 参 与 由 国 家 学 术 交 流 局 管 理

Franciszek Walczak的计划。Stanisław 
Tubek博士将开始与俄亥俄州立大学合
作。 Franciszek Walczak计划是波兰国
家学术交流局和卫生部针对心脏病，肿瘤
学，变态反应学或传染病领域的科学家发
起的一项倡议。该计划允许旅行持续3到
6个月，前往位于美国的最佳医疗中心。
作为三场比赛的一部分，计划为至少100
名波兰医生和科学家提供前往美国的奖学
金。 在第一场比赛中选出了17位获奖者，
其中大多数来自罗兹医科大学和华沙医科
大学。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卫生科学学院
心脏病系的代表是Stanisław Tubek博士。

波兰与中国双边交流计划
2019-10-14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邀请各位申请提交
与中国科学家进行双边交流的申请。 双
边交流计划旨在支持波兰和中国合作伙
伴共同商定并进行的研究项目的实施，
以促进科学家的流动性。 联合研究项
目可能涉及以下主题领域：自然科学，
工程与技术，医学与健康科学，农业科
学。 资金只能用于支付个人兑换的费
用，派出方为研究人员的出行提供资金，
接收方承担从合作伙伴国家/地区离开研
究人员的费用。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项
目融资最高金额为35000兹罗提。 提案
征集将持续到2019年12月3日。 更多信
息： https://nawa.gov.pl/wspolpraca-
i - w y m i a n a - m i e d z y n a r o d o w a /
w s p o l n e - p r o j e k t y - b a d a w c z e /
nabory-2019/wymiana-bilateralna-
pomiedzy-polska-a-chinska-republika-
ludowa-2019

罗兹科技大学将创建5G能力
中心
2019-10-15
罗兹省政府将向罗兹科技大学提供75万兹
罗提的资金用于建立5G能力中心和创建
5G信息和通信门户。 罗兹科技大学校长
Sławomir Wiak教授强调说：“在罗兹地
区ICT集群内聚集了大量专家，而能力中
心和知识门户领域的准备工作已经非常先
进。” 罗兹科技大学已经选择了一个专家

团队，包括来自国外的主管部门和公司的
代表，并且已指定一个空间来构建IT基础架
构。 罗兹科技大学已承诺为基础架构出资
250000兹罗提。

热舒夫科技大学与喀尔巴阡山
省政府签署合作协议
2019-10-15
喀尔巴阡山省政府已与热舒夫科技大学和
热舒夫信息技术与管理大学签署了在实施
ICT系统和电子服务方面的合作协议。 合
作协议旨在充分利用双方的可能性和经
验，这将使科学和公共管理中心在实施ICT
系统方面实现最佳合作。 喀尔巴阡山省政
府将与大学合作实施几个大型ICT项目。其
中包括喀尔巴阡山空间信息系统，第二阶
段的喀尔巴阡山医学信息系统和第二阶段
的喀尔巴阡山公共电子管理系统。这些项
目将提高质量并扩大以电子方式提供的公
共服务范围。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提高跨文化
和语言能力培训
2019-10-15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获得了来自国家学术交
流局“欢迎来到波兰”计划拨发的120000
兹罗提资金。资金将为行政人员组织提高
跨文化和语言能力培训。 大学将实施“
通过对行政人员进行能力培训和实施组织
改进来加深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国际化进
程”项目。项目涉及为员工创建原始的语
言教练计划，在日常工作中将由语言老师
陪同。 计划为院长办公室员工，学生宿舍
和学院的接待人员提供语言培训。为他们
创建特殊的对话卡以促进与学生和外籍员
工的交流。项目将从今年开始实施并将持
续到2021年3月。



671

琴斯托霍瓦人文科学大学“ 
Intranet公司创业精神—网络
战略”项目
2019-10-15
琴 斯 托 霍 瓦 人 文 与 自 然 科 学 大 学 是
Erasmus + Action 2：战略伙伴关系计
划下的“Intranet公司创业精神—网络战
略”项目的合作伙伴，为创新和良好实践
而开展合作。 活动涉及全球化以及当代网
络社会中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频繁变化。结
果将支持有效和充满活力的团队和合作小
组的建设。目标是通过联系人员，商业组
织和教育机构的潜力来提高公司创业领域
的社会能力。 这些目标将通过创新的在线
培训来实现。项目结果可以在组织中用于
培训和发展员工的社会能力。活动协调员
是西班牙技术和教育联盟CIDET。

波兰总统参加红衣主教大学就
职典礼开幕
2019-10-16
波兰总统Andrzej Duda在华沙红衣主
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的就职典礼上
说：“这所大学一直与我所依附的价值
观和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 65年天
主教神学学院的成立了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今年的庆祝活动是独一无
二的。 除波兰总统外，政府代表还出席了
本学年的就职典礼，包括卫生部长Łukasz 
Szumowski、国会议员、以使徒尼古西为
首的外交使团、波兰主教会议的代表、红
衣主教Kazimierz Nycz、华沙大学当局、
地方当局、科学和文化机构的代表。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外科获得
Franciszek Walczak计划
2019-10-16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内分泌和移植外科系副
教授Jarosław Kobiela成为Franciszek 
W a l c z a k 计 划 的 获 得 者 。 J a r o s ł a w 
Kobiela将在将在美国斯隆·凯特琳癌症
中心实习。 Franciszek Walczak计划是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和卫生部的一项联合
倡议。计划参与者将有机会前往美国最好

的医疗中心。这是专业和科学发展的机
会，也是在国际科学环境中获得宝贵经验
的机会，也有助于改善波兰的医疗保健。 
Franciszek Walczak教授被认为是波兰电
生理学的高级专家。他是波兰和国外200多
种出版物的作者和合著者，并且还是许多
专着的合著者。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与
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合作。

华沙科技大学航空研究中心
2019-10-16
华沙科技大学的航空研究中心将在附近
Przasnysz建造。 华沙科技大学获得了欧
盟拨发的3300万兹罗提资金。 中心将建造
一座两层高的实验室大楼，其中包括无人
驾驶飞机，复合材料和涂胶车间，CNC机
床和3D打印机。还将拥有一个用于研究飞
行的研究和数据处理中心，一个无人机监
控系统，飞机和推进实验室，一个测量和
计算机计算实验室以及用于无人系统工作
的机库。 计划今年开始施工并于2020年底
完成。

波兹南经济大学学术技术转移
中心联盟
2019-10-16
波兹南经济大学已加入学术技术转让中
心协议（PACTT），协议是负责知识产权
管理和商业化的大学单位代表的全国性协
会。 PACTT旨在交流知识，经验，操作标
准和良好做法，发展技术转让中心员工的
专业能力，开展科学研究成果商业化合作
以及在公共管理机构，雇主协会和其他从
事创新与科学合作的实体之前共同代表成
员的利益和目标与业务相关。 PACTT中代
表的大学和研究单位可接纳超过65000名
专家和14000项专利申请。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获得近
100000兹罗提
2019-10-16
格 但 斯 克 科 技 大 学 获 得 了 将 近 1 0 0 0 0 0
的资金为实施“在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
外 国 学 生 中 增 加 文 化 多 样 性 ” （ “ 做
出#GUTchoice”）项目。 作为项目的一

部分将启动大使计划，参加计划的外国学
生和在伊拉斯students斯+计划下进行交
流的波兰学生都将被邀请参加。波兰国家
学术交流局为计划提供资金。 计划还将进
行一系列的促销活动和一次专业的摄影会
议，然后将这些材料用于社交媒体和流行
的教育平台上的促销活动中。项目将于今
年实施至2020年7月。

托伦哥白尼大学学生获得波兰
欧莱雅奖项
2019-10-17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物理学，天文学和
计算机科学学院的物理系的学生Beata 
Zjawin是波兰欧莱雅第十九届“面向女
性和科学”计划的获奖者之一。 Beata 
Zjawin将获得每年20000兹罗提的奖学
金。她获得了波兰教育部最佳学生奖学
金，托伦市尼最佳学生奖学金，哥白尼大
学最佳学生奖学金以及享有盛誉的国际奖
学金SPIE光学和光子学教育奖学金。 今
年，来自39个科研机构的144名候选人申
请了欧莱雅奖学金。选择获奖者的依据是
对他们的科学成就，经验以及他们研究的
可能实际运用的评估。

波兰大学在欧洲和中亚地区排
名中名列前茅
2019-10-17
波兰两所大学在EECA 2020地区排名中位
居前十名，其中包括东欧，中欧和中亚的
大学。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排名第六、华
沙大学排名第七。华沙科技大学排名第14
位、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第43位、克拉科
夫AGH科技大学第52为、弗罗茨瓦夫大学
第57位、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第60位。 
自2014年以来新兴欧洲和中亚地区排名开
始发布，是QS世界大学排名的一部分。列
表包括以下指标：学术人员评估，雇主声
誉，员工与学生的比例，国际化，出版物
和引用，以及今年以来首次参加国际研究
网络。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再次获得了
排名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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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在国际排
名中名列前茅
2019-10-18
在2020年新兴欧洲和中亚区域排名中，弗
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在东欧，中欧和中亚354
所大学中排名第43名。在波兰大学排名中
排名第四名。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排名相比
去年提高了一个位置，与2014年的排名相
比提高了14位。 今年弗罗茨瓦夫科技大
学在以下类别中获得了最好的成绩：参与
国际研究网络（43个评位），科学出版物
（46个），雇主间的声誉（48个）和学术
人员评估（49个）。 更多信息： https://
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
rankings/eeca-rankings/2020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将与德
克萨斯州大学合作
2019-10-18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与美国德州理工大
学健康科学中心埃尔帕索签署了合作协
议。 合作协议主要涉及促进教职员工和学
生的交流，支持教学，研究和开发方面的
合作以及支持学术材料和出版物的交流。 
该、协议还为两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学生
提供了丰富文化和知识的机会。 协议有效
期为3年。 经双方确认后协议可再延长3
年。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欧洲委员
会“无国界科学”会议
2019-10-18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区域联络点邀请各位参
加10月21日至22日举行的“西里西亚科学
无国界”会议。来自欧洲委员会，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的专家以及国际项目的实施者
将参加会议。 会议旨在为参与者提供国家
和国际计划中广泛的研究经费选择，单位
参数评估的新规则，建立自己的科学职业
的最佳途径以及对下一个2021-2027预算
观点的资助机构的假设。 活动将使西里西
亚和奥波莱地区的科学家有机会了解从各
种渠道获得资金的新可能性，包括：欧洲
计划和国家机构资助的国际计划。

道路飞行大学
2019-10-21
道路飞行大学是由卢布林科技大学和比亚
韦斯托克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于2018年创
建的一个非正式组织，旨在交流和转让道
路建设领域的科学和实践经验、主要关注
教育和研究活动。 从2019年10月17日起，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 道路”科学界和
卢布林科技大学道路与科学协会的30名学
生参加了卢布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
学院的研讨会。在课程中，学生将学习测
试沥青和沥青混合料的最新方法，路面的
技术和运行参数，分析车辆交通和道路噪
声以及道路成本以及加深他们对交通缓和
设计趋势的了解。 来自比亚韦斯托克科技
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的道路飞行大学
创始人和联合组织者Marta Wasilewska博
士说：“在道路环境中还没有关于如何使
该领域的年轻人感兴趣的想法。我们希望
飞路大学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与波兰
颗粒理事会合作
2019-10-21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将与波兰颗粒理事
会合作。合作协议规定实施联合项目，组
织和促进针对学术界的活动以及促进企业
家精神和支持学生项目。 合作预计将为学
生和毕业生组织学徒制和实习生，协会还
将在咨询培训计划和大学文凭课程主题中
分担自己的责任。建立合作关系还将使合
格的协会工作人员参与与学生进行的课堂
学习。 波兰颗粒理事会是由从事木屑颗粒
生产，贸易和分销的公司，加热设备和壁
炉的生产商，制粒技术的生产商以及在该
行业积极开展业务并从事其发展的其他商
业实体，机构和组织组成的协会。

绿山城大学获得用于现代教学
和与企业家的合作资金
2019-10-22
绿山城大学的“与企业家的现代教学和实
践合作，绿山城大学发展计划”项目获得
了将近1000万兹罗提。资金来自运营计
划“知识教育发展”。 项目旨在提绿山城

大学的学生的能力，满足经济，劳动力市
场和社会的需求，并通过实施全面的支持
计划来支持组织变革并提高大学教学人员
的能力。 通过实施该项目，将有600多名
学生获得专业，IT，分析和交流能力，并且
将近200名教职工将发展教学能力-包括使
用专业数据库及其在教育过程中的使用以
及演讲和交流技巧。

波兰总统参加AGH科技大学学
年就职典礼
2019-10-22
波兰总统Andrzej Duda说到：“克拉科
夫AGH科技大学为波兰国家提供支持已有
一百年历史了。科技大学对学生的要求很
高，只有最好的学生才有机会上大学。” 
波兰总统名誉赞助了大学成立101周年纪
念仪式。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Jarosław Gowin也参加了会议。 总统
Andrzej Dud说：“我要代表独立的波兰
主权国家，感谢科学的研究，研究和教育
工作对一代又一代年轻的波兰工程师的不
懈努力，他们为波兰并提供了市场，这使
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和公司工作感到自
豪。” 每位AGH 科技大学的毕业生都已
做好充分准备，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从事
其职业。他指出，大学毕业生是波兰薪水
最高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之一。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与比亚
韦斯托克大学探索合并大学
2019-10-22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与比亚韦斯托克大
学将于2020年3月创建合并大学可能性的
报告。 基于该报告大学将能够决定是否合
并以及以何种形式合并。 超过900000兹
罗提被分配用于准备详细分析两所大学可
能合并的效果和收益。 资金来自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支持大学合并过程”项目的一
部分。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项目负责人
Lech Dzienis教授说：“我们应该认真，
认真但没有偏见地考虑这个话题。 跨学科
是科学的未来，那些为科学做准备的人将
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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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萨林科技大学科工程教育项目
2019-10-23
科萨林科技大学研究人员与来自五所欧洲
大学的同事一起实施了“ EngiMath-工程
教育中的数学在线学习模型”项目。项目
旨在在工科学生中开发和实施创新的数学
教学模型。 项目的主要思想是利用高等教
育机构之间的合作来提高学生对数学学习
的参与度，消除数学知识方面的差距，并
开发一种在技术大学中进行数学教学的在
线模型。 来自波兰，爱沙尼亚，爱尔兰，
葡萄牙，西班牙和罗马尼亚的大学的数学
家正在为一年级学生设计数学课程模型。
他们使用信息技术和交流手段，这将增加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项目由欧洲
联盟根据伊拉合作伙伴计划资助。

科萨林科技大学获得购买创新
研究设备资金
2019-10-24
科萨林科技大学获得了用于购买用于进行
有关建筑物技术条件评估的科学研究的设
备的资金。 大学获得了532000兹罗提的资
金，资金将用于购买用于建筑和大地测量
的专业测量设备。套件包括：带热像仪的
地面激光扫描仪，一组防护罩和可与扫描
仪进行移动协作的平板电脑。仪器可用于
在实验室和野外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 地
面激光扫描技术基于对物体的远程测量，
并基于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数据创建物体的
详细图像。这使您可以评估各种建筑物的
技术条件：检测缺陷，裂缝和其他缺陷。
在对表面变化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
还可以评估物体结构中正在进行的变化。 
更多信息： http://www.tu.koszalin.pl/
art/1958

Pierre Joliot教授获得卢布林玛
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
荣誉博士学位
2019-10-24
举世闻名的生物化学家及居里夫人的孙子
Pierre Joliot教授将于2019年10月24日获
得荣誉博士学位。 Pierre Joliot教授的是
法兰西学院的名誉教授，法国科学院院

士，并且是光合作用领域的国际权威专
家。光合作用是调节生物圈生命的关键过
程。他为生物学，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
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157篇科
学论文的作者、许多领先的科学组织的成
员：美国植物生物学家协会，美国国家科
学学会，欧洲科学院和欧洲科学研究院，
欧洲艺术学院和欧洲艺术学院。 卢布林玛
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的科学兴趣
来自两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家庭传统-祖母
MariaCurie-Skłodowska和母亲Irena及
父亲Fryderyk Joliot-Curie。

雅盖隆大学波兰-巴西科学合作
会议
2019-10-25
“巴西-克拉科夫通往南美的桥梁”会议致
力于发展巴西和波兰大学之间的科学和学
术合作。巴西驻波兰大使Hadil Fontes da 
Rocha Vianna参加了此次活动。 雅盖隆
大学国际化专业负责人全权代表。Adam 
Jelonek教授强调巴西是波兰在拉丁美洲
最重要的外国伙伴之一。他指出，波兰-巴
西合作的良好基础是由于该国拥有庞大的
波兰人社区（约200万），明年波兰和巴
西建交一百周年是加强相互伙伴关系的良
机。 Adam Jelonek表示希望雅盖隆大学
的会议将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重大贡献，
特别是在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领域。

波兹南经济大学学生获得硕士
论文奖
2019-10-25
来自波兹南经济大学的学生的四篇硕士论
文在第三届“金融申诉专员竞赛”中获得
了奖项。 获得第一名的是Magdalena 
Chmielewska的“有关立法和市场保护
机构利用保险资本基金进行人寿保险清算
费用变动的活动”论文； 第二名是Anna 
Chojan的“使用方法论分析经济假设对
人寿保险公司价值的影响”论文； 第三名
是Mateusz Manuszak的保险合同作为一
种管理网络风险的方法”论文和Kamila 
Nowicka 的“鉴于重组和破产法以及对保
险人的后果，改变了商业信用保险中保险
事故的定义”。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科学家
在放大镜下进行电子竞技
2019-10-28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健康心理生理学实验
室正在进行有关电子竞技的创新研究，
这是运动竞赛发展最快的分支。涉及的
研究等反恐精英：全球攻势和FIFA游戏系
列。 研究人员为心理电子实验室实验引入
了广泛的方法。除了游戏结果外，还会记
录生理信号（心脏收缩的频率和变异性）
，身体的模仿表达或运动活动。 对电子
竞技者的研究可以显示驱动人类行为的机
制，例如情绪对绩效的影响。玩电子游戏
的情况为测试许多一般的心理问题创造了
可控的条件。研究应回答如何最好地使用
游戏的问题，例如塑造有效的调节情绪的
方法。 更多信息： https://amu.edu.pl/
wiadomosci/aktualnosci/studenci/e-
sport-pod-lupa-naukowcow

格但斯克大学项目获得近1900
万兹罗提资金
2019-10-28
格但斯克大学参与实施的“在波兰科学机
构（IMBIO）的资源中整合和动员生物多
样性数据的真核生物的数据”已获得数
字波兰业务计划的资助。 项目旨在波兰
科学机构的资源中开放获取有关核生物
（Eukaryota）生物多样性的科学数据。
可以通过数字化和共享尚未以数字形式
存在或尚未通过Internet提供的数据来实
现。 项目将创建一个IT系统，以整合和共
享自然采集的数据以及迄今为止尚未数字
化的其他信息来源的物种发现数据。开放
对波兰物种分布数据的访问以及来自世界
各地最科学有价值的波兰动植物群数据的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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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采大学成立医学模拟中心
2019-10-29
凯尔采大学将成立医学模拟中心，模拟中
心将针对护士和助产士专业开放。 医学模
拟中心是SIMED项目的一部分，耗资420万
兹罗提，其中354万由欧盟共同出资。 医
学模拟中心配备了能够如实再现医院状况
的最新幻像，将用于培训护士和助产士。 
自2005年以来大学已向医学部门投资了1.2
亿兹罗提。 模拟中心配备了最高水平的设
备，学生可以从世界一流的设备中学习。

格但斯克科学家获得富布赖特
国际奖学金
2019-10-29
格但斯克大学生物技术学院和格但斯克医
科大学生物技术学院的Robert Czajkowski
博士获得了2019年富布赖特STEM影响力
奖。Robert Czajkowski博士将与Amy 
Kharkovsky教授一起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实施该项目。 共有22名科学家参加了比
赛。竞赛对3位独立专家准备的申请进行了
实质性评估，以及对获得最高分的申请者
进行了采访，并且授予了5项奖学金。 富
布赖特STEM影响力奖是波兰美国富布赖特
委员会的一项新奖学金计划。奖学金计划
面向代表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
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奖学金计划面向管
理研究项目并监督其他研究人员工作的人
员。

“ 1989-2019，30年内波兰的
学术高等教育转型”会议
2019-10-29
2019年10月28日至29日华沙科技大学主办
了由波兰学术学校校长会议组织的科学会
议：“ 1989-2019，30年内波兰的学术高
等教育转型”。 会议旨在从系统和制度的
角度，以政治和行政科学、公共政策科学
和管理与质量科学管理科学为基础，回顾
和评估1989-2019年波兰高等教育转型过
程中取得的成就。 会议之后将对政府和大
学在体制改革期间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的活
动进行分析，以便将其结果用于政府关于
国家科学政策的文件的工作中。

Alberto Molinari教授获得克
拉科夫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2019-10-30
来自特伦托大学的Alberto Molinari教授
获得了克拉科夫科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
位。 Alberto Molinari教授是粉末冶金领
域世界上最杰出，最活跃的研究人员之
一。 Alberto Molinari教授从事35年研究
活动，Alberto Molinari教授在国际和国家
科学期刊和会议材料上发表了500多种出版
物。 Alberto Molinari教授为世界材料科
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对低合
金烧结建筑材料的发展以及粉末冶金行业
关键技术工艺的优化方法的开发。

瓦米亚-马祖里大学将在埃尔克
培训护士
2019-10-30
奥尔什丁瓦米亚-马祖里大学在埃尔克培
的分校从2020/21学年开始开始进行护理
教育。瓦米亚-马祖里大学的校长Ryszard 
Górecki教授与和埃尔克市长Tomasz 
Andrukiewicz签署了合作协议。 瓦米亚-
马祖里大学致力于在本科开设全日制和非
全日制护理学系，招募人员并向其提供适
当的教学人员。 埃克市政府承诺为护理技
能实验室的设备提供资金，向最优秀的学
生提供城市奖学金，免费访问城市医院数
据库的学生，以便他们可以在其中实习并
帮助瓦米亚大学招聘合适的合格员工。 双
方所签署的合作协议是无限期的，合作发
起人是瓦米亚-马祖里大学。

托伦哥白尼大学将实施Dialog
项目
2019-10-30
托伦哥白尼大学将实施“看不见的、必
要的大学卓越管理”项目，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为项目拨发了670000兹罗提实施
资金。 项目由华沙中央商学院和华沙社
会科学与人文大学联合实施，由一个研
究部分组成，旨在提供有关行政人员及
其工作组织和培训系统的作用的知识，
这将使所获得的知识能够在实践中用于
改进各个管理级别的员工和工作组织系

统。 项目假设是相信科学始终是一项集
体事业，而卓越科学需要科学和行政人员
的不断合作，以及各级行政人员的有效合
作。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6377

10所波兰大学入选研究型大学
2019-11-04
“卓越计划-研究学院”计划的第一场比赛
已经正式结束。竞赛旨在选择和支持将努
力达到研究型大学地位的大学，并将能够
成功地与欧洲和世界上最好的学术中心竞
争。 在波兰有资格参加比赛的20所最好的
大学中，一个国际专家团队选择了10所，
其中2020-2026年将获得10％的补贴。其
他参加比赛但未进入前10名的大学也将获
得财政支持-补贴增加2％。 将来将成为研
究型大学的大学是：华沙大学、格但斯克
科技大学、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克拉
科夫AGH科技大学、雅盖隆大学、华沙科
技大学、格但斯克医科大学、西里西亚科
技大学、托伦哥白尼大学和弗罗茨瓦夫大
学。

“华沙毕业论文”竞赛
2019-11-04
华沙市市长授予了2018年华沙大学辩论
的硕士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的作者奖项。 
在“华沙毕业论文”竞赛中，博士论文
类别的获奖者是Ewa Jarecka-Bidzińska
博士，华沙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毕业生，华
沙科技大学测地学与制图学院研究员，她
的“华沙的北布拉格作为艺术区”的论文
在 Krystyna Guranowska-Gruszecka教
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 在硕士论文类
别中，获得奖项的是来自华沙科技大学建
筑学院的毕业生Maciej Polakowski，他
的论文 “以华沙为例的空间结构中的城市
农业”在Krystyna Solarek教授的指导下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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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中央商学院专业名列世界
前十
2019-11-04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华沙中央商学院
的两个管理学院分别在世界一流大学中排
名第8名和58名。 英国《金融时报》发布
了全球管理硕士领域最新的硕士学位课程
排名。 华沙中央商学院的两个学习计划
名列世界前一百名之列。由华沙中央商学
院（波兰唯一一个隶属于CEMS协会的经
济大学）协办的CEMS国际管理硕士被提
升为第八名。由华沙中央商学院领导的第
二个管理方向在排名中排名第58。 英国
《金融时报》每日排名主要评估毕业生在
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功。 华沙中央商学院校
长Marek Rocki教授说道：“百强校和双
校校友的存在证实了华沙经济学院的高质
量教育以及其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声
誉。”

西里西亚大学获得“对话”计
划资助
2019-11-05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获得了超过150万
兹罗提的资金用于“人力资源开发跨学科
中心-开发波兰科学未来人力资源关键能力
的智囊团”项目。资金由 “对话”竞赛拨
发。 项目旨在通过创建和传播一个综合的
概念来发展研究和行政支持人员的关键能
力，来支持波兰高等教育部门人力资源开
发的管理过程。西里西亚大学卡托维兹跨
学科人员发展中心的活动将加强高等教育
部门的研究潜力。 项目还将是提高科学与
商业环境之间跨部门合作的有效性，并开
发最终将能够监控波兰高等教育部门关键
能力水平的工具。

诺基亚成为弗罗茨瓦夫医科大
学合作伙伴
2019-11-05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将与诺基亚合作。双
方签署的协议规范了教学和研究与开发活
动领域的合作问题。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
校长Piotr Ponikowski教授说道：“我们的
大学对与大伙伴的合作开放，因此我们很

高兴与诺基亚合作。我希望这将成为有有
趣想法的学生与拥有实施这些知识所需的IT
专家之间进行交流的借口。这是对年轻人
的投资，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签订合
同的基础是诺基亚与医科大学心脏病创新
黑客马拉松进行的早期合作。该活动是心
脏病创新日的一部分，采用竞赛形式，由
跨学科团队竞争，为护理心力衰竭的患者
创建现代解决方案。 更多信息： https://
w w w . u m e d . w r o c . p l / c o n t e n t /
n o k i a - p a r t n e r e m - u n i w e r s y t e t u -
medycznego-we-wroc%C5%82awiu

罗兹科技大学附属高中的第一
个“牛顿室”
2019-11-05
罗兹科技大学附属公立高中成立，这是
波 兰 第 一 所 由 挪 威 非 营 利 基 金 会 F I R S T 
Scandinavia创建的创新性“ 牛顿室”。 
“牛顿室”的概念由挪威基金会与教师，
学术机构和公司代表合作开发的。 罗兹科
技大学高中校长Tomasz Kozera说：“这
是一间设备齐全的现代化教室，可使用飞
机飞行模拟器适应航空模块中的课程。与
波音公司合作成立。” 从11月5日到24日
计划为小学七年级和八年级以及初中生教
授课程。受过专门训练的老师将用波兰语
教授课程。学生的任务是执行空中救援任
务。他们将分组工作，进行计算和测量，
以计划使用固定飞行模拟器进行实际侦察
飞行。

Iwanowska奖学金
2019-11-05
波 兰 大 学 的 博 士 生 可 以 申 请 第 二 届
Iwanowska奖学金计划。奖学金获得者将
前往世界上最好的中心。 博士生可以在外
国中心接受部分博士学习。停留时间可以
长达3个月甚至12个月，奖学金金额最高
可达12万兹罗提。如果旅行由配偶或子女
陪同，而残疾人则由监护人陪同，则该计
划将提供资金。 奖学金获得者将能够接受
与博士学位论文准备相关的部分教育，进
行与博士论文准备相关的科学研究，获得
博士学位论文或科学出版物的材料，“实
施博士学位”计划的一部分并在主办中心

进行教学课程或其他形式的科学或学术活
动。

华沙大学参加海德堡API项目
合作伙伴会议
2019-11-05
10月30日至31日在海德堡大学举行了“教
学与学习创新学术伙伴关系”（API）项目
合作伙伴会议，其中包括来自4EU +联盟的
四所大学。华沙大学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
主要目的是为在2019/2020学年在所有四
所合作大学举办的短期模块化课程做好准
备。这是关于利用有效的教与学方法开发
创新形式的短期交流计划。 作为国家学术
交流局的“学术国际伙伴关系”计划的一
部分，实施了“教学与学习创新的学术伙
伴关系”项目。团队由4EU +联盟的四所大
学组成：华沙大学（协调机构），海德堡
大学，布拉格查尔斯大学和索邦大学。该
工作由国际合作办公室与华沙大学数字能
力中心合作进行协调。

格但斯克大学将与SKANSKA合作
2019-11-06
格但斯克大学已经与SKANSKA签署了合作
框架协议。合作协议的主要目的是科学和
教学上的合作，签署方希望该协议将互惠
互利，互惠互利。 合作文件规定了在以下
领域的合作：分析和专家意见的发展；培
训和讲习班；在问题范围内，这是大学研
究的主题，也是SKANSKA的兴趣所在。 双
方还将合作组织科学会议，专题讨论会，
专家讲座和其他形式的知识和经验转让；
组织实习生和实习生，作为合作伙伴需求
的一部分，以及联合研发项目，科学作品
和成果推广。 SKANSKA是一家从事建筑和
开发活动的全球领先公司的公司。公司在
欧洲和美国拥有3.8万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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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学”项目
2019-11-06
11月7日华沙大学和欧盟委员会试点竞赛“
欧洲大学”的其他获奖者在内的4EU +联盟
的代表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以启动该计
划的实施。六月欧盟委员会从54个大学联
盟中选出了17个。大学获得了在教育，研
究，技术转让和流动性领域合作发展的资
金。 4EU +包括华沙大学、布拉格查尔斯
大学、海德堡大学、哥本哈根大学、索邦
大学和米兰大学。大学希望共同进行研究
和教育学生，制定与创新，技术转让和大
学的社会责任有关的倡议。 6月欧洲委员
会在Erasmus +计划资助的“欧洲大学”试
点竞赛中向联盟授予了赠款。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新部门
2019-11-06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为学生创建了一个新
部门。 FutureLab将在财务和组织上支
持学生研究计划和项目的实施。具有创
新思想的学生团体可以在11月30日之前
申请项目资金。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校长
Jan Kazior教授说：“FutureLab的概念
源于创造一个空间的需要，在大学的财务
支持以及商业环境的指导者的实质性帮助
下，学生可以在此空间中追求他们对科学
和项目的热情，即使是最具未来主义和最
大胆的热情。 这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
的训练场，也是他们学习期间获得实践经
验的机会。”   FutureLab不仅是未来思
想的孵化器，而且可以转变为实用的工程
解决方案。这也是一个激发创意的空间，
可供学生免费使用。 更多信息： http://
futurelab.pk.edu.pl/

弗罗茨瓦夫大学参加“卓越倡
议大学研究计划”
2019-11-06
弗罗茨瓦夫大学是下西里西亚唯一一所大
学成为卓越研究计划的受益者。大学将在
2020-2026年获得10％的补贴。 卓越研究
计划旨在加强大学社区，在国际背景下提
高大学及其员工的学术形象，并使教育现
代化，使学生有在精英研究人员精英群体

中学习的感觉。 历史和教学科学学院院
长Przemysław Wiszewski教授说：“这
些更改不是纸上谈兵。我们想让弗罗茨瓦
夫大学拥有现代面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竭尽所能使它们对环境无害，使我们得以
成长和自我实现。“ 更多信息： https://
uni .wroc.pl/uczelnia-badawcza-
aplikacja-recenzja-i-wielka-szansa/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赢得“卓越
倡议-研究型大学”竞赛
2019-11-07
西里西亚科技学是“卓越计划-研究型大
学”竞赛的获得者。竞赛旨在选择和支持
将努力争取成为研究型大学并能够与最佳
学术中心竞争的大学。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在宣布研究结果时说道：“卓越
计划-研究学院”计划下的第一场竞赛的
结果是波兰高等教育体系四年改革期的关
键要素。这是《科学宪法》提出的最重要
的举措之一。这也是选择研究型大学几年
来努力的结果。“ 20所最佳大学有资格
参加比赛。与科学和高等教育领域相关的
国际专家团队已选择其中的10名将成为
研究型大学。 2020-2026年获奖者将获得
20％的补贴。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885

琴斯托霍瓦人文大学与波兰排
球联合会合作
2019-11-07
琴斯托霍瓦人文自然科学大学法律与经济
学院开始与波兰排球联合会合作。合作
协议由波兰排球联合会董事会主席Jacek 
Kasprzyk与大学校长 Anna Wypych-
Gawrońska教授共同签署。 合作旨在找
出引起波兰排球面临质疑的法律问题并由
大学进行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 波兰排
球联合会可以在其运营过程中使用研究结
果，以指明具体的法律解决方案。 波兰
排球联合会当局对我们员工的科学活动进
行了积极评估，并促成双方之间的正式合

作，这是一项重大成就。法律和经济学院
的员工希望该部门对协会有效运作的贡献
将为波兰排球的进一步成功做出贡献。

MBA互联网学习
2019-11-07
华沙Civitas学院介绍了其MBA工商管理
硕士的英文课程，课程完全通过在线电子
学习平台实施。 Civitas学院认为，学习
的主要优势是事实是100％的课程都是在
线进行的，这使得学习可以灵活地适应学
生的日历。 对于MBA研究的目标群体而
言，这尤其重要，他们是企业财务，市场
营销和销售中的中低层管理人员，NPO和
NGO组织以及关心这一领域职业发展的
人们。 灵活的公式还鼓励大家进行学习，
可以随时加入该计划整个研究仅持续14
个月。 英语课程的价格为7900欧元。 更
多信息： https://www.civitas.edu.pl/
pl/oferta-edukacyjna/mba-general-
management-po-angielsku

Henryk Sozański教授成为阿拉
木图哈萨克体育与旅游学院荣
誉博士
2019-11-07
来自华沙体育学院的Henryk Sozański教
授成为阿拉木图哈萨克体育与旅游学院荣
誉博士。 在哈萨克斯坦大学成立75周年的
庆祝活动上授予了Henryk Sozański教授
荣誉博士头衔。在此期间还举行了 “学术
运动，国家的健康与福祉” 国际学生和青
年研究人员科学大会。 Henryk Sozański
教授是波兰唯一的体育科学领域的教授，
拥有4个荣誉博士头衔。 他还获得了基辅
的乌克兰国立体育教育大学，格但斯克的
体育与体育学院和利沃夫的国立体育大学
的荣誉。 在1996-2002年和2005-2008年
Henryk Sozański教授获担任华沙体育大学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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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科学家
Hygiea研究
2019-11-08
来自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天文台小组观
察小行星Hygiea的科学家指出，有理由
将其包括在矮行星中。科学家的研究结果
发表在自然天文学杂志上。 研究使用世界
上最大的望远镜之一ESO VLT，以前所未
有的分辨率进行了小行星观测。这些测量
得到了使用小型望远镜（也包括业余望远
镜）的观测的支持，这些望远镜已在波兹
南大学天文观测所的GaiaGOSA网站上注
册。 确定卫生的确切形状和大小为将其归
类为矮行星奠定了基础。因此Hygiea现
在满足将其归类为矮行星的所有四个必要
条件：它绕太阳公转，不是月亮，并且与
行星不同尚未清除其轨道环境，并且几乎
是球形。 更多信息： https://amu.edu.
pl/dla-mediow/komunikaty-prasowe/
nowa-planeta-karlowata-naukowcy-
z-uam-w-grupie-badaczy-obiektu-
hygiea

第十三届 “卓越计划-研究型
大学”竞赛
2019-11-08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在波兰最好的20所
研究型大学中排名第13位。 在2020-2026
年间大学将获得2％的补贴。 15名杰出专
家对20所大学中的每所大学“卓越倡议-研
究学院”计划的第一场竞赛的参与者进行
了评估，其中包括欧洲领先大学的校长，
校长或副校长。 该团队还包括在国际科学
界享有权威的科学家。 参加研究计划将增
加资金以及从国际专家团队中获得建议，
进一步加强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地位甚至
可以更好地利用其发展潜力。

弗罗茨瓦夫大学实施国际大气
过程研究项目
2019-11-08
弗罗茨瓦夫大学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所
气候与大气保护系开始实施“波兰微粒
物 质 的 来 源 ， 化 学 成 分 及 其 控 制 策 略
（PMCOST）”项目。 项目实施将有助

于加强大学与研究中心的合作，欧洲领导
人在研究大气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扩大员
工在大气过程建模领域的知识和技能以及
使用现代研究工具评估这些过程对人类
健康和生活的影响方面。 项目由H2020-
WIDESPREAD-2018-03-Twinning计划资
助，实施项目将有助于加强大学在大气过
程研究领域中的科学地位并增强大学与
州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在大气空气质量评
估方面的合作。 更多信息： https://uni.
wroc.pl/nowy-projekt-naukowy-na-
igirr-w-zakladzie-klimatologii-i-ochrony-
atmosfery/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获得“卓越
计划-研究型大学”竞赛第二名
2019-11-12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获得“卓越计划-研究型
大学”竞赛第二名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是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卓越计划-研究型大学”
的10项竞赛获奖者之一。格但斯克大学在
比赛中在波兰排名第二。 格但斯克科技大
学校长Krzysztof Wilde教授说道：“研究
型大学的地位是巨大的声望，也是挑战。
感谢所有对我们大学如此精英化的事实做
出贡献的学术团体成员，特别是科学家和
博士生。” 竞赛旨在选择和支持将努力达
到研究型大学地位并能够成功与世界上最
好的学术中心竞争的大学。计划使学术中
心能够将其科学潜能集中在最有前途的研
究领域。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帕洛阿尔托
网络学院计划
2019-11-12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ING Tech 
Poland，Palo Alto和Comp SA一起准了
准备了Palo Alto Networks Academy计
划系列讲座。 计划旨在加深学生对与计算
机网络和IT安全相关的主题的了解。 ING 
Tech Poland和Palo Alto的专家将使用
Comp SA提供给该大学的现代设备，在位
于格利维采或卡托维兹的西里西亚科技大
学上课。 所有完成培训的人都将获得Palo 
Alto Networks证书。 参加计划申请将截
止至11月22日，可通过填写下列表格进行

注册：https://politechnikacati.rstat.pl/
survey/survey/index/form_id/50

红衣主教大学将创建一所数学
和控制论的高中
2019-11-12
华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的校
长Stanisław Dziekoński教授与学校基金
会主席Grzegorz Kaczor博士签署了建立
发展数字能力的实体有关的合作协议。 合
作协议是创建一所数学和控制论方面的高
中，这将为发展数字能力提供基础，并使
年轻人能够在将来不存在的职业中找到自
己。 建立学校的想法源于现代社会与文明
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挑战。在教育期间，学
生将在从业人员和学术人员的支持下，获
得现代经济所需的知识。

小波兰论文竞赛
2019-11-12
Marek Nawara基金会宣布第三届“小
波兰”涉及地方政府的制度和活动，介绍
与地方政府相关的人物形象竞赛正式开
始。 论文竞赛可能集中在与地方政府和
大学合作有关的特定主题上，例如，地方
政府委托的问题对这些机构的运作实践很
重要。 比赛旨在奖励为建立波兰共和国
而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们，波兰共和国是一
个尊重地方政府附属原则的国家。 2017
、2018、2019年间进行答辩的文凭论文
可提交竞赛，论文提交截止日期为2019年
11月25日。比赛在小波兰省（Volvos）的
主持下举行。 更多信息： https://www.
malopolska.pl/_userfi les/uploads/
REGULAMIN_2019%20r%20_I I I%20
edycja%20konkurs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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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中央商学院学生试点性计划
2019-11-12
华沙中央商学院校长Marek Rocki教授和
数字化部长Marek Zagórski启动了面向华
沙中央商学院学生的非军事化试验计划。 
华沙中央商学院是波兰首都第一所可以在
其中使用虚拟化，即通过移动应用程序存
储和显示的电话中的学生ID的大学。 身
份证是除电子学生身份证之外的另一种文
件，可确认学生的身份和大学的隶属关
系，可享有减免的权利并确认个人数据。 
更多信息： http://administracja.sgh.
waw.pl/pl/CTI/Strony/mLegitymacja.
aspx

卢布林科技大学在印度教育市
场上进行推广
2019-11-13
卢 布 林 科 技 大 学 与 印 度 公 司 R G 
International和一群年轻的印度博主合作
制作了音乐视频，将在印度市场上推广该
大学。 卢布林科技大学国际教育办公室
Dorota Adamczyk-Gruszka解释道：“
主要是GAMZA舞厅舞团成员的大学生将
扮演演员的角色。我们也有愿意的外国学
生。年龄和经验并不重要。意愿，创造力
和可用性很重要。除了学生音乐录影带还
将有六位印度著名的YouTube使用者。” 
印度教育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
每年有16万人出国留学。大多数印度学生
选择美国，但欧洲也越来越受欢迎。 印
欧教育基金会主席Pradeep Kumar博士
说：“截止至2020年，印度将有4000万学
生在寻找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一人口
数量大大超过了印度目前可提供的名额，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必须出国留学的
原因。”

西里西亚大学与西里西亚养蜂
人协会合作
2019-11-13
西里西亚大学将与卡托维兹的西里西亚养
蜂人协会合作。合作将主要涉及开展联合
科学和教学项目以及项目，特别是科学养
蜂大会的组织以及有关养蜂主题的科学

和教学活动。 合作协议由西里西亚养蜂
人协会会长Zbigniew Binko、董事会成
Wiesław Londzin博士与西里西亚大学国
际合作副校长Tomasz Pietrzykowski教授
共同签署。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养蜂人协
会是一个独立的养蜂组织，聚集了2570
名养蜂人。自2010年以来一直是国际养
蜂联盟组织Apimondia的会员，协会与
设在罗马的全球81个国家养蜂协会相关
联。西里西亚人协会的养蜂人有42 563个
蜂科。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获得研
究补助金
2019-11-13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参加了“卓越计划-
研究型大学”竞赛并被授予研究型大学称
号。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校长Andrzej 
Lesicki教授说道：“波兹南密奇维奇大学
是我国最大和最好的大学。优秀的学术人
员一直是我们的优势。作为拥有更多资源
的研究型大学，我们将能够更紧密地将教
育与科学家进行的研究联系起来。我希望
这种观点会吸引有才华的年轻人，他们想
要从事科学工作。”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
大学将在2020-2026年期间获得10％的补
贴。每年的额外金额可能超过5000万兹
罗提。 更多信息： https://amu.edu.pl/
wiadomosci/aktualnosci/kandydaci/
u a m - o t r z y m a l - m i a n o - u c z e l n i -
badawczej-i-zwiekszona-subwencje-
na-badania-naukowe

波兹南科学大学荣获2019年波
兰创新奖
2019-11-13
波兹南科技大学获得了2019年波兰创新
奖。奖项在第七届波兰企业家大会期间在
奥尔什丁的瓦米亚和马祖里大学会议与培
训中心颁发的。 波兰创新  奖是由波兰企业
家局和“企业家论坛”的编辑运营的一项
图像计划，旨在奖励在波兰市场上开展活
动以创新和对研究与开发领域的关注为特
征的机构和公司。 参与该计划也是推广
使用欧盟资金创建的创新解决方案的绝佳
机会。波兰企业家局的目标还在于，通过

产品和管理领域，为那些正在蓬勃发展，
投资，发展和展示创新活动的人们表示赞
赏。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创新实验室
2019-11-13
创新实验室在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开始活
动，部门将为将发展其企业能力的学生，
博士生和大学员工提供服务。 实验室于
11月7日开始活动。在第一版中，有100
多名参与者申请参加培训和讲座。他们
将以12至16人的小组工作。 实验室导师
Tomasz Małecki解释说道：“通过这些研
讨会，学生，博士生和学者将能够学习创
造力和企业家精神。作为周期的一部分，
由导师进行的研讨会和培训。” Tomasz 
Małecki补充道：“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将
创建四个发展路径：自我与市场营销，创
业与技术，学习与助学金以及社会与设
计。指导者将特别包括与成功商业化的初
创企业，影响者，商人或科学家相关的人
员。实验室是我们观察到的结果，也是对
市场需求的回应。”

罗兹大学与警察局
2019-11-13
罗兹大学语言学系作为“开放罗兹”项目
的一部分，将培训罗兹市警察总部的80
名警官。培训范围将包括跨文化交流，在
基础和中级与波兰语和英语知识较弱的
人进行交流-。 罗兹警察局的官员将为参
加该项目的外国人进行安全培训和法律
法规。 “开放罗兹”项目协调员Monika 
Kopytowska博士说到：“我们希望来自
国外的罗兹人在这里拥有最好的感觉。出
现问题时，警察通常是第一联络小组，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共同同意需要警官的沟
通技巧的原因。培训将以英语的形式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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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美国富布赖特委员会
BioLAB计划
2019-11-13
波兰裔美国人富布赖特委员会邀请生物化
学专业的学生和博士生向BioLAB 2020-21
计划提交申请。提交申请截止日期为2020
年2月1日。 BioLAB计划将可以前往美国
四个教育机构之一的实验室进行为期一年
的研究实习：位于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
大学，芝加哥大学，德克萨斯大学：达拉
斯的西南医学中心和俄克拉荷马城的俄克
拉荷马州医学研究基金会。 在实习期间，
学生们在现代实验室进行独立研究，其结
果通常发表在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上。此
外，他们积极参与美国大学的生活，参加
研讨会，客座讲座，并了解美国文化。在
某些情况下，他们还可以选择将研究结果
用于本国大学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更多
信息： https://fulbright.edu.pl/biolab/

西里西亚大学将创建创意和协
作中心
2019-11-14
加强西里西亚大学与商业环境之间的合作
是西里西亚大学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之
一。为此大学将创建区域性和大学间的创
意和合作中心SPINplace。 SPINplace
专为希望开始或发展其业务活动，对新产
品或服务有想法并正在寻找一个有利于在
代表各个技术领域的学术界与商业世界之
间建立联系的空间的人而设计。 项目涉
及为有兴趣发展创新企业家精神的人们创
造一个多功能空间。中心将扩大他们的能
力，交流经验，并与学术界和商业界的代
表建立合作关系。 西里西亚大学将在西
里西亚省区域运营计划下获得2500万兹
罗提项目实施资金。 更多信息： https://
www.us.edu.pl/ponad-25-mln-zl-na-
utworzenie-centrum-kreatywnosci-i-
coworkingu-spinplace

罗兹大学学术支持中心
2019-11-14
罗兹大学学术支持中心支持危机情况下的
紧急帮助，心理咨询，团体课程或安静的

地方。 学术支持中心活动的目标是支持
出于各种原因需要罗兹大学学术界的成
员。 罗兹大学学术支持中心负责人Anna 
Gutowska博士说道：“罗兹学术界的成
员可随时支配 培训室，理疗室和休闲区。 
我个人希望这将是一个我们不仅能够解决
问题和克服困难，而且还能够坐下来，开
会，交谈或保持沉默的地方。”

奥波莱大学参加广州和成都的
教育展览会
2019-11-14
奥波莱大学通过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在中
国广州和成都举办的教育博览会上介绍了
其教育优惠。 共有9所波兰大学参加了博
览会，来自西班牙，加拿大，捷克和许多
其他大学也参加了博览会。波兰共和国驻
广州和成都的领事馆参加了在波兰大学中
引起中国青年兴趣的运动，组织了波兰大
学代表与各机构的会议，招募了对外国研
究感兴趣的中国学生和当地大学。 超过40
名来自中国的学生在奥波莱大学学习，另
外50名正准备在下个学年抵达。在波兰驻
成都领事馆的会议期间，中国中文教育学
院院长陈伟林应邀讨论了中国教育市场的
现实情况，并指出奥波莱大学是波兰的典
范伙伴。

波兰捷克大学协会成立宣言
2019-11-14
西里西亚大学校长会议将转变为波兰捷克
大学协会。创始人的宣言是在捷克共和国
奥帕瓦的西里西亚大学举行的会议上签署
的。 签署创始人的声明是会议计划的重
点之一。新协会的成员是迄今为止在西里
西亚大学和利贝雷茨工业大学，赫拉德
茨·克拉洛韦大学，奥洛穆克的Palacky
大学和帕尔杜比采大学之间开展合作的大
学。 校长们还讨论了波兰大学关于高等教
育和科学的新法律的实施，开展跨界合作
和转型的可能性以及第三世纪跨界大学的
项目。伴随的事件是位于奥帕瓦的西里西
亚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一次科学会议。会
议的主题是波兰和波兰在捷克媒体中的形
象。

波兰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消
费者参与实验室”项目
2019-11-15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实施了“消费者参
与实验室”项目。科学家的活动是国际
项目“ RIS消费者参与实验室”的一部
分，项目旨在刺激农业食品市场上创新
的出现，并由EIT Food资助。 实施项目
的想法是通过各种食品市场实体与目标
人群（65岁以上的人群）的直接联系来
开发创新产品。科学联盟包括食品生产
商-FolwarkWąsowo、生物技术创业公司-
辅助因子、分销商-Gminne Składy有限责
任公司、波兹南科技园、华沙大学和EIT食
品 EIT Food是整个欧洲知识与创新社区欧
洲框架的一部分，致力于提高农业食品领
域的创新水平，实现了基于合作和合作方
法的研究项目。 更多信息： https://puls.
edu.pl/ogloszenia/dmik/innowacyjne-
produkty-ywno-ciowe-dla-klient-w-65

Andrzej Demenko教授获得
凯尔采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2019-11-15
电气工程和电机领域的杰出科学家Andrzej 
Demenko教授，电磁场分析和合成的计
算机方法以及电磁换能器的场模型领域的
一所科学学院的创始人获得了凯尔采科技
大学荣誉博士。 Andrzej Demenko教授
于1998年获得了波兰共和国总统颁发的教
授认证。 2004年，他担任了正式教授的职
务，直到今天他一直在波兹南科技大学任
教。作为波兹南科技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的
一名学术老师，他提拔了电磁换能器建模
和设计领域的许多专家。 作为国际交流计
划的一部分，他发起了与国外中心的科学
和教学合作，包括与鲁汶天主教大学，亚
琛工业大学或多特蒙德，南安普敦，列日
和达姆施塔特大学合作。他曾是路易斯安
那大学等外国大学的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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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米亚-马祖里大学心理学
2019-11-15
2020/21学年奥尔什丁瓦米亚-马祖里大
学希望将心理学作为社会科学学院的新
研究领域。 瓦米亚-马祖里大学教育副
校长Jerzy Przyborowski教授强调，大
学有很大的机会建立新的领域。 Jerzy 
Przyborowski教授说道：“关于创建心理
学课程的讨论已经在我们的大学进行了很
长时间。现任副部长教授。支持这项倡议
的Wojciech Maksymowicz教授认为，对
具有各种专业的心理学家的需求很高，其
次，每所优秀大学都有心理学，其次，我
们在社会科学学院拥有优秀的员工队伍，
这些人牢固地扎根于心理学家的环境。” 
课程的调员和制定教育计划的团队的成
员是波兰心理学会理事会主席团的Beata 
Krzywosz-Rynkiewicz博士。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科学家获得进一步资助
2019-11-15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的科学家
从国家科学中心的Sonatina，Sonata和
Miniatura项目获得了资助。他们将研究
豆科植物的遗传学，以创造新品种以及电
磁场对亚麻的影响。科学家们还将检查如
何更有效地治疗乳腺癌以及使用啤酒糟。 
Sandra Rychel-Bielska博士将研究白羽
扇豆以及创造这种富含蛋白质的植物新品
种的可能性。 Marta Preisner博士还将在
植物上工作-她将分析电磁场对某些基因表
达的影响。 Jarosław Suchański博士和
Wojciech Łaba博士将提高乳腺癌治疗效
果的可能性。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50182/
kolejne_granty_dla_upwr.html

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
研究员获得富特赖特奖学金
2019-11-15
来 自 什 切 青 西 波 美 拉 尼 亚 科 技 大 学 的
Mirosław El Fray教授获得了美国富布赖特
计划奖学金。Mirosław El Fray教授将在美
国进行为期四个星期的研究。 Mirosław El 

Fray教授是高分子生物材料工程领域的专
家，Mirosław El Fray教授将实施“绿色聚
合物的酶催化”项目。在俄亥俄州立大学
将在高分子工程和化学Judit E. Puskas教
授的杰出专家的指导下进行实施项目。这
些将是对新型聚合物材料的实验性工作，
这些酶的合成将用作天然催化剂。 富布赖
特STEM影响力奖是一项奖学金计划，面向
代表STEM领域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的活跃研究人员。其目的是支持合作以发
展科学，文化以及人际和机构间关系。 更
多信息： https://www.zut.edu.pl/zut-
strona-glowna/informacje-biezace/
article/prof-el-fray-z-amerykanskim-
stypendium.html

波兹南经济大学博士学位
2019-11-18
波兹南经济大学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学系
的博士生Katarzyna Ślubik获得了德国学
术交流中心拨发的资金并在德国图宾根大
学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研究。 博士资金适
用于毕业生，博士生和年轻科学家，旨在
研究项目能够在德国的大学或非大学研究
单位中实施。Katarzyna Ślubik将实施“
加密货币作为金融投资的新领域”项目。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处理德国大学开展的国
际学生交流，主要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
公共资金资助。

AGH科技大学材料与纳米技术
学术中心
2019-11-18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材料与纳米技术学
术中心获得了A +科学类。AGH成为波兰
的第三所大学，仅次于华沙大学和雅盖隆
大学，其中五个基本组织单位的科学类别
最高。 自2014年以来，材料与纳米技术学
术中心是AGH科技大学开展科研活动的最
年轻的基本组织单位。 中心在现代工程，
物理和材料化学，材料纳米诊断和纳米技
术领域进行跨学科科学研究。 中心的任务
还在于维护和发展特别是与纳米诊断和纳
米技术有关的现代研究基础设施，并将其
提供给AGH和其他研究机构的员工。

罗兹科技大学将与塞内加尔大
学合作
2019-11-19
罗兹科技大学校长Sławomir Wiak教授
与蒂耶斯工业大学（ThièsTechnology 
University）代表AlassaneDiène教授及对
外合作部负责人Mamadou Lamine Lo签
署了关于教学与科学合作的协议。 塞内加
尔大学代表参观了罗兹科技大学的学院和
实验室，学院和实验室与提耶斯理工学院
开展研究和教育的领域有关。 他们参观了
机械工程学院，信息技术中心，建筑，建
筑与环境工程学院以及Lab Factor实验室
的情况-这是向罗兹工业大学通报的。 塞内
加尔高等教育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 与以
前相比它将更加专注于技术科学。 由于塞
内加尔只有两家科技学院可以发展，因此
他们很乐意借助罗兹科技大学的经验。

青年科学家奖学金
2019-11-19
211名杰出的青年科学家，包括29名博士
生，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奖学金。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拨款超过4000万兹罗提
拨发奖学金。 有23名奖学金获得者来自
雅盖隆大学，17名来自华沙大学，10名
来自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 Jarosław 
Gowin部长为从事创新，高质量科学研究
并享有很高声望和国际影响力的令人瞩目
的科学成就的年轻科学家授予奖学金。 优
胜者将获得为期3年的奖学金，每月金额为
5390波兰兹罗提。

Photo by thevibrantmachine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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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青年研究人员获
得杰出青年科学家奖学金
2019-11-19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的五名科学家赢得
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针对杰出青年科学家
（不超过35岁）的奖学金竞赛。 来自物
理科学领域的Magdalena Tarnacka和
Jakub Spiechowicz博士、来自材料工程
领域的Karolina Jurkiewicz博士、来自文
学领域人文学院的Michał Kłosiński博士、
来自制药科学领域精确技术科学学院的
Justyna Knapik-Kowalczuk博士获得了
奖学金。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奖学金授予
从事高水平创新研究并具有国际科学成就
的人员。

哥白尼大学六位科学家获得
Miniatura计划资助
2019-11-19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的六名科学家获得
了国家科学中心Miniatura计划的资助。 
Agata Pacuła博士将实施“水溶性硒硒
酸盐，硒有机化合物生物利用度低的问题
的解决方案”项目； Tomasz Jasiakiewicz
博士将实施“波兰和外国法律中的遗嘱解
释”项目； Karolina Sikorska博士将实
施“当代视觉艺术家的生活叙事-初步研
究”项目。 Tomasz Jędrzejewski博士将
实施“ Coriolus versicolor提取物作为M1 
/ M2巨噬细胞表型的潜在调节剂-研究乳
腺癌细胞与巨噬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项
目；Sonia Szymańska博士将实施“寻找
限制人类病原微生物在农作物中定植的生
物活性化合物”项目；Dawid Szostek教
授将开发一种经过验证的量表来衡量工作
中的适得其反行为。    

Photo by thevibrantmachine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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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兹明斯基大学MBA课程进入
世界前一百名
2019-11-20
英 国 《 金 融 时 报 》 公 布 了 2 0 1 9 年 全 球
最 佳 高 级 M B A 课 程 的 排 名 。 华 沙 科 兹
明斯基大学排名第61位，与去年相比上
升了13位。这是该排名中唯一的一所波
兰大学。 国际乃至跨洲计划主导了《
金融时报》的排名。最前沿的是亚洲大
学，尤其是中文大学的研究。著名的商
学院：巴黎HEC，伦敦商学院，ESCP 
Europe，INSEAD，IESE，IE商学院，IMD
以及哥伦比亚，牛津，剑桥，麻省理工
学院和耶鲁大学均位居榜首。 科兹明
斯基大学校长Witold T. Bielecki教授说
道：“科兹明斯基大学进行的高级管理
人 员 M B A 学 习 的 成 功 在 于 其 后 一 批 毕
业生的专业成就。这些是波兰最古老的
此类研究，自1989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持
续进行研究。有超过5000人从我们学校
毕业。” 更多信息： http://rankings.
ft.com/exportranking/executive-mba-
ranking-2019/pdf

热舒夫与中国武汉交换项目
2019-11-20
热舒夫科技大学关于去武汉留学的招生工
作将持续至2019年12月4日。 热舒夫大学
的学生可以在拥有近900万居民的武汉华
中科技大学学习。 研究将在2019/2020学
年的夏季学期进行。 到目前为止热舒夫科
技大学的145名学生已经利用这个机会进入
了一所中国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在中国十
佳大学中名列前茅，超过5.6万人在这里深
造。 热舒夫科技大学于2013年6月与华中
科技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 去武汉交换的
学生将免去学费和住宿费。 他们必须自己
承担与旅行，维护和保险有关的费用。

西里西亚大学自然指数
2019-11-20
卡托维兹的西里西亚大学在自然科学指数
方面在波兰的科学机构中排名第七，在波
兰大学中排名第五，在精确和自然科学领
域的世界著名杂志上发表的科学家方面排

名最高。 排名考虑了在某些杂志中发表的
文章数（合著者代表各个机构）以及分数
（FC）指标，包括给定文章的所有合著者
所代表的机构数。 排名从82家主要杂志
收集数据，包括“自然”，“科学”或“
物理评论A”。列表可以访问来自世界各
地的科学家在最高级别进行的最新研究成
果。还提供了有关研究人员在机构，国家
和地区各级进行的合作的信息。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新实
验室
2019-11-20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新建了一个由11
个教学和科学实验室组成的团队。 新实验
室包括原型车间，干燥实验室，生物质和
废物，土壤中心农业物理，植物技术和防
护以及牵引力测试。实验室还设有植物保
护技术培训中心。 新实验室属于农业工
程研究所，但是实验室中进行的工作的性
质不仅是农业和园艺学的跨学科研究的一
部分，而且还是食品和营养技术或工程技
术科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的一部分。 用
于教学目的的前车库建筑的重建费用超过
600万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50254/
nowe_laboratoria_instytutu_inzynierii_
rolniczej.html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杰出青年
研究者奖学金
2019-11-21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五名年轻科学
家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颁发的奖学
金，奖学金获得者将得到为期三年的奖学
金，每月金额为5390兹罗提。 申请由一个
咨询小组进行评估，小组从科学和高等教
育总理事会，科学评估委员会和青年科学
家理事会提出的候选人中选拔。来自波兰
各地的211名科学家获得了奖学金-包括29
名博士生。 获得奖学金的名单为： 来自
机械系的Marcin Kaszuba博士、Adam 
Narbudowicz博士、来自电子学系的
Róża Goścień博士、来自基本技术问题学
院的Michał Baranowski博士和来自化学
系的 Jan Zaręba硕士。 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奖学金提供给进行创新，高水平科学研
究并享有很高知名度和国际科学成就的年
轻科学家。

雅盖隆大学心理研究所与小波
兰Cogiteon中心共同促进科
学
2019-11-21
雅盖隆大学心理学研究所与克拉科夫小
波兰Cogiteon科学中心（MCN）签署
了一项合作协议，协议旨在交流经验并实
施促进科学的联合项目。 更紧密的合作
将使这两个机构的全部潜力得到充分利
用。Michał Wierzchoń教授说道：“它依
赖于将现代心理学知识转移到该大学的社
会环境中，这就是为什么伙伴机构网络不
断扩大的原因。 雅盖隆大学的科学家已经
参与了MCN常设展览的筹备工作。” 小
波兰Cogiteon科学中心Piotr Szymański
主任补充道：“到目前为止科学中心的重
点一直放在精确科学上，这就是为什么
Cogiteon希望改变这一趋势，同时也关注
社会科学。”

格但斯克大学“高等教育的流
动性”项目
2019-11-21
格但斯克大学将实施由欧洲经济区2014-
2021年财政机制共同资助的“高等教育流
动性”项目。 方案旨在减少欧洲经济区内
的经济和社会差异，并加强波兰与冰岛，
列支敦士登，挪威在教育领域的关系。 项
目将增加波兰和捐助国之间学生和大学雇
员的流动性。包括学术教师进行教学活动
的流动性和员工进行“工作影子”旅行的
流动性，参加研讨会，培训课程，讲习
班和会议的能力，以提高技能并扩大知识
面。 学生们在一学年内也有可能在合作机
构实习2到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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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
斯卡大学大学国际化日
2019-11-21
2019年11月25日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
科沃多斯卡大学将与桑坦德银行·波尔斯
卡（Santander Bank Polska）一起在国
家学术交流局的主持下组织第一届国际
化日，专门讨论波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问
题。 活动的主题将是与高等教育国际化
有关的问题，其目标是“对发展和改进广
泛理解的国际化活动的环境反思”。 卢
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发言
人Aneta Adamska表示，这次会议还将
是一个展示该领域良好实践的绝好机会。 
活动期间将由欧洲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
（EAIE）的专家Uwe Brandenburg博士
带来出题为“为什么要国际化？理论和未
来趋势”的演讲。Uwe Brandenburg博
士是国际化领域公认的国际权威。

奥波莱大学获得波兰智能发展
奖提名
2019-11-22
奥波莱大学自然科学与技术学院生物系统
生物学硕士专业国际化因实施“古生物
学”而获得“ 2019未来研究”类别的波兰
智能发展奖提名。 项目由生物系统学独立
系（现为生物学研究所）的古生物学家实
施，并于今年以17名硕士的晋升而告终。 
波兰智能发展奖是一项全国性的殊荣，旨
在表彰从事科研活动的波兰科学机构，机
构和公司作为欧盟和国家计划的一部分实
施的最具创新性的项目，这些创新性投资
和解决方案通过其创新性投资和解决方案
适用于波兰的可持续发展。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大学可
用”项目
2019-11-22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获得了由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拨发的资金，用于实施 “可用的
大学”项目，将对两千半的员工和学生进
行培训。资金总额超过1400万兹罗提。 项
目包括254场针对8-12人的培训课程和讲
习班。将在四个领域内实施：一个意识模

块，可以在其中获得有关残疾人功能的知
识，关于在教学过程中与残疾人一起工作
的讲习班，有关行政，支持和管理人员的
讲习班。 作为项目的一部分，将制定50
多个导航计划，这些计划将到达大学的重
要位置。还将在大学周围进行虚拟走动，
并为希望与残疾人合作，创建适合其需求
的教育文件或材料的人们提供指南，计划
调整宿舍内部。 更多信息： https://pwr.
edu.pl/uczelnia/aktualnosci/miliony-
na-uczelnie-dostepna-11405.html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科学家获
得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奖学金
2019-11-22
来自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兽医和动物科学
学院的两名科学家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奖学金的获奖者。 来自动物学研究所的
Anna Maria Kubicka博士和动物育种与
原材料评估系的Marcin Hejdysz博士将获
得为期3年的奖学金，每月5390兹罗提。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授予从事高水平创新研
究并享有很高声誉和国际影响力的令人瞩
目的科学成就的科学家。 在今年的比赛中
申请由一个咨询小组进行了评估，小组从
科学与高等教育总理事会，科学评估委员
会和青年科学家理事会提出的候选人中选
出。

国家高级职业医学学院医学研
究所总部
2019-11-25
海乌姆国立高级职业学校已经开发出了初
始的建筑概念以及医学科学研究所新总部
的全部投资概念。 海乌姆国立高级职业
学校校长Arkadiusz Toil教授说道：“我
们想称赞在我们的新投资工作范围内完成
的第一阶段，医学科学研究所所在地。这
笔最重要的投资之一的工作应很快转变为
准备技术文件和自行开始施工的过程“。 
Arkadiusz Toil教授补充道“这是一项投资
将为在海乌姆发展医学教育创造条件。新
的研究所将是土地开发的开始，这是长期
未使用的土地。”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获得
LUMEN 2019竞赛
2019-11-25
波 兹 南 密 茨 凯 维 奇 大 学 在 大 学 领 域 最
佳 管 理 项 目 和 企 业 竞 赛 - 大 学 管 理 领 导
者-LUMEN 2019竞赛中获奖。 “波兹南
亚当·密奇凯维奇大学数学和计算机科
学学院的一个独特的LEGO教育创新工作
室，学习和工作的空间”LEIS项目获得了
奖项。 LEIS积极地让参与者参与他们自己
的学习过程，这是一个针对学生的教育空
间，在知识经济中发挥作用所必需的关键
能力领域中得到了装备和增强。 这是也是
一个聚集学校，学生，教师，父母和雇主
的地方，一个对学生发展和教育支持感兴
趣的实体将能够使用学术界开发的国际模
型来融合学习，激情和乐趣的地方。  

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无障碍
伙伴关系
2019-11-25
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已加入无障
碍伙伴关系计划，这是迈向消除大学空间
障碍的又一步。 什切青大学是计划的另一
个签署者。大学加入了来自各个行业和环
境的170个实体，这些实体宣布了他们消除
障碍的努力。无障碍伙伴关系支持建筑，
运输，教育，医疗保健，数字化，服务，
竞争力和协调等领域。 无障碍伙伴关系计
划签署者声明将以获取和平等待遇的思想
为指导，共同努力使所有公民在物质，社
会，文化，娱乐，休闲，体育，保健，教
育，工作，运输，信息和通讯方式方面的
机会和获取机会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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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是波兰最受欢迎的
研究领域
2019-11-25
科学部通知道：“本学年有超过424000名
学生开始大学生涯，超过110000学生决定
继续考取研究生，本科及本硕连读学生为
311000名。” 像往年一样年轻人最常选择
计算机科学。多达32680人申请了这一专
业。心理和管理仍然占主导地位。今年心
理学排在第二位（25831名报名者），管
理人员（22930名报名者）。 最受欢迎的
学科还有医学研究（不包括由卫生部长监
督的医学大学），法律，经济学，英语语
言学，财务和会计，建筑和后勤。 候选人
最多的有三所科技大学：华沙，格但斯克
和波兹南。平均每6至7个人在申请同一个
名额。克拉科夫经济大学（5.7名候选人）
以及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5.5名候选人）
是最受欢迎的经济大学。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与密苏里
科技大学合作
2019-11-25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将与美国密苏里科技
大学在科技研究和学术交流领域合作。合
作协议由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校长 Cezary 
Madryas教授与美国大学副校长Richard 
Wlezien博士共同签署。 合作旨在支持教
学法以及科学研究领域的合作，增加两所
大学的研究活动。作为大学间合作的一部
分，预计将交换学生，员工和学术人员，
开展联合研究工作以及共同组织研讨会和
学术会议。合作协议为期七年。 密苏里科
技大学成立于1870年。目前大约有7000名
学生在科技大学学习。大学主要在STEM组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进行教
育，包括关于太空，采矿和石油工程的专
业。

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Eryk Łon
教授建议建立经济大学
2019-11-26
波兹南经济大学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Eryk 
Łon教授在玛丽亚广播电台上说道：“
我们应该在沃维奇建立一所波兰经济大

学。“ Eryk Łon教授说道：“沃维奇已经
有四所学校，第四高中、第四职业学校及
一级工业学校。考虑到这一点，在 沃维奇
成立经济大学将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将是
沃维奇在发展道路上迈出又一步。“ Eryk 
Łon教授以许多举措而闻名。今年已经呼
吁波兰退出欧元区并且建议波兰发行800兹
罗提的面值以纪念抚育了八个孩子的玛丽
亚·科诺普尼克（Maria Konopnicka）
。

经济科学领域最佳硕士学位论文
2019-11-26
波兰国家银行第十二届经济科学硕士最佳
论文奖竞赛已经结束，竞赛由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长和波兰科学院院长名誉赞助。 竞
赛旨在发展波兰的经济思想并提高学术界
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尤其是货币政策和金融
市场的兴趣。 来自华沙大学的Wojciech 
Jędruszczak的主题为“波兰2004-2016年
失业的随机趋同模式”论文获得了第一名
及15000兹罗提奖金。 来自华沙中央商学
院的Jakub Klimaszewski的“澳大利亚房
地产市场对2007-2010年全球危机的抵抗
力，条件，过程，原因”论文获得了第二
名及10000兹罗提奖金。 来自罗兹大学的
Justyna Janiec的主题为“资本和流动性
法规对波兰银行业的影响”论文获得了第
三名及7000兹罗提奖金。

波美拉尼亚学院与莫斯科国立
法律大学合作
2019-11-26
斯武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学院将与莫斯科国
立法律大学合作。 合作协议在莫斯科访
问期间由校Zbigniew Osadowski教授签
署。 合作协议涉及联合教育计划的发展
和实施，学生交流（本科，硕士和博士学
位），员工和教职员工的交流以及组织和
开展联合科学项目和会议。 合作的发起者
是在波美拉尼亚学院成立的法律与行政学
院，学院考虑到高学历，确保在国际层面
上交流经验。这是有关双文凭课程领域进
一步合作的第一步。

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家赢得国家
科学中心竞赛
2019-11-26
西里西亚大学的五名研究人员赢得了国家
科学中心竞赛并将实施他们的项目。项目
研究经费总值超过41；0万波兰兹罗提。 
获得资助的项目是 “水上小说：难民与海
洋”； “妇女的社会法律正义，分析女性
圈子“； “有限尺寸和表面相互作用之
间的相关性及其对二维空间受限材料的分
子动力学的影响。 空间限制的大小适用
吗？” “ TreesBEEs-树木是生态系统转化
的生物地貌因素-在树根，根际细菌和菌根
真菌的影响下，生物风化，初始土壤发育
和斜坡形成”； “冰川新元古代倒计时到
生物学的大爆炸”。

特殊教育学院与普沃克马佐夫
舍公立学院合作
2019-11-27
特 殊 教 育 学 院 华 沙 的 M a r i a 
Grzegorzewska和普沃茨克马佐夫舍公
立学院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以执行科学
研究和开发项目。 合作协定包括：共同执
行教育，科学研究和发展项目；在人员培
训领域开展合作，提高博士生和研究与教
学人员的能力，在获得科学晋升，组织研
究生学习和培训以及专业实习，合作组织
专题会议和研讨会以及出版文章和科学专
着方面进行合作。 马佐夫舍公立学院校长
Maciej Słodki教授说道：“在我们为教学
法学科进行参数化的准备工作中，该协议
对我们尤为重要。我们还希望这将为我们
申请学位的员工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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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王子夫妇访问华沙大学
2019-11-27
11月25日至26日华沙大学举行庆祝波兰与
丹麦建交100周年会议。丹麦王位的继承人
弗雷德里克亲王和玛丽亚王妃访问了华沙
大学。 弗雷德里克亲王参加了国家间关系
会议的开幕式。 会议开幕时华沙大学校长 
Marcin Pałys教授谈到了华沙大学和丹麦
大学之间的科学合作，也谈到了由于4EU +
联盟而成为可能的合作。 Marcin Pałys教
授说道：“我们对4EU +联盟寄予厚望，该
联盟根据今年6月欧洲委员会的决定获得了
欧洲大学的地位。该联盟将来自华沙大学
和哥本哈根大学等六国的研究大学联系在
一起。”

波兹南经济大学适应残疾人需
求
2019-11-27
波兹南经济大学获得了超过225万兹罗提
的资金用于实施“适应残疾学生的需求而
对建筑物进行改造和提供教育”项目。 项
目包括购买用于与残疾人一起上课的设
备，聘请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购买
TOTUPOINT设备，将必读文献换成适合残
疾人士使用的电子版本禁用。 项目还涉
及消除建筑障碍，安装助听器系统，为庄
园购买逃生椅。禁用，安装系统以召集人
们的帮助残疾人，设备的安装有助于打开
沉重的大门，大学的网站适应残疾人的需
求。

尼萨国立高等职业学校与波兰
唐纳森建立合作关系
2019-11-27
尼萨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已与波兰唐纳森公
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唐纳森公司是过滤系
统和备件生产的全球领导者。 尼萨国立
高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可以进行学徒制和实
习，还可以在波兰唐纳森公公司的专业实
验室内组织研讨会，讲座和其他形式的班
级，以提高学生的技能和能力。作为尼萨
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提供的培训的一部分，
公司的员工将能够提高自己的能力。 唐纳
森为工业部门和柴油发动机领域的客户提

供服务，包括工业设施中的空气净化，压
缩空气和气体净化，烟气和除尘，发电，
磁盘驱动器过滤以及大型设备和卡车。

Jerzy Hausner教授获得华沙
中央商学院荣誉博士称号
2019-11-28
Jerzy Hausner教授获得华沙中央商学院
荣誉博士学位。 华沙中央商学院授予在
科学，经济或国际合作方面的发展而特别
杰出的研究人员荣誉博士称号。 Juliusz 
Gardawski，Andrzej Sławiński和Jacek 
Szlachta教授是这样评价的： “Jerzy 
Hausner教授的科学研究和公共服务在欧
洲得到认可和赞赏。他在著名的经济大学
哥本哈根商学院的国际商业与政治中心的
过渡经济中担任副教授一职。从2014年开
始，他参加了布鲁塞尔欧洲及全球经济实
验室的工作，从2018年开始，他是高层工
业圆桌会议“ Industry 2030”的成员，该
委员会是欧盟委员会在欧洲制定新的工业
政策的咨询机构。” Jerzy Hausner教授
于2001-2005年在Leszek Miller和Marek 
Belk任期内担任政府部长。在2003-2005
年期间，他在2010-2016年任期货币政策
委员会成员副主席。

波兹南大学成立数字技术创新
应用研究院
2019-11-28
数字化部将与波兰的大学一起为人工智
能，机器学习和网络安全领域的最高级专
家创建了系统的教育模式。波兹南密茨
凯维奇大学在创建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研
究院（AI Tech）的联盟中。 波兹南密茨
凯维奇大学副校长Marek Nawrocki教授
说：“数字化部创建Al Tech的想法对于我
们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第二轮研究
的候选人来说是个好消息。 学生将可以在
国内外领先的大学实习，在领先的IT公司实
习，专家讲座和受邀科学家。大学要进行
教育，使毕业生不仅是出色的IT专家，而且
是具有更广泛管理技能的人，能够应对商
业和科学挑战，包括作为实施博士学位的
一部分。 更多信息： https://amu.edu.
pl/dla-mediow/komunikaty-prasowe/

bedziemy-ksztalc ic-naj lepszych-
specjalistow-cyfrowej-gospodarki

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代表访问
了华沙大学
2019-11-28
来自中国中山大学的代表团访问了华沙大
学。 两所大学的代表讨论了合作。 会谈
涉及进行自然科学，精确科学和技术科学
的雇员和学生以及语言和翻译研究的科学
合作和进行学术交流的可能性。 访问结束
后，客人们参观了老城的华沙大学校园。 
中山大学是中国领先的大学之一。 根据世
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它在中国排
名前十的大学中，在全球最好的200所大学
中。

什切青大学助理教授获得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奖学金
2019-11-28
什 切 青 大 学 管 理 学 院 助 理 教 授 P a w e ł 
Ziemba博士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为管理和质量科学领域的杰出年轻科学家
提供的奖学金。 Paweł Ziemba博士的
研究主题与什切青大学决策支持方法和认
知神经科学系的工作密切相关。Paweł 
Ziemba博士在决策系统中使用的多准则决
策支持和知识库的方法，这些方法用于广
泛理解的管理，尤其是可持续管理。 获奖
项目涉及：多标准决策分析方法的开发和
应用，以及本体知识库和知识推理机制的
构建。所指出的研究方向的结合将导致基
于逻辑推理和多准则决策分析的智能决策
系统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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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莫希奇国立大学的研究生新
领域
2019-11-29
扎莫希奇国立大学的开始在新的研究生课
程。 11月23日至24日进行了国家安全体系
危机管理领域的第一堂课。 研究旨在为危
机管理，国防事务，民防，个人数据管理
和机密信息保护领域的专家做好准备，以
便在对波兰公民的安全和财产构成威胁的
情况下有效地运作。 这些研究的对象是中
央和地方政府行政部门的雇员，制服服务
人员以及对获得新资格感兴趣的任何人，
使他们能够从事危机管理领域的工作。

西里西亚大学精确技术学院
2019-11-29
西里西亚大学精确技术科学学院在科学
与商业协同类别中获得了Symbol 2019奖
章。在由“ 法律日报”编辑发行的“市场
监控器”和由“ 共和党报”发行的“业务
监控器”的计划中得到了认可。 Dziennik 
Gazeta Prawna以具有最高管理质量和
所采取措施为特征的公司和机构将获得标
志。计划增强了获奖实体的正面形象，并
提供了建立新业务联系的机会。 评审团赞
赏大学科学家致力于实施不仅对科学知识
重要的项目，而且对那些承担重要社会问
题并为商业部门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的项目
的承诺。该大学认真聆听该地区的需求，
提供知识，设备，信息，图书馆和住房资
源以及其成就和发现。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科学联盟
2019-11-29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成为了来自史特拉
斯堡，弗莱堡，阿姆斯特丹，卡尔斯鲁
厄，维也纳，塞萨洛尼基和米卢斯的大学
联盟的一部分。联盟是EPICUR欧洲统一
校园统一创新伙伴关系，也是欧洲首批
17所大学之一。 参与该项目意味着波兹
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将获得开展研究和科学
项目的活动的财务支持，学习系统也将发
生变化。学生将获得新领域的培训优惠，
其他形式的学生交流机会以及获得国际文
凭的机会。 联盟大学将提供联合学习课

程。除其他外，它们的实施方式将是电子
学习平台或在线课程。不仅由于多个学术
中心的合作，而且由于与它们的经济环境
建立了联系，科学研究的水平和质量将提
高。 更多信息： https://amu.edu.pl/
wiadomosci/aktualnosci/kandydaci/
e p i c u r - j e s z c z e - w i e c e j - b a d a n - i -
projektow-edukacyjnych.-jeszcze-
wiecej-wyjazdow-zagranicznych-dla-
studentow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
学加强与卢布林医科大学的合
作
2019-11-29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校长
Stanisław Dziekoński教授波兰电视台卢
布林分台“这关系到我们”节目的采访
时体积了华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
大学将加强与卢布林医科大学的合作。 
Stanisław Dziekoński教授说道：“文明发
展是不可避免的，文明带给我们的变化可
以被治愈的人利用。” 关于与卢布林医科
大学之间的合作Stanisław Dziekoński教授
表示，该计划已在多个级别实施。 合作也
将进入研究领域。双方希望与医科大学一
起创造新的质量，这将减轻波兰医疗体系
的财务负担，同时使医生与患者更近。

Jolanta Choińska-Mika教授
成为指导委员会会员
2019-12-02
华 沙 大 学 学 生 事 务 和 教 育 质 量 副 校 长
Jolanta Choińska-Mika教授再次当
选 欧 洲 各 国 首 都 大 学 网 络 指 导 委 员 会
（UNICA）的5名成员。 UNICA成立于
1990年，包含来自37个欧洲国家首都的
51所大学。 在这些大学目前有190万学生
接受教育，协会目标是促进整个欧洲成员
大学之间的学术卓越，融合与合作。 大
学网络指导委员会代表成员大学在欧洲机
构，国家，地区和地方当局中的地位。 
JolantaChoińska-Mika教授是近代欧洲
早期，议会和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员。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成立
Enigma密码中心
2019-12-02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Martineum大楼
内将建立Enigma密码中心。Enigma密
码中心将在2021年迎来首批方可。 波兹
南密茨凯维奇大学Martineum大楼在战
前曾有波兰陆军总参谋部的密码办公室，
打 破 德 国 密 码 机 密 码 的 数 学 家 M a r i a n 
Rejewski、Jerzy Różycki、Henryk 
Zygalski曾在这里工作。 密码中心展览将
分为主题区域，配备互动和多媒体看台以
及传统展品，还将举办有组织的团体和公
开讲座的课程。 作为投资的一部分，建筑
物的内部将进行现代化改造。除了对设备
进行新的布置和装修外，还将改善残疾人
的无障碍使用环境。 更多信息： https://
amu.edu.pl/dla-mediow/komunikaty-
prasowe/budujemy-centrum-szyfrow-
enigma!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获得“卓越
研究人力资源”奖
2019-12-02
欧盟委员会授予卡托维兹经济大学“ HR卓
越研究奖”。根据《欧洲研究人员宪章》
和《研究人员招聘行为守则》的指导方
针，大学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最佳的工作条
件，并以透明的方式进行了招生过程。 获
得奖项的大学在招聘员工时确认遵守透明
规则，在拨款竞赛中对大学进行奖励，并
确认其准备在国家和国际舞台上申请和实
施科学项目。 “研究人力资源卓越”是“
研究人员人力资源战略”战略下的一项活
动，旨在提高欧洲科学家的工作条件和职
业吸引力，这一标志使从事研究和开发领
域的机构以及研究资助组织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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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韦斯托克大学与聊城大学
合作
2019-12-02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将与中国聊城大学合
作。合作文件由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校长 
Robert Ciborowski教授与聊城大学副校
长胡海泉共同签署。 合作协议包括实施联
合研究项目，交换科学人员和学生，以及
联合组织科学会议。协议期限为5年并将有
可能延长协议时间。 中国大学对自然科学
和精确科学领域的合作最感兴趣。但是，
双方不排除将来在教育学或外语教育领域
还将开展联合活动。 聊城市大学位于山东
省华东聊城市，大学孕育了三万多学生。

弗罗茨瓦夫大学与弗罗茨瓦夫
医科大学合作
2019-12-02
弗罗茨瓦夫大学校长Adam Jezierski
教 授 与 弗 罗 茨 瓦 夫 医 科 大 学 校 长 P i o t r 
Ponikowski教授签署了合作协议。 大学之
间的合作将由弗罗茨瓦夫大学生物科学学
院环境生物学研究所的生物学，无脊椎动
物的生物学和法医昆虫学实验室和弗罗茨
瓦夫医科大学法医学系的法医检测实验室
共同实施。 合作包括在生物学和法医昆虫
学领域进行研究，传播研究结果，特别是
通过科学和大众科学出版物，参加会议以
及以培训，实习和实习的形式向学生和雇
员传播知识。

格但斯克大学将对残障学生开放
2019-12-02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将 实 施 “ 可 用 的 U G ” 项
目，项目是一项综合计划，旨在消除残
疾人获得教育的障碍。这些活动将由国
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根据运营计划知识教
育发展共同出资。 项目旨在通过实施针
对组织，建筑，技术，教育变化和培训
组织的综合解决方案，以提高格但斯克
大学对残障学生的可及性，以提高与残
疾人合作的能力。 项目包括为大学校园
建造外部乘客电梯并创建专业的标签系
统，重建残疾人办公室的网站，购买专
用设备并改编互联网门户和针对残疾人

的电子学习培训。 更多信息： https://
ug.edu.pl/media/aktualnosci/92312/
d o s t e p n y _ u g _ - _ k o m p l e k s o w y _
p r o g r a m _ l i k w i d a c j i _ b a r i e r _ w _
dostepie_do_ksztalcenia_dla_osob_z_
niepelnosprawnosciami_-_piate_
miejsce_na_liscie_rankingowej

普沃克马佐夫舍公立大学扩大
专业开设范围
2019-12-03
根据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决定普沃克马佐
夫舍公立大学将从2020/2021学年开始创
建管理方面的第一轮实践研究。 大学将
对有能力从事组织管理管理方法方面的专
业活动的专业人员进行培训。 研究旨在“
培养与了解周围世界的积极态度有关的学
生的个性和社会能力的发展”。 管理专业
的毕业生将获得以下领域的知识，技能和
能力：现代组织的管理，组织管理领域的
问题解决（基于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最新文
献和实践，人力资本管理和最新的信息技
术）。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加强与
上海大学合作
2019-12-03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宣布将加强与上海大学
的合作，这将为密茨凯维奇学生创造交换
几乎。这两所大学将于12月签署一项关于
两周期联合研究的正式协议。 两个学术中
心已经一起进行了许多科学计划。其中之
一是11月密茨凯维奇大学的博士生和讲师
前往上海参加科学会议。计划联合实施教
育计划以及进行科学研究 在他们访问中
国期间讨论了共同研究项目，学术交流，
实习计划以及参加暑期学校。讨论还包括
2020年的建议：在广州组织波兰电影节和
波兰文化日，以及在肇庆大学组织联合科
学会议。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国际培
训周
2019-12-03
来自9个国家/地区的11所大学的17名代表
将于12约6日参加在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
学举办的国际培训周。 Erasmus +计划的
合作大学会议由PB国际合作办公室组织。 
国际培训周的参与者包括来自全球11个学
术中心的国际合作办公室的学术老师和员
工。 来宾有机会了解比亚韦斯托克科技
大学，参加学院的会议以及为学生举办课
程。 来自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马
来西亚，摩尔多瓦，尼泊尔，巴拉圭，俄
罗斯，塞尔维亚和突尼斯的大学代表也希
望，在比亚韦斯托克活动期间，他们将与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的教师和学术人员
建立合作关系。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将提高当地葡萄酒质量
2019-12-03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的科学家
将获得将近480万兹罗提资金用于实施提
高下西里西亚葡萄酒的质量和知名度项
目。资金来自农业结构调整和现代化局的
预算。 作为``葡萄酒生产和装瓶的创新技
术以及生产组织方法作为提高当地生产的
葡萄酒产品质量的因素''项目的一部分，
将创建一个移动式葡萄酒装瓶线和一个分
析园艺葡萄酒的中心，这将支持该地区葡
萄酒种植者的研究并促进其工作。研究人
员将研究葡萄栽培的农业技术和品种，以
制定葡萄种植的良好操作规范。 项目由科
学联盟共同实施，联盟其他成员来自下西
里西亚和奥波莱地区，下西里西亚农业咨
询中心和波兰园艺科学学会的酿酒师。 更
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
pl/aktualnosci/50491/iq_grape_upwr_
poprawi_lokalne_win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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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为残疾
人士提供无障碍设施
2019-12-03
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的 “为获得
教育机会设置障碍-没有资金而适应”项目
已获得国家研究与开发中心竞赛的资助。
项目旨在消除获得高等教育的障碍。 资
金将用于进行组织变革，包括设立支持残
疾人的办公室。计划在其中一个学院内建
造一台电梯，并且专门的培训将提高员工
的意识和能力，这将转化为为残疾人提供
更多教育机会。 比赛由欧洲基金会-知识
教育发展计划资助。计划预算为2亿兹罗
提，但最终由于已提交项目的高质量和其
中所采取行动的重要性，预算增加了1.21
亿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s://www.zut.
edu.pl/zut-strona-glowna/informacje-
biezace/article/zut-otrzyma-ponad-4-
mln-zl-na-zwiekszenie-dostepnosci-dla-
niepelnosprawnych-studentow.html

西里西亚大学获得
2019ELSEVIER研究影响力领袖
奖 提名
2019-12-03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已获得“ ELSEVIER
研究影响力领袖奖”提名。奖项授予在农
业与自然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
健康与医学，精确科学与社会科学等领域
有杰出贡献的实体。 竞赛考虑到最近五年
来最负盛名的科学期刊的出版物数量有所
增加，代表外国科学中心的合著者也参与
其中，并且引用率很高。卡托维兹大学被
提名为工程和技术科学类别。 西里西亚
大学还参加了展望教育基金会在部长级计
划“对话”下实施的国际知名度项目。项
目旨在准备大学审计，并组织有关建立排
名，科学工具和建立国际知名度的经验的
方法的研讨会。 更多信息： https://www.
us.edu.pl/nominacja-uniwersytetu-
slaskiego-do-elsevier-research-impact-
leaders-award-2019

奥尔什丁科学与创新普及中心
2019-12-04
0月8日奥尔什丁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校
长宣布了以科学与创新普及中心为名的竞
赛，共有54项作品提交参加比赛，最终选
定的名称为Kortosfera。 评委必须从将近
一百零五份提案中重复选择其中的几项，
选择一个所在地及其所在地的活动的性质
或特殊性的名称。 这个名称必须是原始
的，从未使用过的，有创造力的，并且时
间不能太长。 Kortosfera这个名字由来自
人文学院新闻与社会传播研究所的Urszula 
Doliwa教授和来自环境科学学院旅游，娱
乐与生态学系的 Emil Andrzej Karpiński硕
士共同提交。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与西门子交
通集团合作
2019-12-04
克 拉 科 夫 科 技 大 学 与 西 门 子 交 通 集 团
（Siemens Mobility）已在科学和教育领
域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 在此基础上西门
子交通成为了机械工程学院举办的本学年
启动的交通工程学院的赞助人。 西门子交
通集团是生产铁路，公路和航空车辆的全
球领导者，并且在交通运输和智能系统领
域为移动性和物流领域创建了专门的解决
方案。 在运输工程领域，克拉科夫科技大
学和西门子交通集团将在铁路行业进行合
作，包括用于运输工具生产和运营的创新
技术，智能交通系统和交通领域解决方案
以及运输和物流综合解决方案。

华沙大学校长教学奖
2019-12-05
自自由艺术学院的Paweł Stępień教授、
来自欧洲中心的Agata Dziewulska博士和
来自物理学院的Andrzej Dragan博士成为
华沙大学校长第四次教学奖的获奖者。奖
项是单独授予的，以表彰其在教学领域的
杰出成就。 华沙大学校长教学奖因其出色
的教学成就和采用创新的教学方法而分别
授予学术教师。每年，该奖项都会在三个
领域获奖：人文，社会科学和精确科学。 
第一届华沙大学校长教学奖于2016年首次

颁发。 华沙大学校长Marcin Pałys教授说
道：“教学活动是大学的基本职能之一。
良好的教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
很多变化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它必须与
现代社会的要求和挑战保持一致。“

波美拉尼亚自然保护区数字化
2019-12-05
什切青大学、格但斯克大学与斯武普斯克
波美拉尼亚大学将实施一个数字化项目，
并在互联网上共享波美拉尼亚学术单位的
植物标本室的馆藏。这是波兰的第一个这
样的事业。 项目旨在数字化和提供波美拉
尼亚草的在线资源。由于项目的实施将减
少获得植物标本室资源的成本，并且将使
获得波兰研究人员的成就的状况得到更好
的改善。 波美拉尼亚草本植物将以数字形
式在波兰首次提供。这将转化为传播有关
波兰科学家成就的知识，并增加对波兰研
究人员出版物的引用。 总计近50万珍贵的
植物将被扫描并在网上发布。项目将由“ 
2014-2020年波兰数字行动计划”提供资
金。项目总价值为2500万兹罗提。 更多
信息： https://usz.edu.pl/digitalizacja-
zbiorow-przyrodniczych-pomorza/

日本代表团访问卢布林科技大
学
2019-12-05
截止至12月7日日本代表团一行32人将访
问卢布林科技大学，该代表团由熊本，双
修和琉球三所伙伴大学的员工和学生组
成。 日本代表团的访问总结了卢布林大学
和日本大学之间近36年的合作。合作专注
于研究主要涉及等离子技术，可再生能源
和等离子在环境保护中的使用，学生和员
工的交流，联合出版物以及会议和研讨会
的组织。 卢布林科技大学电气工程与计算
机科学学院院长Henryka Stryczewska教
授说道：“卢布林科技大学特别重视与日
本的科学合作。这个国家在科学，经济和
文化上都非常有吸引力。我们在1984年与
金泽大学签订了第一份正式合作协议，协
议涉及到员工和学生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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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奖学金
2019-12-06
85名杰出学生获得了由副总理兼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颁发的钻石
奖学金。科学部将在科学项目的实施上投
入超过1700万兹罗提。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表示：“令
人鼓舞的是每年最年轻的科学家群体都获
得了钻石奖学金。我们已经为将近700名优
秀学生提供了支持，由于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的帮助，这些学生可以开展他们的第一
个独立研究项目。” 已经有85个项目获得
了超过1700万兹罗提的资助，这些的作者
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学士学位的学生或毕业
生。 比赛的优胜者将获得多达22万兹罗提
奖金。学生将能够在24到48个月内（即在
整个项目期间）获得每月最高2500波兰兹
罗提的工资。

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建筑工
程获得了欧洲证书
2019-12-06
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建筑与建筑学院的
建筑专业获得了欧洲质量认证，欧洲认可
的工程师（EUR-ACE）。证书是由技术大
学认证委员会（KAUT）授予。 EUR-ACE
是欧洲工程组织创建的一种认证。系统由
欧洲工程认证网络（ENAEE）网络开发，
网络汇集了爱尔兰，芬兰，法国，西班
牙，哈萨克斯坦，德国，波兰，葡萄牙，
俄罗斯，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瑞士的大
学中负责工程教育质量的国家组织，土耳
其，英国和意大利。在波兰，KAUT是这
样的组织。 ENAEE授予其技术认可计划的
证书。文件在所有欧洲国家都是公认的，
并确认研究计划符合欧洲采用的规范和原
则。

华沙大学墨西哥凯特拉计划
2019-12-06
华 沙 大 学 启 动 了 墨 西 哥 凯 特 拉 计 划 计
划 ， 这 是 墨 西 哥 科 学 家 的 一 系 列 讲
座。 今年的讲座将由物理学家Mauro 
NapsucialeMendívil博士进行。 Mauro 
NapsucialeMendívil博士是瓜纳华托大

学物理系主任。 他的演讲主题是 “暗物
质：事实与神话”。 墨西哥驻波兰大使亚
Alejandro Negrín参加了会议。 墨西哥凯
特拉计划主要是为学生开设的讲座。 多学
科计划也是波兰和墨西哥代表人文和社会
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和精确科学的科学家之
间合作的机会。 计划方案与墨西哥外交部
合作实施。

绿山城大学实施“ NewM-新
的出行方式”项目
2019-12-06
绿山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将实施 “ 
NewM-新的出行方式”国际项目。项目由
欧盟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资助。 项目旨在
使合作伙伴和外部高等教育机构能够实施
新的出行方式。具体目标是通过提高大学
之间的合作意识和理解，增加其毕业生的
横向能力，从而增加欧洲范围内的就业机
会并减少国际教育中的不平等现象，从而
使欧洲相互联系。 项目合作伙伴包括：德
国维尔茨堡－施温福特应用科学大学、匈
牙利德布勒森大学、荷兰丰提斯·芬洛应
用科学大学、罗马尼亚卢西安·布拉加锡
比乌大学、芬兰塞纳约基应用大学。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再次成为波
兰最受欢迎大学之一
2019-12-06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在招生报名人数中今
年在波兰排名第二。在今年的招生工作
中 ， 平 均 有 7 人 在 同 时 申 请 一 个 学 位 。 
最受欢迎的是管理与经济学院。英语管
理共超过18人同时申请、经济学管理共
17.7人同时申请、建筑学院近15人同时
申请、机电一体化14.5人同时申请、管理
和生产工程13人同时申请。 2019/2020
学 年 格 但 斯 克 科 技 大 学 录 取 了 3 7 4 0 名
学生。科学部发布的波兰最受欢迎的公
立大学排名是对2019/2020学年大学招
生结果的总结。 更多信息： https://
p g . e d u . p l / a k t u a l n o s c i / - / a s s e t _
publisher/hWGncmoQv7K0/content/
politechnika-gdanska-ponownie-w-
gronie-najpopularniejszych-uczelni-w-
polsce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任命
波兰认证委员会委员
2019-12-09
2020年1月1日波兰认证委员会（PKA）
的下一个四年任期开始，机构致力于确
保和改善教育质量。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任命了PKA成
员。 委员会活动的主要目标是确保遵守
高等教育所采用的质量标准，同时参照
欧洲和全球教育领域的最佳模式，并在
提高教育质量和建设优质文化的过程中
支持公立和私立大学-。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强调道：“PKA做出的决定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波兰每所大学的运作，
也极大地影响了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运
作。我希望新的PKA成员在上任期间一
直记得这一点。“ 更多信息： https://
www.gov.pl/web/nauka/komunikat-
w-sprawie-powolania-cz lonkow-
polskiej-komisji-akredytacyjnej-na-
kadencje-2020-2023

雅盖隆大学副校长会见欧洲创
新与青年专员
2019-12-09
雅 盖 隆 大 学 研 究 与 结 构 基 金 副 校 长
Stanisław Kistryn教授在布鲁塞尔会见了
Maria Gabriel专员并参加了“欧洲高等
教育界的新视野”辩论。 Maria Gabriel
是欧盟委员会的成员，她从12月1日起担任
创新与青年事务专员，还负责研究和高等
教育领域。 雅盖隆大学副校长Stanisław 
Kistryn教授是欧洲研究型大学-密集型大学
协会的联合创始人，也是欧洲大学（UNA 
Europa）欧洲大学协会的代表。 在会议
期间提出了与欧洲大学倡议有关的问题，
欧盟15国和欧盟13国在“地平线2020年”
计划中参与程度的差异以及缩小这些现象
在“地平线欧洲”中的前景等问题。 他
们还谈到了从欧洲和国家基金资助科学研
究，以及支持与欧盟以外国家进行国际合
作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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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农业与生
物工程学院获得2019象征称号
2019-12-09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
获得了2019象征称号。 与“ 法律日报”一
起分发的“市场监控器”以及与“共和党
报”一起发布的“金融监控”的两个独立
的增补程序已经运行了9年。 授予的符号
表示对公司和机构以前的活动和成就的赞
赏，这些活动和成就以最高质量的管理和
计划为特征。 奖项还用于区分具有创新能
力，在市场上处于强势地位并通过基于知
识和能力的智能机制改变环境的实体。

弗罗茨瓦夫大学学生获得了钻
石奖学金
2019-12-10
来 自 弗 罗 茨 瓦 夫 大 学 的 M i c h a ł 
Stefańczyk、Tomasz Różański和Jakub 
Mikrut获得了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颁发的
钻石奖学金。 钻石助学金计划旨在为有
统一硕士学位的学生或第一学期毕业生
提供实施自己的研究项目的机会。它还
可以让您缩短科学职业道路并进行博士
学位研究而无需获得硕士学位。 Michał 
Stefańczyk将实施“厌恶敏感性上性别差
异的发生”项目、Tomasz Różański将实
施“研究3He化学奇异恒星大气中元素分
层的研究”项目、Jakub Mikrut将实施“
米尔迪塔蛇绿岩（北阿尔巴尼亚）的浅
滩成因（Puke massif）和超产（Kukesi 
massif）的地幔细胞生化演化和岩石学比
较“项目。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商业服
务领袖协会赞赏
2019-12-10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已获得波兰商业服
务领导者协会的认可，商业服务领导者协
会（ABSL）在过去两年中对现代商业服务
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ABSL是一家领先
的组织，代表波兰的现代商业服务。与政
府，地方政府机构和大学合作，以提高进
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员的资格并提高波兰的  
投资吸引力。作对那些有助于发展现代商

业服务业潜力的实体给予表彰。 在会员公
司管理会议上颁发了十个奖项。卡托维兹
大学在与现代商业服务部门合作方面一直
被认为是教育领导者类别，致力于开发最
佳的教育计划。

波兹南科技大学五位科学家赢
得Miniatura 3竞赛
2019-12-11
波兹南科技大学研究人员赢得了第三届国
家科学中心Thumbnail竞赛并且获得了五
笔研究资金。 获奖者是： 来自环境工程
研究所的Beata Mądrecka博士的“确
定净水过程中使用的生物活性炭过滤器中
抗药性细菌的生长可能性”项目； 来自
自动控制，机器人和计算机工程研究所的
Paweł Mendant博士的“应用图论方法
对不平衡数据进行分类“项目； 来自电气
和工业电子学研究所的Łukasz Knypiński 
博士的“直接启动的同步电动机的全面优
化”项目； 来自数学研究所的Ziemowit 
Domański博士的“根据变形量化在非交
换空间中的量子力学”项目； 来自材料
研究所和量子工程研究所的Przemysław 
Głowacki博士的“对用于原子计量学和
工程学的锰原子中超细结构的初步研究”
项目。

华沙中央商学院在《金融时
报》排名中
2019-12-11
与每年一样，《金融时报》在12月发布
了欧洲前95名商科大学的排名。 2019
年，华沙中央商学院（SGH）从71名上
升至69名。这是连续第二次晋升。在整
个排名中，它获得了毕业生最高的薪资
涨幅（122％）。 英国《金融时报》还
称赞华沙大学的独特国际化提议。 在过
去的一年中，华沙中央商学院参加了FT
研究的一项排名-9月份的管理学硕士课
程中，管理领域在全球排名第58位，由
华沙中央商学院 CEMS MIM共同领导在
第8位。 在12月份的商学院排名中，巴
黎高等商学院排名第一，伦敦商学院排
名第二，意大利博科尼大学排名第三。 
更多信息： http://rankings.ft.com/

businessschoolrankings/european-
business-school-rankings-2019

什切青大学开设桑坦德大学
2019-12-11
桑切德大学是由私人公司资助的最大的高
等教育计划，已在什切青大学经济，金融
和管理学院开设。 桑坦德大学是波兰桑坦
德银行和桑坦德集团的重要社会参与项目
之一。仅在2018年，银行就在全球范围内
颁发了73741项奖学金和助学金。 参与该
计划的大学为本地和国际会议，研究和项
目提供实质性和财务支持，在学术环境中
支持企业文化和创新，通过外国奖学金支
持教育国际化，与来自各国的最好的大学
合作实施的交流计划和项目，以及学生的
支持通过实习计划进入劳动力市场并雇用
毕业生。

弗罗茨瓦夫大学学生获得了化
学银牌
2019-12-11
来 自 弗 罗 茨 瓦 夫 大 学 化 学 系 的 学 生
Wojciech Stawski在波兰科学院物理化
学研究所举办的竞赛中获得了化学银质
奖章。他的“四氟杂交种（1.1.1.1）和
Triphyrin（2.1.1）合成与表征”项目获
得了奖牌。 卟啉和四菲林属于类卟啉（
类似于血红蛋白或叶绿素），其中一些可
用于光催化和光动力疗法，例如用于癌
症治疗。 Wojciech Stawski是弗罗茨瓦
夫大学本科化学专业的一年级学生。今
年他去了剑桥大学进行研究，还获得了
5000兹罗提的奖学金。 与杜邦合作组织
的化学金牌大赛的目的是选择化学领域及
其与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交界处的最佳本
科或硕士论文。 更多信息： https://uni.
wroc.pl/wojciech-stawski-zdobywca-
srebrnego-medalu-chem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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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荣获最佳教
育课程奖
2019-12-12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获得了由企业服务领导
者协会授予的荣誉。奖项被授予“教育领
导者”类别，以提供一流的教育计划，促
进该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商业服务行业领
导者协会（ABSL）是为行业发展设定标
准和方向的组织，组织已经提供了约30万
份工作考虑到许多经济条件，人们有机会
成为私营部门最大的就业机会。 联盟的
使命是开发现代商业服务业的潜力，并与
政府机构，地方政府和大学一起不断开展
工作，以提高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员的资
格，并确保提高波兰的投资吸引力。

克拉科夫大学将与捷克共和国
的研究中心发展合作
2019-12-12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
之间的双边科学家交流框架内发布了招聘
结果。 在62份形式正确的申请中，有17
项获得了资助。 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
的科学家将进行两次研究，合作机构将是
Olomouc的Palacky大学和布拉格的捷克
科学院有机化学与生物化学研究所。 克拉
科夫Hugo Kołłątaj大学将与布尔诺的孟德
尔大学联合实施。 竞赛旨在支持科学家的
流动性，以执行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合作伙
伴共同商定和开展的研究项目。

2020国际化之星
2019-12-13
“ 展望” 教育基金会邀请各位提交参
加“ 2020国际化之星”竞赛。竞赛甄选，
奖励和促进在波兰大学国际化方面取得杰
出成就的人。 竞赛面向在波兰大学的国
际化领域中有杰出成就的人士，特别是
学术大学的员工，对外合作，晋升和招
聘的部门和办公室，以及院长办公室和
其他行政单位和管理人员，包括大学当
局，他们以自己的工作，承诺，成就，经
验和技能，以特殊的方式塑造波兰高等
教育国际化的面貌。 更多信息： http://
gwiazdyinternacjonalizacji.pl/

中国教育部长授予雅盖隆大学
校长奖项
2019-12-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田学军授予了克
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校长Wojciech Nowak
教授奖项。Wojciech Nowak教授因其对
建立和持续支持雅盖隆大学中国语言文化
中心“克拉科夫孔子学院”的贡献而获得
荣誉奖。 颁奖仪式在国际汉语教育会议期
间举行。 今年的会议由世界所有孔子学院
的代表参加，在湖南省省会长沙举行。 雅
盖隆大学校长代表孔子学院计划委员会会
议代表波兰最古老的大学，作为该机构的
唯一成员，他被要求向杰出单位代表颁发
奖品。

Civitas学院获得“变革者之
旅”证书
2019-12-13
华沙Civitas学院获得了国际Ashoka组织
颁发的变革者证书。大学加入了最大的“
富有进取心和参与社会”的大学网络，汇
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65个以上的科学和教
育单位。 变革者之旅证书适用于专注于全
球教育，开放与网络其他成员进行协同合
作并努力确保最高教育水准的大学，而这
又反映在其毕业生的实际成就中。 公民学
院战略发展部副部长Małgorzata Baran
教授说道：“认证过程的积极结果使我们
能够加入与#MillionsofChangemakers想
法相关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群体。我们
想向我们的学生展示可能影响世界积极变
化的机会和领域，并为他们配备在该领域
必要的能力，即变革者的技能。”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资助的波
兰-德国项目
2019-12-13
托伦哥白尼大学的两个科学家项目已经获
得了国家学术交流局的资助，这是波兰
和德国之间双边科学家交流计划的一部
分。 资金将实施以下项目：来自物理，
天文学和应用计算机科学系的Ireneusz 
Grabowski教授和来自埃尔兰根-纽伦堡
化学物理与理论化学大学的Andrease 

Hesselmanne教授及 Andrease 
Goerlingie教授合作的“大分子的精确
Kohn-Sham方法：利用基于片段的优化有
效势方法”； 来自来自数学和计算机科学
系的Robert Skiba博士及马丁·路德大学
的Nils Waterstraat）教授的“多参数分歧
理论中的新拓扑不变式”项目。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研究人力资
源卓越奖
2019-12-13
欧盟委员会已决定在未来三年中保留和扩
大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使用HR卓越研究奖的
权利。这意味着，估人员认为HR4R PG战
略的实施是系统的，并且与行动计划中的
描述相一致，而活动本身是高质量的。 在
获得使用徽标HR的权利的两年后，欧盟
委员会评估人员小组评估大学在实施《宪
章》和《科学家守则》原则方面的中期活
动。评估人员表示，以可靠，系统和优质
的方式确保了行动计划的实施，同时在网
站上清晰地显示了HR徽标。 团队鼓励理工
学院继续开展活动，并进一步实施《欧洲
研究人员宪章》和《研究人员招聘行为守
则》的原则，祝愿其成功并在36个月内更
新HR4R战略。

华沙大学与卡米斯学院及千禧
银行签署协议
2019-12-16
华沙大学与卡米斯学院和千禧银行达成了
一项协议，学生们将有机会获得奖学金并
前往葡萄牙大学。 华沙大学，卡梅斯学院
和千年银行之间达成的合作协议的规定之
一是“华沙大学希望向其讲师和学生提供
各种手段，特别是通过支持学生的流动性
来发展他们对葡萄牙语和文化的了解”。 
合作协议旨在发展和提高在波兰教授葡萄
牙语和文化的重要性。华沙大学伊比利亚
研究所和伊比利亚美洲研究学院的葡萄牙
本科生的最佳学生将有机会获得奖学金并
能够参加由葡萄牙大学组织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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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REA董事会成员
2019-12-16
来 自 奥 尔 什 丁 瓦 尔 米 亚 - 马 祖 里 大 学 的
Joanna Ostrouch-Kamińska教授当选
为ESREA董事会成员，任期为2020-2022
年。 她与来自瑞典，英国，爱尔兰，葡
萄牙，德国，捷克共和国，塞尔维亚，芬
兰，意大利和塞浦路斯的大学的其他11位
科学家将共同奋斗。 ESREA欧洲成人教育
研究协会是成人教育研究人员的国际科学
协会。 协会旨在通过启动研究网络中的活
动，交流经验和最新研究成果来支持科学
家的国际合作和专业发展，并关心组织暑
期和冬季学校的博士生的发展，为参加研
讨会和会议提供奖学金。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将与
Mokate集团合作
2019-12-17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已与Mokate集团签署
了合作协议。这是与社会经济环境不断发
展的联系网络的一个例子。公司将利用科
学家的专业知识-包括在设置生产活动的
路径时，还将参与针对大学生的教育和实
习计划。 与经济环境的有效合作包括：组
织学生的学徒和实习，找工作的协助，以
及进行调解，以确定可以对公司的外部研
究和咨询工作做出回应的大学专家。 合作
协议也是激发获得独特机会参加合资企业
的学生的基础。然后，雇主拥有广阔的视
野，使他们能够从事教育潜在的未来雇员
的实践方面。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983

波兰数字大使
2019-12-17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NAWA）正在组织
一场竞赛，竞赛希望通过展示自己在与波
兰人，波兰文化和波兰语言打交道方面的
独特经验，挑选15名希望促进波兰发展的
波兰大学的学生或毕业生。 数字大使的

角色将是： -准备，学习，开始！活动支
持 波兰由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运营； -促
进外国人在波兰的学习，特别是关于原
籍国的学习； -定期准备波兰国家学术叫
交流局社交媒体材料，说明为什么在波
兰学习和生活很有吸引力； -支持获取出
版材料和资源（例如，通过与其他学生
的访谈）； -参加有关在波兰学习的宣传
片。 更多信息： https://nawa.gov.pl/
nawa/aktualnosci/zostan-cyfrowym-
ambasadorem-polski-z-nawa

北京清华大学代表团访问罗兹
科技大学
2019-12-17
2019年12月16日星期一来自清华大学的代
表团访问了罗兹科技大学。 作为这次国际
合作中心访问的一部分为学生举行了一次
会议，会议期间介绍了在清华大学学习的
机会。 北京清华大学成立于1911年，是一
所独特的大学。将中国与西方世界，古代
与现代，艺术与科学联系在一起。 作为中
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 清华大学致力于培
养未来的领导者。 罗兹科技大学强调：“
通过最高水平的教育和研究，大学开发出
创新的解决方案，有助于解决中国乃至世
界上最紧迫的问题。”

马佐夫舍青年大学
2019-12-17
华沙大学经济科学学院正在招募下一届“
马佐夫舍青年大学”项目。 这是针对高
中生的一项举措，其目的是扩大有关金融
和企业家精神的知识并发展批判性思维技
能。 马佐夫舍青年大学是一门30小时的
课程。 它包括3个模块：金融知识（金融
问题），企业家精神，批判性思维。 年轻
人免费参加该课程，参加者将获得意外保
险。 将为距华沙30公里以外的学校的学
生安排交通。 项目由欧盟共同资助。 更
多信息： https://www.wne.uw.edu.pl/
pl/aktualnosci/pl-aktualnosci/projekt-
mazowiecki-uniwersytet-mlodziezowy/

华沙经济学院在“ 共和党报”
排名中
2019-12-17
华沙经济学院第四次在共和党报的经济大
学排名中名列第一。 在非经济型大学中华
沙大学是与经济学（包括金融，会计和管
理）相关的教育的领导者。 共和党报表
示，在经济大学排名中所比较的六家大学
中，华沙中央商学院在教学质量以及其毕
业生的职业生涯中是明显的领导者。今年
的第二名是波兹南经济大学（一年前排名
第三），卡托维兹的经济大学则获得第三
名。 在非经济类大学中，华沙大学提供
最好的经济研究，今年的第二名是格但斯
克科技大学（从一年前的第八名升至第三
名）。罗兹大学去年排名第五。

波兰科学部与维也纳人类科学
研究所达成协议
2019-12-17
波兰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Wojciech 
Maksymowicz与维也纳人类科学研究所
所长Shalini Randeria签署了一项合作协
议。在此基础上，波兰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将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为波兰科学
家的奖学金计划和为欧洲研究理事会资助
的申请人的指导讲习班划拨资金。 科学部
的意图是推广波兰维也纳人类科学研究所
的项目。 波兰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Wojciech Maksymowicz说道：“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决定在年轻和有抱负的波兰科
学家心目中增加对这项事业的财政投入。
维斯瓦河上有许多科研单位（特别是最近
的Łukasiewicz研究网络），这些企业都有
研发潜力。我确信他们能为研究所提供很
多东西。： 人文科学研究所（IWM）是奥
地利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独立科学机构。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绿色指
标排名
2019-12-17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第三次进入国际
世 界 大 学 “ 绿 色 衡 量 标 准 ” （ G r e e n 
Metric）的行列，再次被证明是波兰大学
中最好的，在全球780所列出的大学中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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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第156名。 除教育计划和基础设施投资
外，排名清单还考虑了废物管理问题，包
括有毒废物，节水节能领域的解决方案，
空间管理（包括绿色创新），在校园内为
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开发道路。 波兹南
大学最强大的一面是Morasko校园（排
名第54位），以及目前的基础设施，例
如储水罐和绿色区域，以及校园中的废物
管理政策（第113位）。 瓦格宁根大学，
牛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和诺丁汉大学是“绿色公制”领域的领导
者。 更多信息： https://amu.edu.pl/
wiadomosci/aktualnosci/pracownicy/
uam-w-zielonym-rankingu

欧洲FORTHEM科学联盟合作
伙伴
2019-12-18
奥波莱大学与欧洲FORTHEM科学联盟签
署了合作伙伴协议。联盟包括德国约翰内
斯·古腾堡大学、法国勃艮第大学、芬
兰于韦斯屈莱·伊利奥皮斯托大学、意大
利巴蒂莫大学、拉脱维亚大学、西班牙
瓦伦西亚大学。 奥波莱大学校长Marek 
Masnyk教授说道：“属于欧洲大学网
络，参加FORTHEM财团是一项了不起的
工作，但对于我们的大学来说也是一项巨
大的声望。奥波莱大学教授说，我很高兴
我们政治与社会传播学院的员工获得了如
此重要且享有声望的拨款。” 科学联盟项
目活动包括学生和员工的流动性，及与七
个跨学科研究实验室（FORTHEM Labs）
组成的联盟的合作伙伴，学生，员工和专
家将参加其中。 更多信息： http://www.
uni.opole.pl/page/3212/umowa-
partnerow-europejskiego-konsorcjum-
forthem-podpisana-ilm

罗兹大学应用生态系
2019-12-18
由于多年的国际合作和重大成就尤其是在
生态水文学领域，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水文计划的一部分，罗兹大学应用生
态系已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席资格-
。 享有盛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网
络的目标是支持知识交流，研究，培训和

大学间合作，并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团
结。 罗兹大学应用生态学系系主任Maciej 
Zalewski教授说道：“获得教科文组织教
席的地位是国际舞台上的独特之处，这使
我们的教席成为了与该组织密切合作的享
有声望的实体集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
席执行创新的科学研究和教育计划，并在
与优化水资源和适应气候变化有关的项目
中开展合作。”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电气工程
学院获得A类科学奖
2019-12-18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授予了弗罗茨瓦夫科技
大学电气工程系A类科学奖。 2017年11月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将教师授予B类，A级
的成绩不及格15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于
2017年12月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了第一项裁决只承认了该部
门的部分论点。 部门当局认为部门未能评
估程序上和实质上的尽职调查，因此决定
向华沙省行政法院提出申诉。 法院否决了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决定，最终授予A类
科学将，申请特定补助金或进行博士学位
论文的可能性。 更多信息： https://pwr.
edu.pl/uczelnia/aktualnosci/wydzial-
elektryczny-w-kategorii-a-11435.html

华沙大学提出5个优先研究领
域
2019-12-18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以及科学和高等教育副部长Anna 
Budzanowska会见了华沙大学当局。 华
沙大学赢得了“卓越计划-研究型大学”竞
赛。 在会议期间，提出了5个优先研究领
域的发展计划，这些计划将在竞争中予以
实施： -地球研究，一种综合的多学科方
法，用于识别对环境，生物多样性，气候
和健康的威胁，并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案， 
-处于微观和宏观世界的核心，寻找未来的
突破性创新：确保可持续发展的材料，能
源和技术， -PB挑战，用于分析大数据集
的高级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工具-从证券交易
所的随机过程到医学诊断， -扩大人文学科
的边界，跨学科学科的人文学科研究，开

发创新的工具和模型，扩大对思想，语言
和文化的理解， -寻找针对全球挑战的区域
解决方案，多学科团队研究流动性，多维
不平等和数字化转型的后果。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医学博士
获得医学桂冠
2019-12-19
来 自 弗 罗 茨 瓦 夫 医 科 大 学 的 博 士 生
Stanisław Supplitt因在研究过程中所做
的出色科学工作而获得了由波兰科学院授
予的医学桂冠。 Stanisław Supplitt博士
以“光动力疗法作为一种治疗癌症和皮肤
疾病的创新方法”项目获得了这一殊荣。 
Stanisław Supplitt博士还是科学类青年才
俊的获得者。 他与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
医学生Krzysztof Kotowski一起因皮肤癌的
研究而获得奖项。

Grzegorz Wrochna教授成为
科学和高等教育副部长
2019-12-19
总理Mateusz Morawiecki任命Grzegorz 
Wrochna教授为科学和高等教育副部长。 
新任副部长是物理科学教授。 在1986年至
1991年间，他在华沙大学物理系工作并与
汉堡的DESY中心和日内瓦的CERN合作。 
1991年至1998年Grzegorz Wrochna教授
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参与了LHC
大型强子对撞机CMS实验的设计和建造。 
从1999年开始在核研究所工作，从2006年
开始Grzegorz Wrochna教授担任该研究
所所长。 他是2011年建立国家核研究中心
的发起人之一并担任主任至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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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学生获得
钻石奖学金
2019-12-19
来自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兽医学和动物科
学学院的Klaudia Szala获得了由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颁发的钻石奖学金。 Klaudia 
Szala将实施“蛋壳色素沉着在性选择中的
作用：色素沉着的强度是否能指示女性状
况并影响男性父母投资的金额？”项目。 
比赛获胜者将获得多达22万兹罗提用于实
施项目。他们将有能力在24到48个月内每
月获得最高2500波兰兹罗提奖学金。此外
他们可以缩短自己的科学职业道路，在没
有硕士学位的情况下申请博士学位。候选
人必须有科学项目主管。

西里西亚大学学生参加“创造
就业机会”项目
2019-12-19
蒂黑省劳动局与西里西亚大学社会学研究
所共同实施了“创造就业机会”项目。学
生们参加了实习并进行了社会研究。以这
种方式获得的结果成为在办公室引入一些
创新的灵感。 学生的任务是设计与就业
办公室专家达成共识的问题的社会研究。
学生们以三个三人一组为一组，分析了当
地劳动力市场上年轻人和外国人的状况，
并评估了开办企业所获得的补贴的有效
性。 完整的研究（定性和定量研究）都具
有实用价值。他们可以核查蒂黑省劳动局
采取的措施的有效性，该措施旨在专业激
活失业者和求职者。 更多信息： https://
us.edu.pl/studenci-socjologii-dla-
urzedu-pracy-w-tychach/

在线查看外国文凭如何在波兰
获得认可
2019-12-20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NAWA）已准备了
一种新的电子工具“资格证明”，可以自
动检查有关在国外获得的所选大学文凭类
型的一般信息。 可以了解外国学历在其签
发国的水平和地位，并了解在波兰如何认
可给定的文凭或学位。 它还指出了文凭持
有人个人权利所依据的具体法律基础。 搜

索结果和识别声明可以另存为PDF文档。 
信息的可靠性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电子
签名保证。 查询工具提供波兰语和英语
版本。 更多信息： https://kwaliikator.
nawa.gov.pl/

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毕业生
获得钻石奖学金
2019-12-20
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化学技术与工程
学院毕业升Aleksander Jan Albrecht因
实施他的第一个独立研究项目而获得钻
石奖学金。 Aleksander Jan Albrecht
获得了22万兹罗提用于实施特定尺寸微
晶的纳米晶氮化铁的相变研究，该研究
将在什切青大学技术与工程学院的无机
化学技术与环境工程系实施。 钻石奖竞
赛组织者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优胜者
是从243名申请者中按照两阶段的竞争
程序选出的。在实施该项目期间每月将
可获得高达2500波兰兹罗提的补助。 更
多信息： https://www.zut.edu.pl/zut-
strona-glowna/informacje-biezace/
article/absolwent-nanotechnologii-z-
diamentowym-grantem-od-ministra.
html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在“共和党
报”排名中
2019-12-20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在“共和党报”经济大
学排名第三，与去年相比上升了一个位
置。排名评审团比较了大学在教学质量，
国际化，科学潜力和毕业生职业方面的结
果。 排名基于高等教育和科学综合信息
系统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大学毕业生经济状
况监测系统。它比较了六所可以进行完整
经济研究的大学。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校
长Robert Tomanek教授说道：“排名的
提高归功于我们为提高卡托维兹经济大学
的学习声誉所做的辛勤工作。我们不断增
加对候选人和学生的要求，我们特别重视
教育质量。” 更多信息： https://www.
ue.katowice.pl/no_cache/uczelnia/
aktualnosci/article/ue-katowice-na-
podium.html

华沙大学项目获得JPco-fuND 
2计划资助
2019-12-20
华沙大学物理系的Piotr Hańczyc博士
的“ OligoFIT”项目获得了国际计划JPco-
fuND 2的资助。 JPND网络资助了神经退
行性疾病的精密医学领域的研究。这次，
她授予了180份申请中的18份。 欧盟联合
计划-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JPND）是一
项国际事业，旨在除其他外支持神经退行
性疾病的研究。首先，其发起者努力改善
分析帕金森氏病，亨廷顿氏病或阿尔茨海
默氏病等疾病的病因和发现方法的工作。
为患病的患者开发适当的治疗方法也很重
要。 JPND开展的一项活动是组织竞赛，
以实施国际研究项目，竞赛由来自该网络
成员的至少三个国家的科学家团队准备。

西里西亚大学参加“欧洲大
学”计划
2019-12-20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将参加第二届欧洲
大学评选竞赛，竞赛来自欧洲联盟的高等
教育机构联盟，实施一项共同的长期战略
并促进欧洲价值观和特性的信息。 由西
里西亚大学参加的科学联盟包括：项目协
调员德国萨尔兰德斯大学、西班牙阿利坎
特大学、意大利特里斯特斯特大学、立陶
宛维塔托·迪迪奥乔·尤尼韦斯大学、
保加利亚圣奥赫里德克莱门特大学和爱
沙尼亚美术学院。 欧洲大学是欧洲教育
区建立联合大学间校园的旗舰计划。大
学将结合他们的专业知识，平台和资源
来开发涵盖不同学科的联合课程。 更多
信息： https://us.edu.pl/uniwersytet-
slaski-w-programie-uniwersytetow-
europejsk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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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山城大学与重庆师范大学扩
大合作
2019-12-23
绿山城大学与中国重庆师范大学扩大了合
作。双方代表签署了当前合作协议附件，
合作将在绿山城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与重
庆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之间展
开。 附件规定，最多可交换50名本科生和
研究生，并规定了两个机构的学习时间以
及获得双倍文凭的必要条件。 绿山城大学
与重庆师范大学之间的基本协议于2018年
5月签署，旨在发展大学之间的科学联系与
合作，交流各层次的学生，组织联合会议
和研讨会，两所大学参与项目实施和联合
出版物。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员工参加事
实核查项目
2019-12-23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学院
的员工实施国际项目“欧洲有关虚假信息
和事实检查培训合作，授权当前和未来的
媒体和媒体教育专业人员识别，防止和打
击通过数字网络传播的虚假新闻”项目。 
项目旨在设计和开发假新闻领域的研究程
序。目标对象是高中青年，在媒体教育和
计算机科学在社会媒体分析中的使用进行
课程的高中青年，学生和学术教师。 协调
机构是里葡萄牙斯本新星大学，其他合作
伙伴包括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索邦大学、芬
兰拉普兰大学、希腊雅典国立和卡波迪斯
安大学、荷兰莱顿大学、ATC Media及希
腊事实检查平台开发公司。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将在中欧和东欧推广其服务
2019-12-23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与弗罗茨
瓦夫集聚发展局获得了波兰国家学术交流
局的资助，一起将在中欧和东欧国家推广
其学习机会。 推广将为想在波兰学习的
国外候选人开设生物学和化学电子学习课
程。这些课程将使求职者能够在科学领域
训练一种专门的语言，这将使他们在学习
的头几个月中成为更好的学生。 这些课程

将提供给与  大学合作的波兰社区中心，学
校和波兰语教师。他们将通过动画周期“ 
7名奇妙的自然主义者”进行宣传，介绍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的七个主
导方向，这些方向在外国候选人中最受欢
迎。

波兹南经济大学现代化
2019-12-23
波兹南经济大学签署了Coltumium Altum
能源现代化的合同。由于建筑物的形状及
其其不寻常的技术解决方案，重建非常昂
贵且极难实施。 这项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提
高工作安全性，还实现了许多其他好处。
包括通过更有效的通风以确保标准的空气
交换，更好的照明来提高工作舒适度-现代
LED灯具将确保均匀的光线分布，夏天和
冬季的室内温度更加稳定。 投资总成本将
达到近4100万兹罗提，工程将于2020年1
月开始。在施工过程中石棉水泥板将从建
筑物中拆除。大学在使用含石棉的材料时
会满足所有要求的标准并提供其他安全措
施。 更多信息： https://ue.poznan.pl/
pl/aktualnosci,c16/aktualnosci,c15/
podpisanie-umowy-na-modernizacje-
collegium-altum,a91529.html

Janusz Lipkowski教授成为宁
波大学名誉教授
2019-12-23
来自华沙红衣主教StefanWyszyński大
学化学研究所的Janusz Lipkowski教授
成为了中国宁波大学名誉教授。 Janusz 
Lipkowski教授专门研究超分子化学，是
波兰科学院的成员，自2001年以来他华
沙红衣主教StefanWyszyński大学任教。 
Janusz Lipkowski教授于今年11月和12月
初参加了由中国工业大学在中国宁波举办
的“ 2019中国（宁波）先进材料和商业化
国际论坛”会议。 该大学是中国领先的创
新型院校之一。

Łukasiewicz网络和波兰的首
选计划
2019-12-23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NAWA）与科学部
副部长 Wojciech Maksymowicz、外交
部副部长Paweł Jabłoński宣布了其针对
外国人的两项计划的活动： Łukasiewicz
和波兰的首选计划。 活动吸引了来自撒哈
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和欧洲的100
多名今年的奖学金获得者。 来自英国赫里
瓦特大学的Tomasz Łuczyński博士将带来
主题为“与机器人一起潜水，现代科学的
交叉学科”的演讲。 奖学金获得者有机会
相互了解，交流在波兰的初次经验，并在
研讨会期间与计划协调员交谈。

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放弃一次
性塑料制品
2019-12-23
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院长签署了一项禁止
在大学中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并提倡生态
生活方式的法令。 法令取消了使用塑料制
成的一次性盘子，餐具，杯子，搅拌器，
棍棒，吸管和食品容器的要求，并要求将
其替换为可重复使用的对应物品或一次性
可堆肥或可生物降解的产品。 在已生效的
规则中，还包括促进生态生活方式和饮用
自来水，购买可回收或可重复使用的瓶子
中的饮料以及在大学的推广中使用来自或
受回收过程使用的材料，以期放弃塑料物
品。 更多信息： https://www.asp.wroc.
pl/?module=News&controller=Read&
action=news&id=1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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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科学基金会奖学金
2019-12-24
波兰科学基金会（FNP）举办了第七届学
术奖学金竞赛。奖学金可以分配给前往著
名的外国科学中心的旅行，以进行研究工
作。 今年比赛的获奖者是： 来波兹南密茨
凯维奇大学化学系的Bronisław Marciniak
获得了每月5500美元的奖学金，他将前
往美国圣母大学进行为期4个月的访问； 
来 自 克 拉 科 夫 的 雅 盖 隆 大 学 历 史 系 的
Wojciech Bałus获得了每月,000欧元的奖
学金，他将前往德国慕尼黑艺术博物馆进
行为期3个月的访问； 来自波兹南科技大
学电子与电信学院的Marek Domański将
获得每月5500美元的奖学金并将前往日本
名古屋大学进行为期3个月的访问。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为科学，艺
术或体育方面重大成就授予奖
学金
2019-12-27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将为重大科学，艺术
或体育成就的人士颁发奖学金。来自波兰
各地的学生候选人由代表各个科学和艺术
领域的专家团队进行了评估。每人将获
得17000波兰兹罗提奖学金。 校长向部
长提交了1106份奖学金申请以表彰其在
2019/2020学年取得的重大成就。咨询小
组对申请进行了评估，以评估来自主管高
等教育和科学的部长对学生和杰出青年科
学家的奖学金申请。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决定向学生提
供488奖学金。雅盖隆大学获得了106份奖
学金、华沙大学获得了58份奖学金、弗罗
茨瓦夫科技大学获得了40份奖学金、托伦
的哥白尼大学获得了33份奖学金。

当代国际关系最佳硕士论文奖
2019-12-27
外交部长Jacek Czaputowicz颁发奖项时
说道：“当代国际关系领域争夺最佳硕士
学位论文竞赛已经正式结束。我很高兴这
项工作的主题涉及外交政策的时事。” 由
外交部长任命的奖项委员会对2019年辩护
的硕士论文进行评估，该委员会由外交学

院院长Artur Harazim主持。 Monika de 
Silva的士论文：“法律如何在战争中保护
宗教？ 《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宗教自由的国
际保护》获得了一等奖； Iwo Gurdek的
硕士学位论文 “ 1990-2019年外交部新闻
中的波兰外交政策方向”获得了二等奖。

贝克方案竞赛
2019-12-27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NAWA）通知贝克
方案竞赛已经正式结束。将有126名最佳
申请人获得奖学金。 自然科学类别共有43
人获得奖学金、社会科学类别29人、工程
和技术科学类别28人。 13名科学家将实施
医学科学项目，另外13名将实施人文科学
项目。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是美国、英国、
德国、法国和荷兰。 贝克方案支持波兰
大学和科学单位中聘用的科学家和学术教
师追求卓越的科学成就，使他们能够接受
博士后实习，进行科学研究或获得以奖学
金为名的外国著名研究中心的科学工作材
料。 更多信息： https://nawa.gov.pl/
images/users/629/Lista-rankingowa-
Bekker-2019.pdf

“波兰数字大使”比赛
2019-12-27
由国家学术交流局组织的“波兰数字大
使”竞赛正式开始，竞赛针对外国学生
和波兰大学的毕业生促进波兰，各个学
术城市和大学的发展。 数字大使旨在支
持“Ready，Study，GO！”项目，在
外国人中促进在波兰的研究，定期准备表
明波兰的研究和生活为何具有吸引力的材
料，支持获取出版物的材料和来源以及参
与有关在波兰研究的宣传影片。 组织者
正在寻找在波兰大学学习或学习的人士并
希望通过展示自己在与波兰人，波兰文化
和波兰语言打交道方面的独特经验来促进
波兰的发展。他们提供，其中包括提供有
关文案写作，社交媒体和博客的培训，并
有机会参加波兰国内外的教育活动和展览
会。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创新骨骼检
查方法
2019-12-27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作为波兰的第一个中心
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中心之一将可以使
用微压痕，这是一种新颖的骨骼检查方
法。 肾脏，移植和内部疾病系的研究人员
Magdalena Jankowska博士和 Bogdan 
Biedunkiewicz博士在巴塞罗那大学欧洲
参考中心完成了美国Osteoprobe Active 
Life Scientiic技术应用的认证培训。 微压
痕术目前是评估骨骼材料强度的唯一微创
方法，可用于人类并提供有关骨骼质量的
知识，这是以前没有的。骨骼材料的强度
除其他外使 用于骨折风险评估，迄今已用
于内分泌，风湿病和肿瘤学领域的科学研
究。  

Civitas学院论文竞赛
2019-12-30
Civitas学院邀请今年的高中毕业生参加有
关“我，波兰，欧洲，世界2040”主题的
论文，文章或报告文学比赛。 Civitas学院
由一群波兰的社会科学教授领导。 他们决
定找出想要长大的波兰人想要和期望的未
来，并宣布了关于“我，波兰，欧洲，世
界2040年”主题的论文，文章或报告的竞
赛。 比赛中的头等奖是获得 Civitas学院的
指导。 提交比赛作品的截止日期是2020年
1月15日。比赛由Civitas学院基金会和波
兰教师协会组织。

Photo by Darli Donizete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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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萨林科技大学实验室
2019-12-30
科萨林科技大学设计和室内建筑专业的学
生现在可以使用新的实验性室。这是由大
学实施了一年多“岛屿”项目的结果。 项
目是在室内设计专业的硕士二年级学生的
参与下实施的，旨在创建一个满足学生需
求的多功能设施，同时在“残酷的工业化
后环境”中提供舒适感。 M8实验室分为
五个区域，分别用于：笔记本电脑工作，
集体工作，休息，安排餐点以及-从广义上
讲，用于存放理工学院。大厅具有工业特
色，但同时又是开放，舒适，温暖，大气
和精心设计的内部装饰。 大厅的开放是“
新空间原型”测试阶段的开始，“岛屿”
项目最终结果将在2020年格丁尼亚设计日
节上展示。

海乌姆国立高级职业学校新飞机
2019-12-31
海乌姆国立高级职业学校的航空中心增添
了另外三架飞机，供将来的飞行员训练。 
海乌姆国立高级职业学校校长Arkadiusz 
Tofil教授说道：“大学的机队由两架新的
AT-3飞机和期待已久的双引擎Tecnam 
P2006供电，第二代飞机具有可收放起落
架，配备有自动驾驶仪，现代航空电子设
备和当前用于飞机的所有系统 航空中心拥
有近18架飞机，其中12架是大学的财产，
其余一架已出租。购买新飞机的资金主要
来自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9月在海乌姆国
立高级职业学校机场开始了混凝土跑道的
建设。这将对大学的培训机会产生巨大影
响，因为新的航空基础设施将延长学生使
用机场的时间，并使大型机器能够着陆。

Genoveff Franchini博士成为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名誉博
士
2019-12-31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授予美国国家癌症
研究所Genovefie Franchini博士荣誉博
士学位。 Genoveffa Franchini博士是病
毒学领域的世界知名权威人士，也是致癌
基因和人类逆转录病毒研究的先驱。 她专
供预防和治疗由人类致病性逆转录病毒引
起的疾病。 自从1997年以来，Genoveff 
Franchini博士一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的国立癌症研究所（NCI）管理动物模型
和逆转录病毒疫苗科实验室。 Genoveff 
Franchini博士与美国，欧洲和南美的许多
中心进行持续的科学合作，包括与比亚韦
斯托克医科大学合作超过20年。

Photo by Darli Donizete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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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充电—智能电动车
2018-02-01
“智能充电—智能电动车”活动的主要任
务是在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计中挑选一个
最佳方案。在比赛期间，程序员和信息技
术（IT）部门的学生将在超级计算机上启动
他们自己的应用程序。
设计电动车的充电网点要比加油站的解决
方案困难的多，因为加油的时间较短，需
求量相对比较容易预测和实现。限制分配
充电网点的主要因素为充电站的设计和地
理位置。
在这里你将会找到更多信息：
h t t p : / / a k a d e m i a . i c m . e d u . p l /
s z k o l e n i a / h a c k a t h o n - w i e l k i e -
wyzwania-programistyczne-edycja-
i i - s m a r t - c h a r g e - i n t e l i g e n t n a -
elektromobilnosc/

机器人弹奏钢琴，AGH学生拉
小提琴
2018-02-01
沃伊切赫.希维塔娃Wojciech Świtała，一
名来自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自动化与机
器人专业的学生，将三菱RV-2F-D工业机
器人进行了重新编程使其能够弹奏钢琴。
他毕业于音乐学院，之后他决定将他的两
大人生爱好--音乐和机器人很好的结合起
来。
这台叫做Staszek的机器人是由一个特别编
写的计算机程序所控制的，单击键盘时便
可以使机器人演奏乐器。而且Staszek还可
以记录所有播放的旋律并且将其保存到随
时可以重播的文件中。这个程序使机器人
可以用两根手指演奏、打钹并且鞠躬。机
器人的演奏技巧已被3D打印机完成。
查看沃伊切赫.希维塔娃Wojciech Świtała
和他的机器人Staszek如何演奏波兰颂歌：
h t t p s : / / w w w . y o u t u b e . c o m /
watch?v=bH-S02WueTA

克拉科夫将建造世界上最大的
烟雾清洁器
2018-02-02
烟雾自由塔将建在位于克拉科夫的约旦公
园。7米高的塔楼将采用专利电离技术来净
化空气。
该装置配备了环保技术，并且可以过滤
每小时3万立方米的空气，使用更少的电
力。Eindhoven科技大学已经证实了此塔
的有效性。
该 项 目 的 创 建 人 是 荷 兰 人 D a a n 
Roosegaard。烟雾自由塔的建设是由
Śląski ING银行发起的，预计在二月中旬启
动并且在克拉科夫停留两个月。
观看有关此事件的视频资料：
https://youtu.be/3UhQG1pForw

NCBR与NCN的合作协议
2018-02-02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与国家科学中心签署
了一份关于激发波兰科学潜力的合同。
NCBR与NCN之间的合作为波兰科学家提
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是由NCRD
资助的TANGO计划的一部分，总金额为
4000万兹罗提。
TANGO项目的目标是为应用研究和工业研
究人员在实践中能够发挥作用创造更多的
机遇，该项目没有专题限制，可以为各个
领域的研究项目。
我们将尽我们最大的可能来确保为研究人
员提供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时的最佳
条件。波兰副总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Jarosław Gowin说：“我们今天所签署
的协议是向改善波兰科学和经济扶持机制
的完善又迈进了一步。”
更多：
http://www.ncbr.gov.pl/aktualnosci/
art,5912,ncbr-oraz-ncn-zaciesniaja-
wspolprace.html

在炉内燃烧垃圾 – 注意无人机
2018-02-05
卡托维兹和格利维采的城市出现了一架新
的无人机。对于所有在炉内非法烧垃圾，

毒害西里西亚地区空气的人来说，无疑是
致命一击。
该机由Flytronic公司制造，配备煤化工研
究所的FlyEye观测系统和污染检测软件，
无人机传感器分析来自单户和多户住宅烟
囱烟气的化学成分。
大气颗粒物激光计数器将记录乙醇，氨，
氯化氢，甲醛和PM10，PM2,5或PM1的浓
度。（KP）

寻找照片科学家
2018-02-06
波兰科学基金会正在寻找有趣的，有趣的
照片和插图，描绘研究的主题和展示科学
之美。
基金会打算在宣传材料中使用挑选出来的
最佳照片（以及有关研究作者和他的工作
的信息）。
提供照片的人必须是照片的版权所有人。 
图片以可打印的分辨率分组，以扩展名为* 
jpg，* tiff或* eps的文件分组。 请于今年2
月28日之前将照片发送至邮件：elzbieta.
marczuk@fnp.org.pl

“蓝天西里西亚”协议进入实
施阶段
2018-02-06
西里西亚地区的地方行政部门已经做了一
个简短的在线调查，以确定公司在反烟雾
技术相关研发方面的偏好和需求。
这些成果将有助于落实西里西亚地区与国
家研究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18年1月22日
签署的“蓝天西里西亚”协议。
公司将在能源，环境，IT，运输或医药等领
域获得项目的共同融资。
调查信息可以在以下地址找到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
1FAIpQLScuKqlHeq3r7WjHPTw2hlKs
ubDeQTfPnO7-vN71OF_wdczIOw/
viewform
h t t p : / / w w w . s l a s k i e . p l / s t r o n a _ n .
php?jezyk=pl&grupa=10&art=9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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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用房
2018-02-06
学生将在Mieszkanie Plus（Flat Plus）项
目中为中小型城市设计独栋住宅（2 + 3）
。此次竞赛在华沙举行，波兰副总理，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Gowin届时将
会参加。 此前，学生提出了城市多户住宅
的建议。
Mieszkanie plus计划将增加可供租用的廉
价公寓，并可选择逐步购买物业。 这是一
个针对经济相对不宽裕群体的计划。 Biał
aPodlaska，Wałbrzych，Gdynia，Wa
rsaw，Kępno和Katowice已经开始建造
1,700套“第一套公寓”。

信息通信技术设施的整合
2018-02-06
波兰计算机系统研究与发展最早的信息技
术研究机构数学机构研究所与华沙的NASK
国家研究机构合并，由数字化部监督。
作为整合的结果，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组织
已经提供该部的计划数字波兰，特别是数
字化教育和研究的生物测定和电子签名的
方向发展并创造。它们在国家和公共安全
政策中尤为重要。
此 次 合 并 还 将 促 进 大 数 据 ， 物 联
网和数字机器人的发展。 http://
naukawpolsce.pap.pl/aktualnosci/
news%2C28094%2Cinstytut-maszyn-
matematycznych-wzmocni-potencjal-
badawczy-nask.html

格但斯克和华沙正在建立癌症
和量子技术研究中心
2018-02-07
波兰科学基金会为在格但斯克和华沙设立
的三个国际科学中心提供了1.09亿兹罗提
的捐款。
量子技术国际理论中心将在格但斯克大学
成立。 研究会在电脑里使用量子米铝的技
术。外国合作伙伴将是奥地利科学院的研
究所量子光学与光量子信息（IQOQI）。
量子光学技术将被华沙市中心的科学家负
责-- Konrad Banaszka教授。 他们将与牛
津大学合作。

格但斯克将成立一个癌症研究中心。 这项
工作将由来自瑞典的Jan Dumański博士和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Arkadiusz Piotrowski
博士一起负责。

政府希望减少创新企业家的企
业所得税
2018-02-07
P A P 企 业 和 技 术 部 部 长 J a d w i g a 
Emilewicz说，我们在第一季度末希望能够
实施“创新箱”的提议，这是一项税收激
励政策，使得从事研究和开发成果的人群
能够支付更低的企业所得税。
根据政府的提议，如果企业家申请了专利
或者研发除了新技术，新设备并且开始销
售而且从中获取利益，则需要缴纳的税
金-CIT不会超过4%。
更多
https://businessinsider.com.pl/firmy/
przepisy/innovation-box-obnizka-cit-
dla-przedsiebiorcow/t729gdn?utm_
c o n t e n t = b u f f e r 6 b a e e & u t m _
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
com&utm_campaign=buffer

PYTHIA研究项目
2018-02-07
军事科技大学光电子研究所于二月初开始
研究PYTHIA研究项目，这是欧洲防务局
的战略项目。军事科学和研究设施是由
Ingegneria Informatica S.p.A公司领导
的国际财团的一部分，并赢得了欧盟竞标
比赛。
PYTHIA的任务是准备智能工具，用于预测
和评估对于保护欧盟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
技术发展趋势。
欧盟PYTHIA将自动收集来自各种公共来源
的信息，例如专利数据库，科学出版物，
原型描述。 他们将被处理使用，最主要的
为大数据集分析技术。
更多 http://www.wat.edu.pl/?p=14536

什切青海洋科学中心将成立
2018-02-07
什切青海洋科学中心是一个为儿童和年轻
人提供的多媒体科学教育机构，对所有对
海洋感兴趣的人，科学界人士，在这个环
境中使用的技术以及什切青和该地区的相
关经济和海洋传统。
类似于船体的中心形建筑将站在Ozr市中心
的Łasztownia岛上。 该中心将于2021年
建成，其代价是来自欧盟西波美拉尼亚省
区域运作方案的8000万荷兰盾以及各省的
预算（kp）
更多
h t t p : / / n a u k a w p o l s c e .
p a p . p l / a k t u a l n o s c i /
n e w s % 2 C 2 8 1 2 3 % 2 C s z c z e c i n -
powstaje-...

三月三日健康挑战大赛
2018-02-07
来自利维采的玛丽亚·斯科沃多夫斯卡 - 居
里医院肿瘤中心主任Krzysztof Składowski
说，科学进步是否会导致技术取代肿瘤学
的医生？ 这是一个有点挑衅性的问题，但
我们应该谈论它。他将参加第三届卫生挑
战大会科学委员会的工作。
第三届健康挑战大会（HCC 2018）将于3
月8 - 10日在卡托维兹举行。 它将致力于新
医疗技术的出现和实际应用。在美国国会
演讲和嘉宾的会议，他们将讨论，除其他
外， 关于医学创业，创新的青光眼手术或
科学，国家和行业之间的合作模式。
关于卫生挑战大会的更多信息
http://www.hccongress.pl/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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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初创企业将会获得公共及
私人资金
2018-02-08
截止2017年年底，波兰企业发展署投资了
近103家初创企业，投资总额约80万兹罗
提，补助金额不超过80万兹罗提。
这些项目资金也来自于波兰项目加速计划
及私营公司孵化器。例如去年MBANK 向
风险投资部门提供了5000万欧元，用于为
金融部门和银行及公司提供软件机器人的
自动化（RPA）开发项目。这是在波兰及
中东欧的第一个这样的项目。

华沙创业创新大会
2018-02-08
2018年9月9日至11日，将在华沙举办第七
届“狼群峰会”， 届时创业者、投资者以
及企业代表将会参会。
来自全球60个国家的2500位嘉宾将会出席
会议，其中400家是有为创业者。预计将会
有300名投资者和450名企业家参会。
狼群峰会的联合创始人Piotr Piasek强调
说：“我们将会重点关注硬件、物联网、
金融科技和区块链领域。
与会人员和各个领域的专家的会晤是非常
宝贵的机会，在会议开始之前，将会安排
15分钟的会议来建立联系以了解关于值得
投资的创新技术和项目的详细信息。
https://www.wolvessummit.com/pl

来自欧盟委员会的个人资助将
会发放给格但斯克的科学家
2018-02-08
约会利用分子数据的古生物化石 - 一个创
新的方法来确定波罗的海琥珀的年龄”
（AMBER）计划已收到欧盟委员会的科学
家的个人津贴 - MSCA个人奖学金。
 
该项目将由Dagmara Żyła博士在来自爱
荷华州立科技大学的Tracy Heath博士和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的Jacek Szwedo教授
的指导下进行。
AMBER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开发一种能够
准确测定保存在波罗的海琥珀中的化石物

种的新方法。该项目将从2018年9月1日
正式启动，2020年8月31日结束，预算为
147,000欧元。

波兰自然保护区和研究站将在
哥伦比亚建立
2018-02-08
“波兰”保护区在距离亚马逊森林约30公
里的一个占地约30公顷的山区。
该保护区的发起人是来自格但斯克大学
的Marta Kolanowska博士以及来自罗
兹大学生物与环境保护学院的Radomir 
Jaskuła博士。
2017年1月，生物多样性研究正式成立。
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基金会，旨在为热带
森林筹集资金并亲近自然 ，照顾自然资源
的特殊方式来在热带雨林建设的一个研究
站。
更多
https://www.uni.lodz.pl/aktualnosc/
szczegoly/polski-rezerwat-przyrody-
ze...

是什么决定了老年人的健康？
2018-02-08
第三届全国营养大会的参会提出一个观
点，人体的老龄化只有25%是基因的原
因，而生活方式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华沙科学科学研究机构的食品与营养研究
的专家们提出了一个对于改善老年人饮食
和体力活动的建议。在中老年时期，通过
合理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既可以保持身体
康健还可以有效的控制疾病发病率。
现在的波兰有超过65万的65岁的人群，在
未来的20年内人数将增长到900万人。通
过改善饮食习惯，多吃蔬菜和水果，波兰
人将会越来越长寿。
h t t p : / / w w w . r y n e k s e n i o r a . p l /
zdrowie/116/eksperci_starzenie_
tylko_w_25_pro...

智能手机帮助残疾人学习东方
语言
2018-02-09 
华沙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开发了一款专为帮
助盲人和手功能障碍的学生学习中文、日
语以及阿拉伯语的智能手机应用。语言学
习过程采用了听说的方式，而代替了“符
号”学习。通过一年的学习，学生目标实
现带到A2的语言水平。
“我发给学生一个文件，由智能手机朗读
文件内容。”以为在课程中采用无“符
号”教学语言学校讲师Olgierd Uziembło
解释道。作为波兰唯一一家可以提供这种
教学方式的教学机构，东方语言学院将陆
续开设前苏联国家，前社会主义国家、中
东、远东及非洲国家的语言课程。课程为
期两年。课程符合大学外国语教育系统的
规定，并且考试可以提供符合欧洲委员会
的教育标准的A2, B1和B2级别考试。
www.sjw.uw.edu.pl
www.certyikacja.uw.edu.pl
 

波兰学生的发明将在日内瓦展示
2018-02-09
“学生与发明家”比赛获奖者将在日内瓦
举行的第46届国际发明展和第12届国际华
沙发明展IWIS 2018展上展示他们的作品。
竞赛委员会公布了波兰学生的五项发明。 
今年的比赛是由凯尔采理工大学组织的，
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共同资助。 共提交了
78份申请，其中包含来自波兰各地24所大
学和研究机构的123份解决方案。
本次比赛针对的是在学习期间成为发明或
实用及工业设计的创造者/共同创始人的学
生，包括博士生和毕业生，受专有权保护
或在波兰共和国专利局提交保护或 在国外
的适当的办公室。
关于竞赛和获奖作品的清单的更多信息：
http://www.nauka.gov.pl/aktualnosci-
ministerstwo/studenci-wynalazcy-
j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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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复兴-逃离城市化
2018-02-09
弗 罗 茨 瓦 夫 生 命 科 技 大 学 的 I r e n a 
Niedźwiecka-Filipiak 教授和 Zbigniew 
Kuriata 博士因为参与“农村复兴计划“而
受到Opole地区政府的嘉奖。
乡村的重建始于西欧国家并且是普遍的农
村城市化的一种表现。这并不能阻止农村
地区的人口下滑，与此相反的是，尽管农
村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许多年轻人仍然
流向城市。Irena Niedźwiecka-Filipiak 教
授在期刊《校园之声》的文中写道。
正如弗罗茨瓦夫的科学家们强调的那样，
首次以这个名义的复兴计划是错误的。农
村的复兴并不仅仅是建筑物的翻新和改
造。这应该是一次同时在物质和精神生活
层面的复兴。Marshal的办公室承担了“
乡村复兴计划”实施工作。
http://www.odnowawsi.eu/serwis/

致力于铁路行业的加速器已经
启动
2018-02-09
创新加速器是由POLREGIO铁路公司与工
业发展局共同创建的。
加速器旨在支持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部
门。 铁路将利用软件来销售固定票据，车
载娱乐系统或移动应用程序以实现乘客集
成。
根据假设，创新产品的实施也将提高乘客
乘坐时的安全水平并改善管理流程。
ARP和POLREGIO计划进一步促进创新和
创业的发展。
更多
https://www.arp.pl/dla-mediow/
aktualnosci/kolej-na-innowacje-rusza-
akcelerator-arp-i-polregio

克拉科夫母语月
2018-02-09
2018年2月21日至3月21日，为了推广宣传
波兰语以及波兰科技，一个名为 “克拉科
夫母语月”的语言交流活动将在克拉科夫
的雅盖隆大学举行。这个活动由几个重要

部分组成：面向小学的名为“语言——历
代人的工作”的宣传竞赛；面向初高中学
生的体育和文化活动的实况转播竞赛；名
为“我们的地区名片”的辩论赛和面向学
校的语言培训课程。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
一个环节是“克拉科夫地方话”活动。这
已经是的今年第四届的活动了。这个活动
被分成两个部分举行：全民组和15岁以下
青少年组。 “克拉科夫地方话”是由科技
与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赞助的。
http://mjo.uj.edu.pl/

世界大脑日
2018-02-12
近几年来世界大脑日都在三月份举行，今
年波兰的大学、机构和科学协会也将参加
这个项目。
在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索波特，今年的
活动将致力于深度研究关于大脑的知识。3
月16 - 17日，格但斯克大学生物学院将举
办一系列的讲座，研讨会和实验演示，旨
在演示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知识，届时熟悉
神经生物学家，神经外科医生和心理学家
将参加讲座。
今年三月12日至18日在克拉科夫雅盖隆大
学的大礼堂将举行一系列针对大脑及其他
知识的讲座，进一步密切了解 关于脑部疾
病的科学知识。
今年3月14日在热舒夫大学的举办的哲学研
究所将由Paweł Balcerak博士进行一场公
开讲座。讲座的主题是“大脑和思想，人
类是不是不仅是身体？”
更多
http://www.dana.org/baw/

针对前矿工和钢铁工人的新型
医疗保健
2018-02-12
扎布热将成立西里西亚疾病中心，专门针
对老年人的临床和科学预防和治疗创造。
在西里西亚是个集重工业，矿业和化学工
业与一体的城市。成千上万的老年人生活
在这个城市，他们遭受着复杂的与年龄有
关的抱怨，在有害于健康的条件下工作。 
治疗他们需要高度专业化的医疗护理。

西里西亚心脏病中心主任Marian Zembal
说，在西里西亚，人们的生活水平比波兰
平均水平低了4 - 6年，心脏病及各种综合
病更是高发病。
至 2021年 底  ，西里西亚疾病中心将会正
式开始接收第一批病人。
h t t p : / / w w w . r y n e k s e n i o r a .
p l / i n w e s t y c j e / 1 0 7 / c h o r o b y _
cywilizacyjne_i_wieku_...

宣传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电影
2018-02-12
来自波兹南剧院的专业演员，数十名演员 
- 大学的学生，其中一名来自土耳其的学生
作为欧洲Erasmus交换计划的一部分留在
了波兹南，她也出现在波兹南的亚当·密
茨凯维奇大学的宣传片中。
这部电影展示了波兹南大学作为追求科学
激情的地方。它使用了世界电影知名的场
景。借用电影的标题来找到观众的兴趣
点。
照片历时两个月，从2017年6月至8月。 拍
摄他们大学的建筑物，拍摄地点由波兹南
转至威尼斯。
h t t p : / / u a m . p l a t o n t v . p l /
a d v ? p a g e = 1 & t i t l e = f i l m & l a n g = -
1&order=1&main=False&...  

5年内波兰微卫星进入太空中
2018-02-13
称为Intuition-1的地球观测波兰微型卫星
将于2022年和2023年交替发射。作为FP 
Space联盟成员的KP实验室和未来处理FP
仪器详细阐述了该项目。该合资企业由国
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提供财政支持。
Intuition-1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这样的高
级地球观测卫星。 它的设计非常新颖，
地球的表面图像将由卫星的车载计算机处
理。该解决方案将显著减少发送到地面接
收站的数据流。
微卫星将是尺寸为10 x 22 x 36 cm的6x 
CubeSat。 它重15至20公斤。
有关FP Space项目和联盟的更多信息
https://www.fpspace.com/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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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OCEAN 2020专业化
2018-02-13
隶属于Polska Grupa Zbrojeniowa S.A.的
海事技术中心SA研发中心参与了欧洲防务
局（EDA）的OCEAN 2020项目。其目的
是为了提高海军的结盟能力的无人潜艇航
海和潜艇平台和空气系统的手段来进行欧
盟领海的监视和识别。
海洋技术中心的专家将致力于系统设计，
整合和排练，包括波兰海军的参与。他们
在陆地和船舶上安装的海洋观测系统领域
具有丰富的经验。 他们专门为波兰海军而
准备。
OCEAN 2020是欧洲防务基金资助的第一
个泛欧军事研究项目。 它汇集了来自15个
国家的42个合作伙伴; 领导者是意大利公司
Leonardo。（KP）

第13届学术论坛大赛获奖者
2018-02-13
KarlzynaPańczyk是来自Słupsk博美学院
的博士生，在第13届学术论坛比赛中赢得
了一篇题为“复杂而简单的年轻学者关于
他们的研究的科普文章”。 比赛的荣誉赞
助人是JarosławGowin，波兰副总理兼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二 等 奖 由 波 兰 科 学 院 核 物 理 研 究 所 的
Magdalena Kłodowska和波兰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的第三名Dominik Szulc共同
获得。 另外还有Edyta Charzyńska（
西里西亚大学），Olga Kielak和
AkselaKobiałka（均来自卢布林玛丽
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和Tomasz 
Skawiński（弗罗茨瓦夫大学）。
祝贺获奖者，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塞
巴斯蒂安•斯库扎表示希望他们也能成为
杰出的年轻研究人员获得奖学金。 参加
仪式的有科学和高等教育主要理事会主席
Zbigniew Marciniak教授。
奖项创始人和竞赛合作伙伴是波兰科学基
金会和Wydawnictwo Naukowe（科学
出版社）。
更 多 h t t p s : / / w w w . a p s l . e d u . p l /
Aktualnosci-Serwisu/I-Nagroda-w-
konkursie-Forum-...

托伦的科学家将以数字化模式
重建几个世纪以来沉没的港口
2018-02-13
波罗的海沿岸的Puck沉没的中世纪港口将
解开她神秘的面纱。这个港口的遗迹是在
20世纪70年代末发现的。时间之旅将由尼
古拉斯哥白尼托伦大学水下考古部的科学
家进行。
有关其最有趣的设施的信息将由最新的数
字技术提供，包括摄影测量和三维建模。 
在虚拟现实中，它们将用于重建旧建筑物
和港口建筑物。
来自Toruń的考古学家将与Puck市政府办
公室一起工作，根据欧盟Interreg计划提
供的虚拟建筑资助 - 从可视化到2017-2020
的价值。 在奥地利，捷克共和国，克罗地
亚，德国，波兰，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
和意大利，选定了八个不能进入的对象进
行虚拟重建。
更多
https://www.archeologia.umk.pl/zap/
virtual-arch/

关于肿瘤学创新的培训会议
2018-02-14
由华沙医科大学Onkoma Scientiic 
Circle组织的第三届全国学生培训大会“
肿瘤学创新”将于4月14日举行。
这次会议是第三次举行，由于使用了现代
的电报信息工具，该活动将在波兰直播至
多14个学术中心。
会 议 将 开 始 于 卫 生 部 国 家 副 部 长
Katarzyna Głowali的首次讲座。 在十几
个小时内，科学家将向与会者介绍检测和
治疗结直肠癌，卵巢癌和甲状腺癌的创新
技术。
会议注册链接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
FAIpQLSed6d0Z0L3Z2y1TLJWUjaj3iJpgS
NXv...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的生物
统计学
2018-02-14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启动生物统计学领
域的学士学位研究。 这是波兰第一个这样
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将结合数学，计算
机科学和医学。
生物统计学包括医学和生物学以及其他自
然科学（如兽医学）中使用的统计学方
法。
本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数理知识领域中对
生物统计模型的理解和运用，生物统计学
知识在工作领域的各类统计软件包和医学
知识范围内的实质性分析现象及其医学特
征的理解。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往年的研究生课程
中进行生物统计，并且启动本科课程将希
望使用这些富有经验的人员。
更多
https://www.umb.edu.pl/aktualn
osci/16978,B iostatystyka-_nowy_
unikatowy_k...!

Nowy Targ大学与Strzelce 
Podhalańskie签署了一项协议
2018-02-15
国家高等职业学校在新塔尔格签署的第
一个在其历史上，与军方步兵第21旅在
Rzeszów的Tadeusz Boruta-Spiechowicz
名义签订了合作协议。
Nowy Targ的州立高等职业学校参与了
Legia Akademicka的试点项目，为了实
现其功能，与军队的联盟将非常有价值。 
Legia Akademicka由志愿者学生的军事
教育组成，是国防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联
合项目。
协议规定双方等 广泛开展国家防务，爱国
主义教育，普通高中学生的防务教育和士
兵与学术青年的志愿活动。 根据协议，第
21旅将接受申请学术联盟的学生。 2018年
7月和8月，联盟的500名成员将接受两次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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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宇航局埃姆斯研究中心前
任主任访问托伦
2018-02-15
硅谷美国宇航局艾姆斯研究中心前任主任
西蒙·彼得·沃尔登将军访问了托伦的尼
古拉斯·哥白尼大学。
Worden将军最近与Jacek Kubic教授，
民政事务局，天文学中心主任，民政事
务局。 MichałHanasz和物理学院副院
长，天文学和应用计算机科学博士，民
政事务局。 Winicjusz Drozdowski，教
授。NCU。 来自托伦ABM空间公司的
Mateusz Józefowicz也出席了会议。
关于托伦空间产业发展的机会，将计划设
立一个由西蒙沃登基金会授予的科学奖候
选人遴选委员会，以及有关在尼古拉斯哥
白尼大学天文学中心进行的寻找行星的研
究项目。

2022年欧洲大学生运动会将在
罗兹举行吗？
2018-02-15
Łódź将在2022年或2024年组织欧洲EUSA
运动会大学奥运会。因此，EUSA代表团（
欧洲大学体育协会）将会考察这座城市，
该代表团由两个评估和技术委员会组成，
这两个评估和技术委员会测试Łódź在体育
设施和住宿选择方面的潜力 成千上万的参
与者计划在奥运城。
届时来自40个国家的约6000名运动员将来
到罗兹。
该申奥提议由罗兹技术大学提出， 组织和
概念工作是由罗兹技术大学学术体育协会
技术大学和市有关部门联合开展。
Łódź的整个学术和体育环境将参与这样一
个重要项目的筹备工作。 在这项活动中，
至少有13个体育学科，如果条件允许，该
活动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纪律扩展，甚至达
到20个，在女性和男性类别中发挥。

格丁尼亚海事大学向海事大学
转变已成事实
2018-02-15
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高尚的享受 - 海事大学
JanuszZarębski教授说。 - 在波兰和全世
界，有一种信号表明我们将成为一所大
学，一所稍高一级的大学。 这也是海上经
济发展和政府感兴趣的信号 - 他补充道。
大学当局认为，名称的改变会提高大学的
能力，使其能够与军事院校的军事院校区
分开来。 在国际交往中，海事大学使用“
格丁尼亚海事大学”这一名称，这对于学
院合作伙伴而言意味着声望和高于“海事
学院”的地位。
2017年11月15日，格丁尼亚海事大学参
议院在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将大学
名称改为海事大学的决议。 2018年2月10
日，代表部长Marek Gróbarczyk作出的
决定在海洋大球赛期间由海事经济和内河
运输副部长Anna Moskwa宣布。

教学（Naukobusy）到达乡村
和城镇
2018-02-15
教学大巴（Naukobusy） - 拥有20多件
可以接触和测试的展品的现代化移动实验
室，已经接触到来自波兰各地的近10万名
儿童。 由于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计划，最
年轻的人有机会学习人体的秘密，进行物
理实验或欺骗他们的感官。 所有这些都在
华沙哥白尼科学中心的动画师的监督下进
行。 Naukobusy访问村庄和小城市（高达
130,000居民）。 这一举措旨在平衡教育
机会，并旨在防止排斥。 科学部今年为儿
童大学的活动分配了230万兹罗提，并在最
年轻的国家中普及科学。 6岁至16岁的儿
童和青少年的年轻探险家大学的一部分，
他们有机会感受到像真正的科学家。 随着
支持科学和高等教育高校青年探索者部各
省出现。

无人机检查弗罗茨瓦夫的空气
质量
2018-02-15
弗罗茨瓦夫大学气候与大气保护系正在使
用现代无人机进行空气质量测试。 该设备
是由弗罗茨瓦夫市政府办公室的补贴购买
的。
弗罗茨瓦夫大学购买无人机的想法已经在
2015年时提出，当时由气候学和大气保
护部实施的LIFE-APIS / PL项目被授予波兰
创新奖。。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从
科学角度建立有趣的联系，其中包括 与
OptimumTymińskiand Company合作，
该公司在2017年制造了一个无人飞行平
台。
在环境监测中，无人机非常受欢迎，具有
很多种的用途。 大学无人机被用作测量空
气质量和基本气象参数的平台。 它可以使
测量达到几百米。
无人机配备了 环境弹头，允许测量悬浮粉
尘浓度，臭氧浓度; 此外，它还测量空气的
温度和湿度。
关于LIFE-APIS / PL项目的更多信息
http://life-apis.meteo.uni.wroc.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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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ulianotti教授和Armstrong
博士访问华沙政治学院
2018-02-16
两位著名的欧洲体育社会学家将于3月份访
问华沙大学政治学院。Giulianotti教授和
Armstrong博士于2018年3月9日至10日举
行讲座并进行方法学研讨会。
2018年3月9日15-18之间，Giulianotti
教授和Armstrong博士将给进行一个“
足球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关键现代问题”
主题演讲。 讲座将在礼堂举行教授。 作
为由Seweryn Dmowski博士领导的专
题研究课程“欧洲足球：案例研究”的
一部分，Jan Baszkiewicz在Collegium 
Politicum（礼堂大楼）。 讲座将开放，并
将以英语进行。
2018年3月10日上午10:30，科学家将为
感兴趣的研究和教学人员，博士生和学生
举办方法学研讨会。 研讨会将在坎多礼堂
（Auditorium大楼）的303室举行。 政治
学研究所的嘉宾将着重讨论以下主题：当
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强调体育/
足球的研究），在着名期刊和出版物上撰
写和发表科学论文的经验，以及国际科学
网络。
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Seweryn Dmowski
博士（seweryn.dmowski@uw.edu.pl）
。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诞辰100周
年之际举行音乐会
2018-02-16
在领先的波兰艺术家的独特诠释经文将在
2月26日在卢布林天主教大学100年校庆之
际，将举办一个音乐会。
在 “ 是 我 ” 音 乐 会 上 ， A n n a 
D y m n a ， M a ł g o r z a t a 
Kożuchowska，Jerzy Trela，Stanisław 
Soyka，Adam Woronowicz和Wojciech 
Malajkat将在舞台上表演。
在他们的解释中，我们将听到圣经的片
段，显示人类得救的历史，从创世记到
圣徒启示录。约翰。 音乐会的导演是
BIBLIA AUDIO项目的演员兼导演和发起人
Krzysztof Czeczot。 音乐会的音乐氛围将

由皇冠法庭乐团的40人乐队提供，卢布林
天主教大学的合唱团将表演139篇诗经。
音乐会将于2018年2月26日19.00在卢布林
文化会议中心举行。
门票可以在网站上购买
http://www.eventim.pl/bilety.html?afi
liate=PLE&doc=artistPages%2Fticket...

Miłosz-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最新
专著
2018-02-16
科学与人文科学出版社在比尔斯科 - 比亚
瓦发表了一篇科学家Miłosz的专著。研究
水文学研究和论文。 来自Jagiellonian大
学的Zoia Zarębianka教授写道，该出版
物“是一种认知上有价值的命题，并非没
有新颖性和创新性的解释”。
专著的作者Marek Bernacki多年来一直参
与Czesław Miłosz的工作。 专著的第一部
分包含对波兰诺贝尔奖获得者已知作品（
包括诗歌“我的忠实演说”）的解读。 作
者在其中讨论了诗人的诗意和哲学思考以
及他对中欧思想的态度（Mitelleuropa）
。 第二部分致力于Miłosz与作家（包括
Zbigniew赫伯特）以及对他的生活产生重
大影响的人（利奥波德·乔姆斯基父亲，
耶日·图罗维茨）的报道。

下周四儿童和青年的经济学将
展开
2018-02-16
今年3月，下一期“经济学周四”（被称为
经济儿童大学和青年经济学家学院）将在
七个波兰学术城市展开。
什切青大学的管理与服务经济学院邀请您
参加讲座。 课程将分两个年龄组进行。作
为经济儿童大学一部分的年轻人（11-13
岁）将在六场讲座中了解 创造产品的原
则，广告的基本规则以及生态在经济过程
中的重要性。 反过来，对于年龄较大（14-
16岁）的年轻人，作为青年经济学家学
院的一部分准备了以下讲座：冲突管理，
市场营销趋势，人际沟通是企业成功的关
键，企业指数分析，经济全球化。
选拔将于2018年2月25日前在华沙的儿童

经济大学，波兹南，弗罗茨瓦夫，比亚韦
斯托克和格但斯克进行。 什切青的会议注
册时间延长至2018年2月28日，并在2018
年3月5日之前在卡托维兹上课。
经济大学课程申请表
http://www.uniwersytet-dzieciecy.pl/
zapisy2/
青年经济学家学院的申请表格
http://www.gimversity.pl/zapisy2/
所有公开课程均为免费课程。

波兰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2018-02-16
波兰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百人名单，再次
由月度“Puls Medycyny”， WiesławW.
Jędrzejczak - 华沙医科大学血液学，肿瘤
学和内科疾病主席和诊所负责人，血液学
领域的国家顾问。
初次之外还有 Cezary Szczylik教授，肿瘤
学和肿瘤学专家; 华沙医科大学校长代表组
织肿瘤临床研究中心。
第三位是Henryk Skarżyński教授（博士学
位）。 外耳科医生，耳鼻喉科医生，听力
学家和音乐家，耳鼻咽喉科国家顾问，华
沙附近Kajetany世界听力中心主任，音乐
学院听力和音乐学系主任。 华沙的肖邦，
波兰科学院临床科学委员会主席（KP）
查看波兰最有影响力的百人名单
h t t p : / / l i s t a s t u . p u l s m e d y c y n y .
p l /4686591,78304, l i s ta- s tu-2017-
medycy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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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顶级经济学家将在华沙碰面
2018-02-19
2018年9月13日至9月15日，波兰主要商
业大学华沙经济学院将举办欧洲贸易研究
组，这是欧洲最具声望的经济和国际贸易
科学会议。
每年大约有350名来自大学和研究中心的经
济学家参与其中。 来自哈佛，普林斯顿，
伦敦经济学院，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
的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将前往华沙。
欧洲贸易研究小组是一个非营利学术协
会。 他参与了国际经济合作研究。 科学委
员会成员是hi来着华沙经济学院的Elżbieta 
C z a r n y 教 授 ， 华 沙 会 议 组 委 会 主 席 是 
Andżelika Kuźnar。（Kp）
更多关于欧洲贸易研究小组的信息
http://www.etsg.org/

活动管理 - 西里西亚的一个新
领域
2018-02-19
格利维采的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启动了一个
新的两学期研究生课程。 活动管理是为了
让毕业生获得管理大众活动所需的知识，
技能和能力。
根据这些研究的假设，他们的毕业生将有
正式的基础来开展与事件管理和组织有关
的活动，即将获得成为活动经理的权利。 
从体育设施经理，组织单位的雇员，负责
公共安全的人员，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分子
或教育组织的雇员的角度来看，这类知识
和资格是有价值的。根据这些研究的假
设，他们的毕业生将有正式的基础来开展
与事件管理和组织有关的活动，即将获得
成为活动经理的权利。 从体育设施经理，
组织单位的雇员，负责公共安全的人员，
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分子或教育组织的雇员
的角度来看，这类知识和资格是有价值
的。
学生将学习如何管理，除其他事项外，计
划，组织和开展群体性事件，如何管理负
责编制和事件的行为团队，立法必须考虑
到质量事件，以及如何规划他们的安全组
织。
采用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组织与管理学院。

凯尔采理工大学推出四项新专业
2018-02-19
凯尔采理工大学将成为一所现代化大学，
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培养高素质的员工。 
该大学已获得700多万兹罗提经费，以提高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教育质量和提供的
服务。
这笔经费将创建四个新的专业：建筑信息
建模，生理工程，远程信息学和计算机控
制和测量系统。 学生还将受益于额外的培
训和研讨会，以帮助他们创建和经营自己
的企业。 该大学还将扩大该地区领先企业
的实习机会。
来自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资金，除此之
外， Świętokrzyska科技大学由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执行，作为支持小型地区大学发
展计划的一部分。 总共约有2.5亿兹罗提经
费。 支持小型研究中心在区域经济发展的
背景下至关重要

3月将在华沙举行全球超级计
算机专家会议
2018-02-20
将于3月12日至15日在华沙举行的这次
国际会议将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展示计
算 科 学 领 域 最 具 创 新 性 的 解 决 方 案 。 
Supercomputing Frontiers Europe 2018
是超级计算机领域世界级专家会议。
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是华沙大学数学与计算
建模跨学科中心（ICM UW），该会议曾
在新加坡举行。
在会议期间， 来自海德堡大学的Karlheinz 
Meier教授将带来更接近神经形态计算机
的研究和工作状态，神经形态计算机的结
构受人类大脑结构的启发， 作为美国国务
卿科学顾问的Dimitri Kusnezov将介绍美国
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计算机的计划及其对
个体化医疗的影响，其中每个患者都被视
为一个单独的诊断和临床病例，包括创建
个性化药物及其剂量。
更多
https://supercomputingfront iers .
eu/2018/

波罗的海大学第五届大学校长
会议
2018-02-20
2018年2月将在芬兰图尔库举行了第五届
属于波罗的海大学计划的高等教育机构校
长会议。 图尔库大学从波罗的海地区的74
所大学和学院接待150多名代表。
波兰代表团是由来自24所大学的35位代表
组成。 波兰计划中心位于罗兹技术大学，
已经运营了18年。
波罗的海大学计划重点关注波罗的海地区
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民主问题。
波罗的海大学计划的参与者是位于波罗的
海地区国家的大学。 除了波罗的海国家
外，该网络还包括：白俄罗斯，乌克兰，
捷克共和国和挪威。
该计划包括所有类型的大学 - 人文和技
术，高等教育和经济学校，农业和医学院
校以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和科学机
构。
2018年7月，波兰在波罗的海大学计划中
担任了为期六个月的轮值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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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得哥什举行的波兰电影摄
影会议
2018-02-20
比得哥什经济大学创意产业系和“文化与
教育”活动的科学赞助人邀请您参加跨学
科会议“创意思维”。 波兰电影的新道
路“，将于2018年3月6日至7日在比得哥
什举行。
在会议期间，与会者将能够听取十多场关
于波兰电影摄影的讲座。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的 Arkadiusz Lewicki
教授（博士学位）将出席“八十年代在波
兰最新电影中的形象（2007-2017）”。 
来自华沙大学的Krzysztof Kopczyński将提
出“反讽与和谐”的主题。 在波兰创作的
21世纪文件中寻找作者的身份，来自比得
哥什经济大学的Magdalena Bergman博
士将分析”社会学视角下当代波兰电影中
的社会排斥现象“，罗兹大学的Artur Petz
将介绍波兰编剧，导演和作家帕特里克的
现象 Vega将展示“如何提高观众并取得
商业成功。
会 议 将 于 2 0 1 8 年 3 月 6 日 开 始 在 比 得
哥 什 的 经 济 学 院 举 行 ， 具 体 地 址 为 
Naruszewicza 11号楼K楼一楼K001室。

致力于波兰东部发展的科学会议
2018-02-20
中小企业的部门和周边地区的竞争力。 这
个标题下的会议将于2018年5月24日至26
日在维斯瓦河畔卡齐米日多尔尼举行。 本
次国际科学大会第十届的组织者是卢布林
经济与创新大学。
多年来，这些会议聚焦于波兰东部的发
展，并成为名为“卢布林项目”的研究倡
议的一部分。
今年将举行三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中
小企业对地区和地方发展的影响，地方政
府和初创企业支持中小企业的手段及其参
与刺激经济增长的过程。
会议的荣誉赞助人是卢布林总统。
参加会议的申请应于2018年5月5日前提交
至以下电子邮件地址：sylwia.skrzypek-
ahmed@wsei.lublin.pl

来自波兹南的学生参加SAE航
空设计大赛
2018-02-21
波兹南科技大学航空俱乐部的学生们已经
构建了一款无人机，该机将参加三次SAE 
Aero设计大赛。
2018年2月23日至24日 - 作为唯一的欧
洲 团 队 - - P P 学 生 将 在 墨 西 哥 初 试 身 手
（SAE Aero Design Mexico 2018）。 
之后，2018年3月9日至11日，他们将于
2018年在美国东部的SAE航空设计中心和
2018年4月6日至8日前往佛罗里达州，并
于2018年在美国西部航空工业公司的美国
西部航空公司的美国西部航空公司进行加
州飞行。

奥波莱电气日
2018-02-21
第二十八届奥波莱电气日的组织者 - 致电
爱好者，电气技术理论家和实践者的活
动，邀请您于3月6日前往奥波莱理工大学
第二校区。 将有讲座和电气工程，自动化
和计算机科学系的开放日。
在活动期间，除了提供教育优惠之外， 一
系列关于电气工程和电工技术的讲座。
来 自 奥 波 莱 理 工 大 学 的 工 程 师 S t e f a n 
Wolny博士将谈论氢气产生的电力。 工
程师Andrzej Przytulski将会在十九世纪和
二十世纪之交，以及熟悉电力通讯手段。 
Ryszard Beniak工程师将进行一次题为“
三相交流系统作为我们世界动力”的讲
座。
奥波莱电力日将于3月6日开始 上午9时
30分在奥波莱科技大学校舍内（9A栋） 
Prószkowska76街道

在媒体和公众辩论中谈论女性
2018-02-21
在 妇 女 节 之 际 ， 欧 洲 议 会 新 闻
办 公 室 在 波 兰 和 社 会 心 理 学 的
Humanistycznospołeczny大学华沙邀请
您参加辩论，“部长，专家，记者。 媒体
和公众辩论中的女性。“
由于技术革命和社会变革，对女性的不真
实，刻板印象的形象正在慢慢成为过去。 

女性越来越大声地反对对象化，抗议性别
广告，清楚地谈论他们的愿望，都出现在
公开辩论中。
一些媒体和广告商已经注意到这些变化。 
该广告有一个名为femvertis ing的新趋
势，强调女性的价值和潜力。 这是永久改
变的开始吗？ 辩论结束后，史蒂文斯皮尔
伯格的电影“第四权力”将呈现。
参 加 这 次 活 动 的 更 多 信 息 和 注 册 将 于
2018年3月2日在华沙“Kinoteka”Plac 
Deilad 1举行
https://docs.google.com/forms/
d/e/1FAIpQLSegez-0YjAbLdhBKY-
wVNRHNXoBnw71...

副总理Gowin在节日哥白尼大学
2018-02-21
2018年2月19日，在托伦哥白尼大学大学
庆祝盛宴 - 大学诞生赞助的第545周年。 庆
祝活动的特别嘉宾是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
颁奖仪式上荣获国家和大学奖项，标题
为：Honoris Causa博士，尼古拉斯哥白
尼大学荣誉教授和大使。 新来的博士生们
均已经获得文凭。
尼古拉斯哥白尼大学是波兰发展最好的大
学之一，有机会参加所谓的 研究型大学 -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说。 我们需要让
波兰的大学彼此不同。 另一个是研究型大
学的使命，另一个是一所优秀的职业学校 - 
他补充道。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提醒说，所谓的作
品 科学宪法。 Jarosław Gowin在托伦强
调，他将努力确保法律以其目前的形式被
采用。 根据该法的假设，一组所谓的 研究
型大学。 尼古拉斯哥白尼大学在这个圈子
中的存在是大学更大发展的机会。
仪式期间，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出面
倡议在2月19日 - 尼古拉斯哥白尼诞辰之日 
- 科学家的日子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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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学术会议
2018-02-21
2018年3月19日和20日，将在格但斯克大
学举办波美拉尼亚地区第24届最大的教育
博览会 - 2018年学术会议。这对面临选择
大学和学习领域的未来学生来说是一个很
好的机会，以了解大学的教育机会 来自波
兰各地。
在这两天的展会期间，将有来自全国各地
的数十所大学参加会议。
参观者还将有机会参加格但斯克大学的开
放日活动，该活动将在所有学院和大学图
书馆举行。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看
到基础设施，与学生和讲师交谈，或参加
众多景点，例如 示范，实验，研讨会。
学术博览会伴随着格但斯克大学当年成
立，该大学于1970年3月20日成立，并被
列入庆祝大学日。 组织了二十多年，他们
是波美拉尼亚州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
教育展览会。 他们主要针对的是决定与继
续教育路径选择有关的学生

工业4.0会议 - 企业创新应用
2018-02-22
工业4.0和企业自动化和机器人化支持领域
的IT解决方案领域的最新波兰成果在工业
4.0“企业创新应用”会议上得到了介绍。
这次会议是由热舒夫技术大学和国家产业
集群4.0组织的，该组织由于与热舒夫大学
合作的行业倡议而成立。
什么是工业4.0？ 这是一个集体名词，意思
是智能机器，系统的整合，并在生产过程
中引入变化，以提高生产效率。 这个术语
不仅适用于技术，而且适用于新的工作方
式和人们在工业中的作用。
会议期间，介绍了波兰最新的工业4.0领
域成就。 其中之一是基于选择性烧结聚
合物粉末的第一台波兰工业打印机3D SYS 
PROBE的首次亮相。 该设备作为波兰产品
成功与世界知名公司的3D打印机竞争。 该
机器具有以太网，USB，还允许通过移动
设备进行Wi-Fi和远程连接。
 

3月份，格利维采在Gowin部
长的参与下开展双重教育
2018-02-22
2018年3月5日在格利维采西里西亚理工
大学教育和会议中心将举行双重教育 - 
EDUAL循环的第二次会议。 参与其中将包
括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
在他的赞助下接管了事件。
这次会议将以“针对工业4.0需求的双重研
究”为口号举行，科学和经济界的代表也
将出席这次会议，他们将共同讨论学生对
科学和工业需求的教育。
在会议期间，将介绍双重教育的例子以及
与波兰大学这类教育有关的各种活动的例
子。 其中一次会议将致力于由西里西亚理
工大学的外国合作伙伴实施的良好实践。
随之而来的一项活动将是波兰技术大学校
长会议，该会议将在格利维采举行，副总
理雅罗斯瓦夫戈维纳将参加。
关于会议的更多信息
http://www.edual.polsl.pl/

与大学的早期接触 - 学习领域
的正确选择
2018-02-22
华沙军事技术大学以第一所学校综合大
楼学生的科学赞助为名 位于Lubuskie省
的Wschowa的Stanisława Staszica。 
学校将获得实质性支持。 学术教师将在
Wschowa上课，学生将参加学术界的工
作，由华沙大学进行比赛。
“对我们来说，有很重要的研究对象” 
Tadeusz Szczurek - 军事技术大学副校长
说。 我们希望他们掌握有关军事方向的知
识，除此之外，我们还将教育未来的民用
研究工程师在许多有趣的，独特的专业。
我 们 使 用 所 有 可 用 的 形 式 丰 富 我 们 的
教育优惠 - Wschowa poviat的副校长
WojciechKuryłło说 - 学生越早与大学建立
联系，他们就会越选择学习领域（kp）
http://www.wat.edu.pl/?p=15256

来自华沙的学者将研究心理学
中最着名的综合症
2018-02-22
来自华沙红衣主教斯特凡维辛斯基大学的
基督教哲学系的Magdalena Żemojtel-
Piotrowska教授是国家科学中心竞赛获得
者，获得超过170万兹罗提奖，以创建一个
团队并研究心理学中最着名的综合症 - 自
恋。
我们试图解释不同类型的自恋的社会功能 - 
Magdalena Żemojtel-Piotrowska教授在
这个项目的简短描述中说，可以在Stefan 
Wyszyński枢机主教大学的网站上找到 - 关
于他们的知识状态需要一个稳固的理论和
研究秩序。
研究将主要包括观察和客观化数据，例如
分析社交网络或浪漫关系中自恋人群的功
能。 整体将有跨文化研究的补充; 在各种
背景和文化条件下，将验证存在四种自恋
形式的假设。（kp）
更多
h t t p : / / w w w . u k s w . e d u . p l / p l /
u n i w e r s y t e t / u c z e l n i a - d z i s /
aktualnosci/1265-w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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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谷发明展上，比得哥什和
托伦的科学家获得了成功
2018-02-22
比 得 哥 什 卡 齐 米 日 大 学 队 获 得 金 牌 ： 
Mariusz Kaczmarek教授（博士学
位）， Marek Macko博士，Dariusz 
M i k o ł a j e w s k i 博 士 和 Z b i g n i e w 
Szczepański博士， Aleksandra Gocha
和Toruń的Nicolaus Copernicus大学的
Emilia Mikołajewska博士。 在3D打印技
术中，他们为治疗患有上肢肌肉痛的儿童
进行了被动外骨骼治疗。
该设备是为每位患者单独构建的个性化治
疗（患者量身定制的治疗）的一个要素。 
缺乏引擎和电脑会降低其重量，在锻炼过
程中会减少肢体的力量。 外骨骼被授予加
拿大和罗马尼亚代表团领导人的特别奖。
这枚金牌也被授予 Marek Macko博士和 
Zbigniew Szczepański创造复制牙齿的创
新，快速程序。
此前，我们报道说，来自华沙的军事科技
大学和曼谷科技学院的研发团队拿出了金
牌。

科学宪法成为部长会议常务委
员会
2018-02-23
波 兰 副 总 理 兼 科 学 和 高 等 教 育 部 长
Jarosław Gowin于2018年2月22日将新高
等教育和科学法草案提交给部长理事会常
务委员会。
我希望科学宪法于2018年10月1日生效 - 副
总理高文几天前宣布。 在这一天，我们将
开始实施科学和高等教育的突破性改革。 
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它。 你最喜欢什
么？ 她是在我们小组中成立的，充满诚实
和尊重的对话。 我相信正是因为它是在这
样一个对话中产生的，才会生效。 由于这
项改革，我们将释放我们的学生和科学家
的潜力。 我们将释放讲师，研究人员，医
生和教授的潜力 - 让副总理信服。

波兰科学家正在苏丹开展研究
2018-02-23
短期内波兰华沙大学地中海考古中心考古
中心将开始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开展工作。
苏丹有来自波兰各大学的11个考察团 - 埃
及开罗地中海考古中心主任Artur Obłuski
博士说 - 有四个研究项目，其中包括： 古
代贸易路线和人口。
波兰考古中心 - 苏丹波兰科学研究中心 - 
将于2018年2月27日在科学与奖学金副部
长Sebastian Skuza的带领下参加。 华沙
大学校长Marcin Pałys 及 Mahmoud el-
Tayeb教授领导，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一
直与华沙大学有关。
波兰考古学家处于努比亚研究的前沿，所
以在古代，苏丹的土地被定义。 在20世
纪50年代末，Kazimierz Michałowski教
授发现并保存了Faras大教堂的著名壁画
（kp）。
关于更多信息可浏览
http://www.pcma.uw.edu.pl/pl/
wydarzenia/artykul/powstaje-polski-
osrodek-...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将成立一
个新的研究中心
2018-02-26
2018年10月，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新研究
中心“GEO-3EM能源，生态，教育”将启
动。 总占地面积为4,500平方米的实验室
共有12个。 投资总值约为1亿兹罗提。
弗罗茨瓦夫大学编制的这个项目的目标是
在可持续利用各种来源的原材料和能源方
面创建一个独特的研究和技术转让中心。
在研究中心将研究以下领域：空间流动，
并且次级原材料，机械和设备的生产和
加工材料，由下西里西亚工业中使用。 
“GEO-3EM能源，生态和教育”基金会的
项目假定，这里开发的许多想法将会商业
化。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新实验室
是与该行业合作建立的
2018-02-26
研究意外伤害对脊柱的影响，创造出能帮
助医务人员照顾病人的机器人 - 所有这一
切都将得益于莱昂纳多实验室，该实验室
是在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建立的。
莱昂纳多实验室将创建的解决方案是跨学
科和实际应用。 其中创造的技术是为了
更好地照顾健康，并支持医务人员防治疾
病。
莱昂纳多实验室是波兰大学与波兰工业合
作的又一例证。 这得益于格利维采大学生
物医学工程学院与智能工业自动化市场领
导者之一的APA集团的合作。

森林部门的学生在Bieszczady
学习了狼的生存量
2018-02-26
波兰三大林业科学中心的学生：林学院，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华沙农业大学和波兹
南生命科学大学参加了第15届狼探险。
为期7天 - 在位于克罗斯诺国家森林区域局
的Baligród，Cisna，Komańcza，Luto
wiska和Stuposiany地区 - 狼探险队的参与
者获得了狼狼疮狼的生态和生物学领域的
知识，学习了清查物种并获得知识的方法 
认识到野外存在的狼。
从红豆杉援助IT公司，该公司准备在该领
域，移动应用（TMAP），通过它可以快
速地聚集在清点狼收集的数据进行数据采
集提供露营者明年科学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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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欧洲周将在波兰五个城市
展开
2018-02-26
启动欧洲周2018是欧盟委员会和Startup 
Europe组织的倡议。 在本周的3月5日至
9日，将有来自近50个欧洲国家的300多个
城市举行数千次专门会议。 在波兰，卡托
维兹，克拉科夫，别尔斯克 - 比亚瓦，比
亚韦斯托克和普沃茨克参加了此次活动。
该项目的目标是为初创企业，年轻企业家
和投资者，地方政府代表，商业环境机构
以及所有有兴趣支持和促进该地区企业家
精神的人员之间的对话创建一个平台。
在每个城市里，活动都有不同的节目。 在
普沃茨克辩论的一个学科将是“社会创新
+创新=初创亲民”。 在比亚韦斯托克，
波兰企业发展署传播与营销部的Karolina 
Modrzejewska将谈论波兰企业发展署
的创新基金以及Sent iOne的Bie l sko-
BiałaKamil Bargiel将介绍她在创业初期的
经验。
更多
http://startupeuropeweek.eu/

公立大学的大波兰起义专业协会
2018-02-27
Kalisz，Leszno，Gniezno，Konin和
Piła的州立高等职业学校校长决定建立
Wielkopolska公立职业学校联盟。
“高等教育法”承担了大学的合作，可能
涵盖组织，能力，人事政策，金融经济，
科学研究，出版活动或行政服务领域的许
多领域。 重要的是，建立大学关系并不会
剥夺他们的自主权。
目前，波兰有三所大学（克拉科夫三所大
学，五大西里西亚大学和卢布林三所大
学），其中两所大学于2017年最后一个季
度成立。
Wielkopolska职业大学的校长将出席波兰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的创建工会。

波兰研讨会在剑桥展开
2018-02-27
在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资助下 - 波兰基金
会与英国波兰学生社团联合会以及波兰剑
桥大学联合会邀请于2018年3月7日在剑桥
联盟协会举办的“量子物理与密码学”科
学活动。
这将是一个晚间科学研讨会，作为一系列
会议的一部分 - 来自波兰和科学 - 发生在
英国。 研讨会期间， 华沙大学计算机科学
研究所的Stefan Dziembowski将讲授“密
码学基础研究”，来自华沙大学物理系的
Radek Łapkiewicz博士将讨论“光子相
关：成像工具”的问题。
更多
https://www.eventbr ite.co.uk/e/
quantum-physics-and-cryptography-
from-pol...

远程医疗会议
MEDmeetsTECH
2018-02-27
第5届MEDmeetsTECH将于2018年4月18
日在华沙正式开幕，企业家，创业公司，
医生和科学家将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将关
注远程医疗。
MEDmeetsTECH计划将包括会议：趋势，
医学，知识转移，法律法规，融资和启动
演示。 在活动期间，将介绍实施远程医疗
系统的实例，公共或私人付款人提供的各
种形式的此类服务以及全球市场趋势。 我
们将介绍远程医疗领域最有趣的初创公司
以及在这一领域开展创业的法律挑战。
MEDmeetsTECH旨在为医学，科学，
技术和商业领域的专家创造空间，以建
立对话和交流经验。 作为会议的一部
分，MEDmeetsTECH创新展览会也将于4
月19日举行。
会议注册
http://medmeetstech.com/rejestracja

波兰2018FameLab比赛知名
决赛选手
2018-02-28
2018年5月19日，Marta Brocka（马格
德堡莱布尼兹神经生物学研究所），Ruth 
Dudek-Wicher（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
，Ewa Dyk（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
，Nicholas Fedorowicz（生物化学与
生物物理研究所）将参加FameLab全国
比赛的决赛。 （格但斯克大学）Paulina 
Jędrak，波兹南Adam Mickiewicz大
学Katarzyna Kajukało，西里西亚科技
大学Małgorzata Krystek，罗兹医科大
学ZuzannaŁukasik，伦敦帝国理工学
院Paulina Rowińska和他们的医学大学
Jaroslaw Sowizdraniuk。 弗罗茨瓦夫的
Piastów Śląskich）。 FameLab是为30
多个国家的科学推广者举办的一场比赛。 
500多名科学家参加了它在波兰。 它由哥
白尼科学中心和波兰英国理事会组织，合
作伙伴包括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波兰科学
基金会和波兰科西欧斯科基金会。 世界
半决赛和FameLab决赛将于2018年6月5 
- 10日在切尔滕纳姆（英国）举行（kp）
。 更多信息 http://www.famelab.
org.pl/ index.php?strona=konkurs 
h t t p s : / / w w w . f a c e b o o k . c o m /
p g / C e n t r u m N a u k i K o p e r n i k /
p h o t o s / ? t a b = a l b u m & a l b u m _
id=1015511695993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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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地理大会将举行 - 波兰地
理年的最重要的事件
2018-02-28
2018年4月12日至14日，波兰地理大会将
举行。 这是波兰地理年最重要的事件。 波
兰科学院地理科学委员会宣布了这一庆祝
活动，提到了波兰地理学会成立一百周年
和华沙大学教授地理学一百周年纪念。 在
国会审议期间，将对波兰地理在上个世纪
的成就进行概述和评估，并指出波兰地理
学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和研究挑战。 大
会的最后一个开放日将充满庆祝地理学者
日。 将成为其中之一 裁决的朱比利地理竞
赛。 在决赛中，最好的年轻地理学家将从
代表228所学校（主要是高中）的200名学
生中挑选出来。（KP） 更多信息 http://
wgsr.uw.edu.pl/kongres/?page_id=10

光反应器将净化水并为制药提
供物质
2018-02-28
智能手机尺寸的设备能够在阳光的帮助下
为一个人处理水，桌面模块通过化学废物
生产有价值的药物物质。 波兰科学院物
理化学研究所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这种
创新设备的构造，通过将超过二氧化钛层
的超声波技术应用于管道内壁的超声波技
术，这种创新设备的产品不会部分但连续
地变成可能。 在“超声波 - 声波化学”杂
志的一篇文章中，波兰科学院物理化学研
究所的科学家首先描述了在微米直径的管
内壁沉积TiO2纳米颗粒的技术，因此类似
于头发的大小。 该研究由国家科学中心的
SONATA BIS资助。 更多信息 http://ichf.
edu.pl/press/2018/02/IChF180222a_
PL.pdf

雅盖隆大学会议：关于心血管
系统疾病治疗的细胞疗法
2018-02-28
雅盖隆大学 的医学院在2018年9月，一
直在组织致力于利用细胞疗法对心血管系
统的疾病治疗中的国际科学会议。 该会
议针对处理细胞问题和使用医学领域最新
技术进步的科学界和商业界。 本次会议

由雅盖隆大学举办，克拉科夫保罗二世医
院和医学院、波兰干细胞银行S.A.AGG
科技大学及雅盖隆大学创新中心结成合作
伙伴。 2018年9月14日至15日，卡托维
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克拉科夫的斯坦尼
斯瓦夫·斯塔西奇将参加会议。 会议地
址：Krupnicza 33街道，克拉科夫。 更
多信息 http://www.circulate.cm-uj.
krakow.pl/

Gowin：有些人仍然对改革不
信任
2018-02-28
高等教育法与学术界进行了讨论，该法律
有效期为7年。 最后一个环节将在2025
年生效。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Jarosław Gowin在接受克拉科夫电台采访
时说，各大学府仍然有时间来达成共识，
虽然他们对这项改革不以为然。 不过，我
相信我们会改进这些解决方案，为此他们
将筹集大部分法律和司法俱乐部 - 他补充
道。 Gowin副总理还提到财政部对引入新
法律的费用的担忧。 据科学部负责人称，
财政部表示缺乏资金是正常的。 在计划明
年的这些支出中，有用于所有改革目的的
资金。 大学不仅有钱上涨。 教授的平均收
入超过10,000。 然而，国家戏剧是年轻医
生的收入水平。 他们有3500-3800毛利。 
他们中的许多人将离开教育或移民。 在这
个问题上，我无法做出决定。 财政部也不
是。 政府必须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 副总理
Gowin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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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大学为Enigma博物馆
提供了一座大楼
2018-02-28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提供谜博物馆建
设的Collegium Historicum老建筑。 德
国的密码被Marian Rejewski，Henryk 
Zygalski和JerzyRóżycki打破，后者在波兹
南大学完成数学课程。 1932年，他们了解
了德国机电Enigma加密机的运行秘密。 
他们第一次用数学方法做到了这一点。 到
目前为止，语言学方法主要用于密码学。 
最初，Enigma应该是为了分发商业信函的
目的。 但是，德军迅速使用了它。 三位数
学家设计了一个加密机器的副本。 这个装
置的副本是在华沙的AVA无线电生产站制
造的。 在1939年夏天，波兰军事当局将机
器的复印件连同关于破码的信息一起发送
给法国和英国。

国家科学中心总结了第一届
MINIATURA竞赛
2018-02-28
MINIATURA竞赛的对象是申请前12年获
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在提交申请时没有管
理研究项目的实施情况，也没有获得国家
科学中心资助的博士奖学金或实习项目。 
MINIATURA竞赛仅资助实施基础研究的
措施，如试点或初步研究，研究和会议旅
行，咨询，实习或科学咨询。 来自雅盖隆
大学，罗兹大学和Warmia and Mazury
大学的科学家获得了最多的赠款。 计划于
2018年4月举行第二届MINIATURA竞赛。

国家高等职业学校莱格尼察希
望开始新的学习课程
2018-02-28
莱格尼察国家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计划在
2018/2019学年开设新的学习领域。 这些
是物流和运输以及生产过程工程。 这些
领域的研究将在获得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
同意后启动。 物流和运输专业的学生在毕
业后将能够 设计物流和运输系统和流程，
管理这些流程并设计仓库空间及其基础设
施。 在生产过程工程领域，莱格尼察理
工大学提供专业：自动化和工业机电一体

化，工业研究和测量，工业工艺流程和工
业能源管理。 莱格尼察经济特区和莱格尼
察经济特区企业引进新专业时，两家公司
是大学的合作伙伴。

工业centriX辐射技术的研究和
实施中心正在建造
2018-03-01
位 于 希 维 克 的 国 家 核 研 究 中 心 创 建 的
CentriX项目的总价值将达到近2800万兹
罗提。 超过1760万将来自2014-2020年
Mazowieckie Wojewodztwo 地区行动
计划，由欧盟资助。 该项目包括，除其
他外，最先进的模块化加速器加速电子的
30兆电子伏（兆电子伏特）能量，这将
是实验室快速-X的一部分。 该实验室除
了高能X射线和中子外，还将提供电容层
析成像，科学家将研究新的X射线技术。 
CentriX项目还包括加速结构试验台实验
室，其中将开发和研究用于放射摄影的新
结构。 更多 https://www.ncbj.gov.pl/
aktualnosci/centrix-przeswietli-prawie-
wszystko

数据科学 - 波兰 - 日本信息技
术研究院的新方向
2018-03-01
位于华沙的波兰 - 日本信息技术学院计算
机科学系自2018年3月开始在波兰语第二
轮全日制研究中开展数据科学专业。 “
数据科学”一词不仅仅是“数据分析”
。 它是IT和IT与统计和数学以及人文和分
析技能的创新和跨学科组合。 毕业生将
能够在企业以及政府和欧盟机构中找到工
作。 根据“哈佛商业评论”的分析，“数
据科学家”这个专业很可能是21世纪最具
吸引力和最受追捧的专业之一。 更多信
息 http://www.pja.edu.pl/informatyka/
magisterskie/studia-stacjonarne/
specjalizacje/data-science 参阅哈佛
商业评论文章 https://hbr.org/2012/10/
data-scientist-the-sexiest-job-of-the-
21st-century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博士生
获得创新比赛是一名女性
2018-03-01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博士生Agnieszka 
Podwin获得了“创新是女性”的竞赛。 
竞争优胜者提交了低成本生物实验室芯
片实验室的概念，由三部分组成，每部分
包含一项专利发明。 获奖解决方案将于
2018年6月在捷克共和国Třinec的国际展
览“Invent Arena”展出。 创新是一个女
人“是一个针对女性研究者的竞赛，她可
以吹嘘开发一种独创的创新解决方案。 该
竞赛是由“科学妇女 - 波兰妇女科学网”
基金会促进妇女科学研究成果的形式之
一。

法国奖学金为学生，博士生和
研究人员
2018-03-01
只有到2018年3月7日，您才能申请法国
政府奖学金来完成您在法国的学习，完成
您的博士课程和每月学习。 在研究的情
况下，奖学金持续10个月，奖学金获得者
每月收到约770欧元。 此外，奖学金还包
括注册费用（高达5,000欧元），保险费
用和预订宿舍的优先权。 博士奖学金涵
盖三年内在法国的三次入学费用，每学年
最多不超过五个月。 奖学金的最长期限
为15个月。 奖学金获得者将在法国逗留
每个月收到大约1060欧元。 研究留学奖
学金的目的是为波兰科学家，他们在毕业
前还没有完成45岁，并拥有教授或博士学
位，并计划在法国进行部分研究。 该研
究期限长达3个月，必须在2018年7月15
日至12月31日之间进行，奖学金持有者每
月将获得1375欧元。 更多 https://www.
institutfrancais.pl/pl/prezentac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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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正在等待
尤里卡倡议的项目
2018-03-01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已经开始征求作为尤
里卡倡议一部分执行的项目提案。 该倡
议的目标是支持研究与开发方面的国际合
作。 在2018年4月23日前可以提交申请
的竞赛中，不存在任何专题限制。 项目
应符合以下基本标准：在国际合作中实施
（必须由来自两个不同的尤里卡成员国的
至少两个独立实体参加），具有市场导向
性并预期开发新产品，流程或服务。 尤
里卡倡议下的项目必须有民事目的。 尤
里卡倡议是一个由41个国家组成的分权
模式，其中包括欧洲国家和欧盟，该模
式的建立是为了支持国际研究与发展合
作。 自1995年6月以来，波兰一直是尤里
卡倡议的成员。 更多 http://www.ncbr.
gov.pl/programy-miedzynarodowe/
wspolpraca-wie lost ronna-/ inne-
in ic jatywy-wielost ronne/eureka/
a k t u a l n o s c i / a r t , 5 9 9 3 , o t w a r c i e -
naboru-wnioskow-inicjatywy-eureka-
konkurs-12018.html

国家人文发展计划下的竞赛已
经解决
2018-03-01
作为国家人文发展计划：国家遗产和大学
的一部分，两项比赛得到解决2.2。 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长在国家遗产资助竞赛中合格
了28个最佳项目，总金额接近3250万兹罗
提。 在竞赛中的 11个项目的资金将近250万
兹罗提。 资助项目包括：“历史人文学家
lwowska(1661-1946)的母校Alma Mater 
Leopoliensis。“ 弗罗茨瓦夫大学语言学系
的Anna Janina Dąbrowska博士，“华沙
犹太人百科全书”，犹太历史研究所的安德
烈Żbikowski Emanuela Ringelblum博士
和来自华沙红衣主教斯蒂芬·威辛斯基大学
的Henryka Seweryniak 博士撰写的“12
世纪普沃夫罗马教皇的内容的翻译，评论和
分析”。 更多信息: http://www.nauka.
gov.pl/komunikaty/wyniki-konkursow-
nprh-dziedzictwo-narodowe-i-2017-i-
uniwersalia-2-2.html

参与Cyber Exchange计划中
的波兰网络安全专家
2018-03-01
从2018年10月开始，网络安全科学和学术
计算机网络（NASK）的专家将参加为期两
年的欧洲实习计划。 除了CERT（计算机应
急响应小组）的波兰团队之外，来自奥地
利，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希腊，立陶
宛，卢森堡，马耳他，罗马尼亚和斯洛伐
克的专家将参加CyberExchange计划。 
除了专家团队的交流之外，该项目还包括
技术合作，其中包括与分析网络中的威胁
有关的IT工具和技术能力的交流。 加强欧
盟各国网络安全团队之间的合作是构建社
区网络安全系统的主要目标之一。 Cyber 
Exchange计划将由欧盟资金提供资金，
作为欧盟委员会连通欧洲基金计划的一部
分。

作为大学项目综合方案的一部
分，波兰大学已经收到了6亿
波兰兹罗提
2018-03-01
作为“综合大学计划”的一部分，副总理
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Gowin
向克拉科夫的七所公立大学的校长递交
了象征性支票：AkademiaGórniczo-
H u t n i c z a ， 美 术 学 院 体 育 学
院，Jagiellonski大学，农业大学教育学
院 和克拉科夫技术大学。 总共收到1.21亿
兹罗提。 到目前为止，本计划的两条途径
已针对最大的大学，公立和非公立高中进
行了竞赛。 这些路径中分布有6.05亿兹罗
提。 2018年3月，将解决第一条项目路径
下的竞争，公共机构和非公共机构可以参
与，培训至少200人，并对国家认可委员会
的教育工作给予积极评价。 “综合大学计
划”项目的目标是提高教学质量，加强科
学与商业合作，增加国际化或改变组织结
构。 这些目标可能来自特定的发展需求，
它们可能是对新算法所暴露的赤字的回
应，并且可能有助于各大学将自己置于明
确多元化的大学通过科学与高等教育法案
的背景下 -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强调。 
2017年5月，当时他宣布了该计划的开始

Borysewicz教授从比亚韦斯托
克大学获得荣誉博士学位
2018-03-01
Leszek Borysiewicz教授成为比亚韦斯
托克大学的荣誉博士。 他是比亚韦斯托
克大学参议院给予这种尊严的第十五个
人。 在比拉维斯托克大学法学院院长Emil 
Pływaczewski教授提醒大家关于疫苗（
特别是针对人类乳头瘤病毒的疫苗）的先
驱研究中，Borysiewicz教授于2001年从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获得贵族称号。 
Borysiewicz教授的父母来自Podlasie地
区。 他本人于1951年4月13日出生于英国
的卡迪夫。 他的科学生涯与英国的大学和
科研机构有关。 在2010年至2017年期间，
他曾担任英国剑桥大学校长。

研究合作框架内的波兰 - 台湾
竞争
2018-03-01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介绍了波兰 - 台湾研究
合作框架内第五次竞赛的结果。 该比赛是
与台北科技部联合举办的。 由于与台湾方
面的安排，这些申请被推荐为共同融资，
分解成竞争公告中描述的专题领域。 根据
特定专题领域的分数和台湾方面的建议排
列排行榜。 推荐的资助申请包括：“细胞
水平的神经科学阶段的定量（3D / 4D）成
像”华沙理工大学，“LVV-hemorphine 
7在酒精依赖和镇痛中的作用”AGH克拉
科夫科技大学和“ “格但斯克大学的照明
和照明发射窄带荧光粉和发光二极管。 更
多 http://www.ncbr.gov.pl/programy-
m i e d z y n a r o d o w e / w s p o l p r a c a -
dwustronna/tajwan/aktualnosci/
art,5996,rozstrzygniecie-v-konkursu-
w - r a m a c h - p o l s k o - t a j w a n s k i e j -
wspolpracy-badawczej-20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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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附高将建在Słubice
2018-03-02
根 据 2 0 1 8 年 9 月 在 波 兹 南 的 A d a m 
Mickiewicz大学的倡议，Słubice的大学
附高即将开始运作。 波兹南的科学家希望
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在来自波兰西部的高
中学生的思想中变得更加突出，并加强其
在大学市场的地位。 另一方面，他们想创
建一所特殊的学校。 他们为高中学生提
供了大学的全部学术和教学基地，即实验
室，演讲厅和图书馆。 学生还将获得个
人学术关怀。 在Słubice的高中，应该用
英语和德语创建语言课程，并创建三种概
况：人文学科，数学和信息技术，物理学
和化学。 核心课程要充实学术教学要素。 
学校将在Słubice的Polonicum大学的一
个机构中运作。

在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的商
业法律
2018-03-02
商 业 法 律 是 一 个 新 的 方 向 ， 将 于
2018/2019学年在比得哥什的卡齐米兹大
学提供。 商业法律是为那些想获得知识和
技能的人提供的建议，这些知识和技能可
以让他们在公司和商业环境中工作。 另
外，一个新的方向是为毕业生做好自己的
事业准备。 除了明确针对商业层面的法律
主题之外，研究计划还将包括经济课程，
与大型公司合作开展为期数月的实习，其
中有大型法律支持单位，律师事务所，法
律和税务咨询办公室。 比得哥什大学当局
认为，这一创新的跨学科课程将为毕业生
提供真正的职业前景，并有机会在经济和
合法的商业环境中工作。

克拉科夫教育大学空气质量研
讨会
2018-03-02
克拉科夫教育大学地理研究所可持续发展
地理成形系和克拉科夫波兰地球物理学会
组织了一次关于“气象条件背景下的空气
污染”的公开研讨会。 在研讨会期间，将
介绍几个关于克拉科夫空气质量的讲座。 
参加者将能够听取讲座，专门分析2006-

2016年波兰选定城市聚集区内各个大气气
溶胶粒子，PM2.5和PM10尘埃浓度变化情
况，并最终了解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物理和
化学性质的变化 斯匹次卑尔根的积雪。 研
讨会将于2018年3月7日在Podchorążych 
2街道的克拉科夫教学大学新大楼举行。

比得哥什水果和蔬菜加工技术
专家会议
2018-03-02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与波兰科学
院食品与营养委员会于2018年5月组织了
全国水果和蔬菜加工处理科学大会。 今年
将在“水果，蔬菜和真菌 - 创新，安全，
质量和技术”这一口号下举行的这次会议
的目的是在水果，蔬菜和蘑菇加工领域深
化和系统化知识，同时考虑到最新趋势，
包括创新 分析方法。 该会议将于2018年5
月17日至18日在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
大学主楼Aleja Profesora Kaliski 7举行。

卡托维兹社会心理学的“心理
批判日”
2018-03-02
作为“与科学的会议”系列的一部分，卡
托维兹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与社会大学于
2018年3月7日至8日举办了一次面向大众
的关于“心理正式研究日”的公开活动。 
该倡议针对所有对心理形式主义感兴趣的
高中学生和教师。 在活动期间，社会科
学和人文学院的研究人员将与参与者共同
寻求问题的答案：天气和心情是否影响犯
罪？ 法医寻找失踪人员的可能性有哪些？ 
你真的能用新技术发现谎言吗？ 有关该事
件的更多信息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地址在卡
托维兹青年区项目协调员处获得：strefa.
katowice@swps.edu.pl

凯尔特人日在卢布林天主教大学
2018-03-02
凯尔特语言学系和卢布林天主教大学英
语语言学院与爱尔兰大使馆合作，邀请
您于2018年3月16日参加凯尔特日，这
是全国圣帕特里克节的一部分。 “在爱
尔兰玩得开心”活动将开始于 10.00在

卢布林知识转移中心。 凯尔特日为那些
想扩大他们对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历史，
语言和文化知识的人准备。 今年在卢布
林天主教大学举办的庆祝活动包括5次讲
座（波兰语和英语），爱尔兰语和威尔
士语讲习班，爱尔兰舞蹈讲习班以及由
Simon Miller导演的电影“Seachd：The 
Inaccessible Pinnacle”的放映。 看
看电影“Seachd：The Inaccessible 
Pinnacle”的预告片： https://youtu.
be/aoYescAw1_I

为残疾儿童设计的轮椅
2018-03-02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将在课程中
为残疾儿童设计一款轮椅。 行动的发起
者是dr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Tomasz 
Zatoński教授。 残疾儿童轮椅应符合几项
要求。 它必须安全舒适，保护脊柱并在转
弯或不平地形时提供稳定性。 机电一体化
学科领域的学生将面临这一任务，直到学
期结束。 这些项目将由由弗罗茨瓦夫技术
大学和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科学家组成
的评审团进行评估。 最有趣的解决方案将
被授予并推荐用于实施。 更多信息 http://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politechniczno-medyczny-wozek-
biegowy-107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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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未来的波兰产品”
比赛
2018-03-05
创新发展是负责任发展战略的支柱之一。 
“未来的波兰产品”竞赛表明，波兰的创
新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所有获奖项
目都是为了加强波兰经济和提高波兰人的
生活水平 - 在竞赛盛会期间，副总理兼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说。 
今年，下列获奖者被授予： 在科学部门
的未来产品类别中：国际核医学研究中心
Intraline-IOERT是一种医用电子加速器。 
在产品未来的科学装置和企业家和生态创
新领域的产品特别奖的类别：机械化施工
和岩矿业研究所与现代技术设备和NTI粉煤
灰的技术开发，包括工业废弃物和城市的
合作伙伴关系，在生产用于建筑业轻质骨
料。 在企业家未来的产品类别和专利局的
特别奖项中：Triggo公司因为为Triggo（
一种双轮四轮电动车）而获奖。 由一位年
轻且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提交的产品特
别奖：模拟器的医疗模拟技术，用于培训
经食管超声心动图领域的专家医生。 特别
奖创业与技术部长：用于为儿童学习外语
的EMYS机器人的FLASH机器人。

今年四月将在雅盖隆大学举行
神经科的国际会议
2018-03-05
Neuronus IBRO神经科学论坛是欧洲神经
科学领域最大的会议之一。 其第十届会议
将于2018年4月在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举
行。 今年会议期间将举行6场全体讲座。 
届时讲座将由 Amir Amedi教授（希伯来
大学，以色列），Ole Jensen教授（伯
明翰大学，英国），Markus Ullsperger
教授（德国马格德堡大学），Yves De 
Koninck教授（加拿大拉瓦尔大学）， 
Thomas Kuner教授（德国海德尔堡大
学）和Emma Robinson教授（布里斯托
大学，英国）主持。 会议嘉宾还将能够看
到25场演讲，并参加多场科学会议和座谈
会。 届时会议将于2018年4月20日至22日
在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礼堂举行。 更多信
息 http://neuronusforum.pl/

来自雅盖隆大学的Iwanski博士
赢得了Wolters Kluwer和“司
法审查”比赛
2018-03-05
来自雅盖隆大学刑法系的Mikołaj Iwański
博士是“腐败犯罪的刑事责任”一书的作
者，他赢得了第九届Wolters Kluwer竞赛
和“司法审查”的最适合司法实践的法律
书籍。 该比赛参赛作品共有27本书，裁判
团由最高法院法官Jzek Gudowski担任主
席，Przegląd Przegląd Sądowy编辑委
员会成员也授予了两个区别。 Aleksander 
Kl ichy因为“民事诉讼专家意见证明”
一书获得了奖项，医学专家和Mikoła j 
Małecki”犯罪准备“项目做了教条分
析。 根据比赛规定，“2016年最有用的法
律诉讼法律书”的作者获得了10,000兹罗
提的奖金。

第十一届Głogów科学与艺术日
2018-03-05
2018年3月8日至9日，格沃古夫州立高等
职业学校组织第十一届Głogów科学与艺
术日。 技术科学爱好者将进行化学和物理
实验，观察3D固体的形成并建立自己的
锡军。 人文主义者将有机会见到电影，广
告，哲学和历史。 每个愿意参加护理技
能研讨会的人员都将熟悉护士专业的特殊
性，并以专业的眼光检查他们在急救领域
的知识和技能。 Głogów大学经济学院的
讲师将介绍税收制度，并与参与者一起考
虑比特币是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 活
动将在位于Głogów的州立高等职业学校
举行。 地址：Piotra Skargi街道 5号。

华沙信息技术与管理学院学生
的另一个奖项
2018-03-05
去年，华沙信息技术与管理学院的三名
学生：Bartek Kmita，Kamil Kryński和
Wojciech Szwed完成了一部6分钟的科幻
电影，作为其毕业论文的一部分。 电影“
范式”于2017年上半年在Film Busters和
Platige Image的支持下完成。 他在伦敦
X4季节性短片电影节上获得了科幻/幻想

最佳电影奖，并在克罗地亚里耶卡举行的
第48届KRAF短片电影节上获得最佳蒙太奇
奖。 他现在在洛杉矶获得了最佳照片的幻
想/科幻反馈电影节。 查看: https://youtu.
be/PkOYODsUEXE

3月将在华沙大学庆祝“68”
纪念日
2018-03-05
2018年3月8日的下周四是华沙大学3月事
件50周年纪念日。 1968年的学生抗议活动
被共产主义安全机构残酷镇压。 为了纪念
这些悲惨的日子并向参与者致敬，辩论，
会议和展览将在华沙大学举行。 庆祝活动
将于3月8日12点开始，在位于华沙大学正
门旁边的Krakowskie Przedmieście校园
内的纪念'68'牌匾处放置鲜花。 在前大学
图书馆13.00时，耶日艾斯勒教授将在“半
个世纪后的68年三月”发表演讲：评估，
诠释和操作“。 下午5点，与亚当米奇尼
克的会议将在1968年3月活动参与者之一
的历史研究所专栏厅举行。 谈话将由华沙
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Joanna Wawrzyniak
博士和POLIN波兰犹太人历史博物馆馆
长Dariusz Stola教授领导。 更多信息: 
https://www.uw.edu.pl/50-rocznica-
marca-68-plan-uroczystosci/

波兰航空公司LOT与Chełm的
大学合作
2018-03-05
Chełm国立高等职业学校与波兰航空LOT
签署了合作协议。 由于该协议，机械和机
械设计专业试点的学生将能够在波兰航空
公司LOT进行实习。 除了理论部分和对工
作细节的了解之外，年轻飞行员还将参与
属于LOT机队的客机班机。 波兰国家航空
公司希望初始招聘过程在位于Chełm的
州立高等职业学校进行。 根据协议，切尔
姆大学和洛法特大学将进行联合项目，活
动，会议和宣传民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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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夏季太空学校
2018-03-05
来自波兰的学生和年轻科学家已在2018
年7月有机会在欧洲空间局的专家和工程
师的监督下设计太空任务。 直到2018年
3月31日，第二年的学生以及年轻的科学
家可以向奥地利西部城市Alpbach的夏
季学校提交申请。 该学校将于2018年7
月17日至25日举行，其参与者将参与建
立一个任务，以提供一个飞行样品到地
球。 在波兰，有关该计划的信息由波兰
科学院地质科学研究所的AnnaŁosiak
博士提供，电子邮件地址如下：anna.
losiak@twarda.pan.pl 更多关于阿尔
卑巴赫夏季学校的信息： https://www.
summerschoolalpbach.at/

华沙理工学院棋盘游戏创作者
竞赛
2018-03-05
2018年3月10日，华沙理工大学创新管
理和技术转让中心组织Science Game 
Jam。 科学游戏果酱是创造关于科学
的棋盘游戏的马拉松。 活动将于华沙4 
Rektorska街的大楼10:00开始。 乐队将
在其中运行，其任务是在几个小时内开
发游戏原型。 然后，陪审团将选择将会
进一步发展的最佳解决方案。 他们还将
于2018年10月在华盛顿国家体育场举行
的“Planszówkina Narodowym”派对上
演出。 活动注册： https://docs.google.
com/forms/d/e/1FAIpQLScWIidSj-uNA
h2DIv59uIkJIPOLVuvMIN81k3qKgRPqiK
LOwg/viewform

华沙大学1960年代文学和文化
研讨会
2018-03-05
波兰华沙大学波兰研究所19世纪后半期的
文学和文化部邀请你参加会议“复古， 20
世纪60年代政治和隐私之间的文学和文
化。“ 2018年3月5日至7日，来自波兰
各地的科学家将在数十场演讲中提出会议
提出的问题。 哈布教授。 来自波兰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的GrażynaBorkowska将

阅读“阅读地图：立陶宛。 Orzeszkowa
和她的（第一）周期Znad Niemna“
博士。 来自Jagiellonski大学的Iwona 
Węgrzyn教授将反思“1863年加利西
亚课程”的主题。 Tomasz Sobieraj将
发表演讲“私人与公众之间”。 20世
纪 6 0 年 代 波 兰 文 学 批 评 小 说 的 典 范 “
。 会议将在华沙的Tyszkiewiczów-
Potocki Palac宴会厅举行。地址： 
Krakowskie Przedmieście 32。 更多
信息： http://www.polon.uw.edu.
pl/documents/9763960/10751511/
Dyslokacje_harmonogram.pdf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对外宣传大
学的资金
2018-03-06
国家学术交流局从2018年3月1日开始征
求现代外国推广计划的提案。 该方案针对
波兰的大学，波兰科学院的科学单位，波
兰境内的波兰研究机构和国际科学研究机
构。 它有机会获得财政支持，以实施国际
推广领域的项目，其特点是创新和高度匹
配目标群体的需求以及大学或科学单位的
目的。 拟议项目可涵盖从综合信息活动
到选定交流渠道（例如社交媒体）的促销
活动，以及在国内外以各种方式实施的直
接联系等各种活动。 更多信息： https://
nawa.gov.pl/instytucje/programy-dla-
instytucji-juz-wkrotce

会议“北欧 - 波罗的海地区的
能源和防御”
2018-03-06
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挪威国际事务研究
所，卢布林玛利亚居里斯科沃多夫斯卡大
学东欧中心和卢布林玛丽亚居里斯科多
斯卡大学政治学系邀请您参加2018年3月
9日举行的“北欧波罗的海地区的能源与
防御”会议。 会议将在卢布林会议中心
举行。 在活动期间，将介绍“不确定性
时代的北欧 - 波罗的海安全：防卫能源联
结”项目的成果，小组讨论中的科学家将
关注两个专题领域。 首先是“俄罗斯的
新帝国野心：这个地区的防御后果。” 
第二个是试图回答能源是否是该地区安

全的关键问题。   会议开放，在线注册日
期截止于2018年3月8日： https://www.
pism.pl/rejestracja/?lang_id=1&id_
event=175&f_rodzaj=1

国际维谢格拉德基金奖学金
2018-03-06
截止2018年3月15日，国际维谢格拉德基
金会邀请波兰学生申请硕士和博士研究奖
学金。 所有科学学科均可提供各种语言的
奖学金，包括在大学逗留1至4个学期。 该
计划不对候选人施加任何年龄限制。 奖
学金持有者可以在中欧和东欧的大学和研
究单位进行研究或进行研究。 由于接受
了所选研究中心的候选人申请，他每学期
获得2,300欧元的奖学金，而接收科学机
构每学期获得1,500欧元的奖学金。 国际
维谢格拉德基金是根据2000年签署的一项
协定建立的，是维谢格拉德国家（波兰，
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内唯一
的制度化合作形式。 基金的主要任务包
括支持文化，科学，教育，艺术和旅游
合作。 所有详细信息和访问在线申请系
统： https://www.visegradfund.org/
news/2018-2019-visegrad-scholarships/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国际博
士研究
2018-03-06
截至2018年5月底，来自欧洲的年轻科学
家可以申请进入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医
学生物学和生物统计学领域的国际博士研
究。 这些研究旨在为以下专业的毕业生
提供：生物学，生物技术，医学分析学，
药学，医学及相关专业，他们没有博士学
位，并且在过去三年中在波兰居住的时间
不超过一年。 在过去的三年中一直在国
外生活和工作的波兰研究人员以及在波兰
不超过一年的波兰研究人员也可以申请入
学。 这些研究是免费的。 每名博士生将
获得4年2600欧元的奖学金。 它们将作为
ImPRESS项目的一部分运行，由欧盟委员
会和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共同资助。 更多
信息： https://www.umb.edu.pl/en/
im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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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科学会议“Polonia 
Restituta 十诫独立的波兰100
周年“
2018-03-06
值此波兰独立100周年之际，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与波兰主教会议社会事务委员会一
起在波兰最重要的学术中心组织了一系
列十次科学专题会议。 该项目“Polonia 
Restituta。 将于2018年3月12日开始在
波兰举行的“独立100周年纪念十周年纪
念日”，并将在华沙枢机主教斯蒂芬·威
辛斯基大学举行一次家庭会议。 一系列
10个全国性的科学专题会议将在广泛了
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领域中处
理问题。 下次会议将专门讨论：家庭; 工
作，创业和社会市场经济，公民和爱国主
义; 自由，主权与法治，文化与认同，尊
严与社会正义，生态，社会团结与可持续
发展，国家与教会的关系; 欧洲与人类及其
权利。 这一周期的高潮将是克拉科夫的国
际大会，它将承担公共生活中的良知和责
任问题。   更多信息： https://polonia-
restituta.pl/

罗兹科技大学的国际化
2018-03-06
在Erasmus +项目和国际化师资协调员培
训会议期间，概述了罗兹工业大学的长期
国际化战略。 该战略由罗兹工业大学国际
合作中心于2017年开发，该单位负责整合
与罗兹大学与外国合作伙伴合作的所有流
程。 根据2020年的假设，罗兹工业大学
将成为“波兰最好之一，拥有技术背景的
创新研究型大学”，并具有确定的国际地
位。 大学实施新的战略假设将从举办“双
文凭作为国际战略伙伴关系的支柱”会议
的组织开始。 它将于2018年6月在国际合
作中心举行，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和国
家学术交流机构赞助。

体育管理 - 在热舒夫技术大学
开设一个新的学习领域
2018-03-06
体育管理是一个新的方向，从2018年10月
1日起由Rzeszów技术大学发起。这是管理

学院与Rzeszów理工大学物理治疗和运动
中心合作的一门课程。 这将是实际的。 他
将教育管理和商业领域的专家以及体育运
用IT资源。 毕业生将能够成为体育经理，
教练顾问，形象创作机构的雇员和体育企
业。 他们将掌握管理知识，信息和通信技
术的使用，人类潜能的管理以及体育合同
的准备。 热舒夫技术大学开设28个研究领
域。 最流行的方向是航空和宇航员。

在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将进
行电子学习
2018-03-06
比得哥什的卡西米尔大学希望加入进行在
线课程的大学组。 电子学习平台将促进在
线教学。 购买资金来自科学部根据“现代
大学”计划授予该大学的资金。 比得哥什
大学打算购买磁盘阵列以支持远程教育和
电子学习应用程序，其中计划在远程教学
中覆盖大学的38个学习领域。 除了在线学
习平台之外，这笔资金将用于提高语言能
力并获得学生和学术人员的证书。

波兰社会与媒体文化学院波兰
发展方向研讨会
2018-03-06
初创公司，5G技术，利用国防部门的创
新潜力 - 投资与发展部长耶日Kwieciński
在“数字独立”研讨会期间表明了波兰的
发展方向。 波兰技术思想，从创意到成
功。“ 它发生在托伦的社会和媒体文化高
等学校。 对于创业公司来说，最大的问
题是打入市场，而不是简单地为发展募集
资金 - 总统大会上Mateusz Morawiecki
说。 投资和发展部长Jerzy Kwieciński指
出，一半的创业公司来自欧洲，并且被包
括美国或以色列在内的其他国家购买。 后
者从欧洲市场接管的初创企业数量比法国
高几倍。 这表明，一个基于非常强大干涉
的小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能够建立强
有力的创新政策。 我们想要建立这样的
政策 - Kwieciński部长说。   更多关于研
讨会的信息： https://wsksim.edu.pl/m-
blaszczak-absolwenci-wsksim-najlepsi/

波兰代表团在日本合作开发储
能技术
2018-03-07
波 兰 代 表 团 与 能 源 部 副 国 务 卿 M i c h a ł 
Kurtyka以及国家财资公司和支持在波兰实
施创新解决方案的主要机构的代表访问了
日本。 访问期间，代表团访问了一家生产
锂离子电池电池的工厂，并在那里熟悉了
该行业所用的技术。 在会谈中，Kurtyka
副部长向大家保证，波兰准备开展能源储
存技术合作。 能源部副部长也参加了第9
届国际可充电电池博览会 - 日本电池。 这
些展会被公认为电池行业代表的全球会议
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2月，波兰
科学财团Pol-Stor-En成立，由七个科学单
位组建，其目标是在储能研究领域进行合
作。

第25届工程招聘会
2018-03-07
2018年3月13 - 14日，第25届工程招聘
会将在华沙理工学院举行。 展会组织者 
- BEST华沙协会强调，这是与公司代表会
面，了解潜在雇主和要求的理想机会。 此
外，申请你的梦想实践，实习，甚至工作
的机会。 参展商将在两天的展会期间举办
讲习班，包括MARS Polska关于“生产管
理，工程师担任经理角色的挑战”，施耐
德关于“工业4.0时代的驱动技术和机器
人技术”以及波兰国家铁路城际关于“现
代铁路运输工程”。 更多信息： http://
targipracy.org.pl/

波兰 - 中国在电动汽车发展方
面的合作
2018-03-07
UNIMOT股份公司，在波兰最大的液体燃
料独立进口商华沙证券交易所上市，计划
积极参与波兰电动汽车的发展。 根据协
议，UNIMOT还将分析基于Star Charge解
决方案生产充电器的可能性，并启动联合
研发中心开发这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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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 卢森堡的服务创新竞争
2018-03-07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在 卢 森 堡 F o n d s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公司宣布的
2018年CORE竞赛中开通了一个在线申请
系统。 作为本次比赛的一部分，可以将“
服务创新”领域的双边，波兰 - 卢森堡项
目申请提交给全国青年报。 国家研究与发
展中心分配200万兹罗提，用于为在竞争程
序下获得资助的项目共同资助波兰实体。 
应用程序可以在2018年4月18日提交电子
英文版。 更多信息： https://www.fnr.lu/
funding-instruments/core/

华沙大学将举办一个专门讨论
科学宪法的研讨会
2018-03-07
华沙大学当局邀请学术界人士 - 在高等教
育和科学上的新法律研讨会 - 工作人员，
博士研究生和毕业生。 在3月5日至19日
举行的研讨会期间，他们的参与者将讨论
大学最重要的职能领域：教育，研究和工
作人员的发展。 他们将一起思考目前阻
碍他们学习，工作和规划其职业生涯的因
素，取消哪些障碍以及如何使用新法律条
款来实现大学目标。 更多信息： https://
come.uw.edu.pl/pl/nowaustawa/

2018教育家 - 关于副总理
Gowina和部长Zalewska参与
的科学
2018-03-07
2017年是波兰教育体系发生变化的时期。 
9月份，中小学教育改革开始实施，科教
高等教育部提出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假
设。 因此，“共和国报”每天组织2018
年3月15日会议“教育家2018”与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
长和安娜·萨卢斯卡，国民教育部长的
参与。 会议将总结改革的状况，首先分
析改革的有效性并讨论必要的调整。 组
织者希望将改革者的观点与业务角度进行
对比，并提出适当的建议。 这次会议是
开放式的，将在华沙大学图书馆举行，地
址：Dobra56/66。   更多信息： https://

konferencje.rp.pl/wydarzenia/7/1020-
edukator-2018/program

COST CONNECT：关于哥白
尼科学中心的量子
2018-03-07
2018年3月8日，COST CONNECT项目
将在哥白尼科学中心举行。 这次会议题
为“量子：下一个跳跃将会在哪里？”
将由教授参加。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国务
秘书Aleksander Bobko博士， Ronald 
de Bruin，COST协会主任。 该活动将致
力于量子技术。 COST CONNECT名下的
活动周期由COST（欧洲科技合作组织）
或欧洲科学和技术合作计划于2017年6月
发起。 该项目的目标是结合COST代表和
科学家以外的科学家，他们希望共同开发
由COST发起的研究。 欧洲科学技术合作
计划由36个欧洲国家和以色列（作为合作
国）的体制结构共同组织，其中最重要的
任务是组织成员国的多边科技合作。   更
多信息： http://www.cost.eu/events/
cost_connect_quantum

双重研究--学习和工作的有效
结合
2018-03-07
我们的目标是更准确地调整课程来满足市
场的需求。 双重研究可以让你通过同时参
与大学教学和工作场所就业，有效地将学
习与工作结合起来。 由于这一点，学生
们更快，更有效地学习新技能 - 在第二届
双元教育会议期间（格利维采）时，科学
与高等教育部长副总理Jarosław Gowin
说。 2017年12月，科学部执行机构国家研
究与发展中心宣布了一项旨在使课程适应
未来雇员和雇主期望的竞赛。 由于实施了
备用教育计划，成功的秘诀是将学习与工
作有效结合。 比赛的预算为1亿兹罗提。 
EDUAL会议由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卡托维
兹经济特区和格利维采市组织。

科学部选择了“对话”计划的
进一步受益者
2018-03-07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已经公布了另一份在“
对话”计划中获准资助的项目清单。 “
对话”计划包括共同资助三个领域的活
动：“科学卓越”，“科学促进创新”
和“人文促进发展”。 其目的是支持旨在
建立科学领域实体和社会经济实体之间的
合作和持久关系的活动。 受益者包括：波
兰新闻社基金会，该基金会收到近200万
兹罗提以运行和开发“波兰科学”网站，
哥白尼中心基金会，其“人文对话”项
目将获得150万兹罗提的支持 和克拉科夫
Ignatianum学院的教学学院，将为“天主
教社会科学中的包容性”项目获得100万兹
国民众的收入。 更多信息： http://www.
nauka.gov.pl/g2/oryginal/2018_03/17f
9882f2d057e7047ff1ffcf16598bf.pdf

Gowin：教育投入必须增加
2018-03-07
本周四（2018年3月8日）科学宪法草案将
在部长会议常务委员会上进行分析，下周
将出席政府会议 -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副
总理Jarosław Gowin在节目“三人政治
沙龙”节目将在波兰第三广播电台播出。 
副总理Gowin强调，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实
现现代化的经济并实施负责任发展战略，
就必须增加对学习的支出。 他认为，“科
学宪法”将改善波兰大学的状况，无论科
学和高等教育的拨款额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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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教育展览会将在托伦举行
2018-03-08
2018年3月13日在托伦尼古拉哥白尼大学
举办25届全国教育产品博览会“教育促进
2018”。 在2018/2019学年，研究的候
选人将能够熟悉高等教育机构的完整教学
提议，学习计划和特定学院的录取政策。 
将来自全国各地的波兰展示他们的教育提
供近20所大学，其中包括：托伦哥白尼
大学和比得哥什医学院; 大学有：格但斯
克，罗兹，奥尔什丁，华沙，比得哥什和
锡隆纳葛拉; 格丁尼亚海军大学的海军学
院，斯武普斯克的波美拉尼亚学院以及理
工大学：格但斯克，科沙林，波兹南和华
沙以及弗沃茨瓦韦克的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和格但斯克医科大学。 还有军事学校的代
表：来自德布林的空军高级军官和华沙的
军事科技大学。 “2018年教育促进会”
将在尼古拉斯哥白尼大学礼堂举行。 地
址：Gagarina街道11号，托伦。 更多信
息：http://www.umk.pl/kandydaci/
targi/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中国学生
2018-03-08
来自洛阳师范大学的39名学生将在比亚韦
斯托克大学学习一个学期。 大学当局希望
在未来的几年里比亚韦斯托克的大学能够
接收更多的中国学生。 中国学生将以英
语上课。 在六个学院有近40门科目可供
选择：教育学和心理学，经济与管理，法
学，历史 - 社会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
物理学。 他们不会支付参加课程的费用，
仅需要支付的是宿舍的住宿费用。 比亚韦
斯托克大学的计划是从2018/2019开始为
中国学生提供英语付费硕士研究计划，包
括国际关系，计算机科学，教育学或英语
语言学等领域。 研究国际化是比亚韦斯托
克大学当局的优先事项之一。 目前，大学
有458名外国人在学习，其中最多的是立陶
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
TECHMATSTRATEG计划中的
项目竞赛
2018-03-08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主 任 已 宣 布 在 科
学研究与发展工作“现代材料技术” - 
TECHMATSTRATEG的战略计划项下进行
的第二次竞赛。 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发展
知识，将创新的解决方案转移到社会经济
环境中，并提高波兰在科学研究和发展工
作中的国际地位。 本次大赛涵盖建筑材
料技术，光子与纳米电子材料技术，功能
材料与设计性能材料技术，生物可降解工
程材料无废料技术与技术，能量储存与传
输材料技术等五大战略问题领域的主题。 
分配给参加竞赛的共同融资项目的预算为
2亿兹罗提，申请可在2018年4月9日至6
月8日提交。   更多信息： http://www.
ncbr.gov.pl/programy-strategiczne/
n o w o c z e s n e - t e c h n o l o g i e -
m a t e r i a l o w e - - - t e c h m a t s t r a t e g /
techmatstrateg-ii-konkurs/aktualnosci/
art,6013,techmatstrateg-ii-konkurs.html

Talk＆Tech 2018 - 来自IT和新
技术行业的女性大会
2018-03-08
2018年3月9日至10日，Talk＆Tech 2018
大会将在弗罗茨瓦夫视听技术中心举行，
这是计算机协会赞助下首次在IT和新技术
行业举办的女性会议，旨在促进妇女参
与IT行业的各个方面。 会议的第一天将由
在新技术行业工作的女性讲课。 第二天
将致力于研讨会，为IT行业带来更贴近的
职业机会。 该活动的特邀嘉宾将是华沙
Leon Koźmiński大学组织和工作场所研究
中心的助理教授Aleksandra Przegalińska
博士，他目前正在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
院从事研究工作。 更多信息： http://
talkandtech.pl/

Collegium Civitas关于政治恐
怖主义的研讨会
2018-03-09
2018年3月23日，华沙恐怖主义研究中心
Collegium Civitas将组织一次科学研讨
会“从恐怖分子到政治家”。 研讨会是
Collegium Civitas开展的跨学科项目“
看恐怖主义”的一部分。 其目的是介绍
恐怖主义的历史，并从各种科学的角度
展示其复杂性：经济学，政治学，安全
科学，媒体研究，文学研究，社会学和
心理学。 在研讨会期间，波兰议会成员
Joanna Kluzik-Rostkowska，南美洲政
治学家兼专家Piotr Łaciński博士，安全问
题专家和Krzysztof Karolczak博士的“恐
怖主义百科全书”的作者参与了讨论小组
的计划。 本次活动将于2018年3月23日在
Dom Spotkań z Historią（华沙）举行，
地址： Karowa街道 20号，入场免费。 参
会者需提前将个人信息发送至以下邮件地
址：cbnt@civitas.edu.pl

来自AGH科技大学的科学家在
仿真工艺杯（PSC）比赛的领
奖台上
2018-03-09
来自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能源与燃料学
院博士研究生Ewelina Brodawka，赢得
了仿真工艺（PSC2017）的国际竞赛。 第
三名获奖者是Kamil Krzemień（硕士工程
师学位），他在Ewelina Brodawka在同
一学院学习化学技术。 竞赛日期为2017年
3月至2018年2月，来自世界各地70所顶级
技术大学的150多名学生和博士生参加了比
赛。 在全年的斗争中，参与者必须展示他
们在化学和工艺工程以及化学模拟领域的
技能以及有关工业过程自动化和控制的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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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科学书评
2018-03-09
3月12日星期一第23届波兹南学术书评将
在波兹南图书馆开始。 波兹南科学出版
商从2017年开始的工作将在4月26日前完
成。 下一次会议计划在3月23日至25日的
周末举行，届时第22届波兹南科学和科
普书展将在波兹南国际博览会举行。 波
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出版社组织的
波兹南科学和科普书展是对学术，科学
和科普出版物的报道。 在本周末期间，
为参加者和参观者准备了与作者，儿童
和青少年讨论小组和研讨会的会议。 对
波兹南学术成果的科学书籍的评论是在
密茨凯维奇大学校长的荣誉赞助下组织
的， 在去年的“评论”期间，共有22家
参展商出版了超过340册 的书籍和科学期
刊。   更多信息： http://radiopoznan.
f m / p a t r o n a t y / 2 3 - 2 5 - m a r c a - 2 2 -
poznanskie-targi-ksiazki-naukowej-i-
popularnonaukowej

实用肛肠 - 欧洲唯一的大学等
研究生课程
2018-03-09
研究生教育的医学中心与雅盖隆大学医学
院一起开创了两个学期的研究生课程“肛
肠实用”课程。 这是在欧洲市场上的唯一
一所大学的研究生课程，考虑到肛肠理论
和实践问题。 这些研究是与波兰结肠病学
会合作建立的，该研究所处理结肠疾病的
问题。 来自波兰各地的最杰出的专家被邀
请参加课程，30名外科医生参加了第一次
课程。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推出了“波
兰回归”计划
2018-03-09
通过学术交流的国家机构推出了“波兰的
回报”是让波兰科学家回国，并采取了就
业在波兰大学或科研机构。 它为经常性学
者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和建立项目团队
的机会。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数千名科
学家离开了波兰 - 有才华的年轻人正在寻
找科学工作的条件，并在国外寻求创意交

流的想法。 今天我们有条件在波兰接受
他们。 近几年来，波兰科学带来了巨大
的变化：我有充分的责任，我认为今天有
可能在波兰研究世界级的课程” - 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在会议开幕式上说。 更
多信息： https://nawa.gov.pl/nawa/
aktualnosci/281-polskie-powroty-
wzmocnienie-potencjalu-uczelni-w-
polsce-2

在罗兹大学开展的情报官员会议
2018-03-09
罗兹大学哲学与历史系于2018年3月14日
邀请您与外国情报机构的官员见面。 罗兹
大学的客人将进行演讲， 展示他们工作的
特殊性和目标，并展示他们使用的方法。 
讲座结束后将是提问环节，会议将于2018
年3月14日12:00在罗兹大学历史研究所47
室Kamińskiego街27号举行。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MOST 
Wiedzy项目的开放日
2018-03-12
2018年3月14日，MOST知识项目的开放
日将在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举行。 MOST Wiedzy是一个门户网站，
是一个多学科，开放的知识转移系统。 科
学家们可以在上面展示他们的科学成就。 
感谢Open Access（OA）开放，可以免
费和无限制地访问数字版本的科学作品。 
该项目的目标是增加学习资源的可用性，
连贯性和重用性。 这些资源通过门户以公
开，简单和透明的形式提供给科学界，企
业家和公众的代表。 更多信息： https://
mostwiedzy.pl/

西门子奖大赛
2018-03-12
截至2018年3月31日，您可以向西门子第
二十三届（2017年度）大赛提交参赛作
品。 比赛由华沙理工学院和西门子公司
组织， 它促进了波兰学术和非学术机构的
员工在科技和科研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 
西门子奖可以由西门子公司领域的作者提
交，涵盖的领域包括：电气工程和能源，

特别是在电力的发电，输电和使用领域; 电
子和信息技术以及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 铁
路运输以及交通管理和控制。 作品可以在
以下地址提交： 华沙理工大学校长办公
室 街道： Politechniki 1，房间 106，邮
编：00-661华沙 并且标注“西门子竞争大
奖”

什切青大学与Hoya Lens 
Poland之间的合作协议
2018-03-12
什切青大学数学与物理学院已与Hoya 
Lens Poland签署合作协议。 Hoya是全
球最大的眼镜镜片和其他光学产品制造商
之一。 该协议涉及从业人员 - Hoya Lens 
Poland的员工在进行班级合作以及在制定
和修改与眼镜光学相关的学习计划时的咨
询。 他还为Hoya的眼镜光学学生建立学
徒和实习机会。 什切青大学非常重视教师
光学系学生的实践技能。 此前，他已经与
当地企业家签署合作协议：Rako Optyk 
Serwis和Optyk Trendy，以及波兰盲人协
会西波美拉尼亚区和Essilor JZO 眼镜。

在克拉科夫教育大学进行社会
保障领域的教育
2018-03-12
为期两天的会议（2018年3月7日至8日）
，在克拉科夫教育大学讲述了如何在社会
保障领域开展教育。 克拉科夫大学与社会
保险机构一起组织了一次由当地高中的学
生，教师和董事参加的会议。 “社会保
险机构不仅是养老金，而且是整个福利体
系。 在我们的整个生命中，从出生到死
亡，我们都受到社会保险问题的影响” - 
波兰电视台克拉科夫社会保险机构副主席
Paweł Jaroszek说，同样，克拉科夫教育
大学校长Kazimierz Karolczak教授强调了
这方面教育的重要性。 “我们的毕业生去
上学并接受教育。 因此，教师本身必须完
全接受社会保障领域的教育，以便公平地
向学生传授知识”  - Karolczak教授补充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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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高等教育的中央委员会
批准了宪法学
2018-03-12
该法案的基本目标是加强科学和高等教育
在波兰发展中的作用，并加强波兰科学家
对全球科学的贡献，这完全符合波兰学术
界长期以来制定的假说 - 科学和教育主要
理事会主席Zbigniew Marciniak教授说更
高。 2018年3月8日，科学和高等教育总理
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对高等教育和科学
法草案中的解决方案表示了明确的支持。 
正如该文件所强调的那样，应该特别注意
在学术环境中进行广泛磋商的事实，即该
法令的假设以及科学部对科学宪法草案的
大量评论。

“欧洲创新委员会 - 波兰地平
线2020年的新商机”
2018-03-12
2 0 1 8 年 4 月 1 2 日 在 华 沙 创 作 中 心 市 场
将 举 办 会 议 和 研 讨 会 : “ 欧 洲 理 事 会 创
新 - 在展望2020波兰行业的新机会”。 
这次活动的荣誉赞助人是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副总理。 该
活动的合作伙伴包括：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企业欧洲网络，雇主波兰集团协
会，Lewiatan联盟和欧盟计划金融工
具国家联络点。 与会者将学习申请的规
则，并从框架计划中获得与申请共同融
资有关的实用技巧。 为了参与此次活
动，欧洲创新委员会特别邀请有兴趣申
请Horizon 2020框架计划的公司，波兰研
发单位，赠款受益人以及公共和地方管
理部门的代表参加。 活动注册： http://
www.kpk.gov.pl/?event=europejska-
r a d a - d s - i n n o w a c j i - e i c - n o w a -
szansa-dla-polskiego-przemyslu-w-
horyzoncie-2020

人才日
2018-03-12
波兰最大的招聘会第9届“人才日”将展
开。 展会将在最大的学术中心举行。 除华
沙（3月6日）和弗罗茨瓦夫（3月8日）之
外，热舒夫，波兹南，克拉科夫，卡托维

兹，罗兹和格但斯克等待着在读学生和毕
业生。 超过700名雇主参加了此次展会，
他们为年轻专家准备了5,000多份工作机会
和实习机会。 作为人才日的一部分，还将
有100场专业培训。 更多信息： https://
www.absolvent.pl/talentdays

Siergiej Kowalow获得华沙大
学荣誉博士
2018-03-13
生物物理学家，人权和政治活动家捍卫
者Siergiej Kowalow博士将获得华沙大
学荣誉博士称号。 Siergiej Kowalow参
与了苏联第一个组织的成立，该组织反对
侵犯自由。 在七十年代，他被判七年营
和三年流亡反对苏联共产党的活动。 他
在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俄罗斯人权委员
会主席。2009年，莱奇卡钦斯基总统授
予Sergey Kovalev波兰共和国大十字勋
章。 颁发Kowalów荣誉博士称号的仪式
将于3月14日举行 12日在华沙卡齐米佐夫
斯基宫参议院大厅，地址：Krakowskie 
Przedmieście 26/28。

波兰大学 - 战略展望2020
2018-03-13
欧盟研究计划的国家联络点与波兰学校校
长联合会邀请奥尔什丁参加信息会议“
波兰大学 - 地平线2020战略”，作为科
学单位国际化工具的研究和创新领域的
欧盟框架计划。 它将致力于动员，以增
加波兰大学和工业界对“地平线2020”
计划的参与，特别是科学机构参与欧洲
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拨款，以及在传播卓
越和扩大参与方面的竞赛（团队合作，
结盟，电子会议室主席）。 该活动将于
2018年3月21日（星期三）在Olsztyn举
行 ，活动时间：11.00 - 15.00，地址： ul. 
R.Prawocheński 9。 活动注册： http://
www.uwm.edu.pl/ rpk/szkolenia/
rejestracja?training=520

Grupa Azoty形象大使
2018-03-13
“Grupa Azoty集团形象大使” 计划的
试播版已启动，旨在引起学术界人士对
欧洲肥料和化学工业最大的资本集团之
一的职业生涯的兴趣。 该试点计划将于
2018年3月开始，针对选定大学的二年级
和三年级学生。 今年的“形象大使”将
从什切青的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西里西
亚科技大学，华沙理工大学和西波美拉
尼亚科技大学的学生里选拔。 该计划的
目标是在学术环境中推广品牌。 作为该
大学团队代表的一位充满活力和创造力
的大使，将对Grupa Azoty的活动产生
兴趣，并建立其作为理想雇主的正面形
象。 注册信息可在2018年3月16日前发送
到以下地址： http://grupaazoty.com/
ambasadormarki/

“Polonia Restituta” 项目的
开幕典礼
2018-03-13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
副总理宣布将在 波兰第100周年独立日之
际启动“Polonia Restituta“项目，组成
该项目的十次科学会议旨在加深对波兰历
史和现在独立背景的思考。 “我们得出
的结论是，在庆祝恢复独立100周年时，
最重要的是展望未来，思考波兰应该是
什么样子。 在我的同事小组中，出现了
一个建议，从天主教社会科学的角度来
看待波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 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在开幕典礼时宣布。 这
次活动的荣誉赞助人是波兰共和国总统
Andrzej Duda。 关于文章中提到项目的
更多信息: http://polishscience.pl/zh-ha
ns/%e4%b8%80%e7%b3%bb%e5%88%
97%e7%a7%91%e5%ad%a6%e4%bc%
9a%e8%ae%aepolonia-restituta-%e5
%8d%81%e8%af%ab%e7%8b%ac%e7
%ab%8b%e7%9a%84%e6%b3%a2%e-
5%85%b0100%e5%91%a8%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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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创新的国际竞争
2018-03-13
提案征集工作目前正在作为ECSEL联合承
诺的一部分举办的国际竞赛中举行。 该
竞赛旨在为广泛了解的电子领域的创新项
目的作者。 ECSEL联合承诺是电子元器
件和系统领域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该
机构管理一个研究和创新计划，在欧盟
建立和发展一个强大的，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电子元件和系统行业。 已拨出150
万兹罗提共同资助波兰实体参与作为国
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竞赛一部分选定项目
的参与。 更多信息： http://www.ncbr.
gov.pl/programy-miedzynarodowe/
wspolpraca-wie lost ronna-/ inne-
inicjatywy-wielostronne/ecsel- ju/
a k t u a l n o s c i / a r t , 6 0 1 8 , w s p o l n e -
przeds iewziecie-ecsel -otwarcie-
naboru-wnioskow-w-konkursie-2018.
html

关于华沙经济学院的加密货币
2018-03-13
华沙经济学院银行学院于2018年3月19
日邀请您参加“区块链 - 突破性创新或
媒体小工具”大会。 比特币与其他虚拟
货币一样，已经进入了传统意义上，成
为传统形式的货币和投资的替代品。 然
而，由于有关比特币炒作和关于其用于
犯罪目的的新兴信息的争议，实际上可
能会忽视区块链这种非同寻常的潜力，
而区块链是加密货币市场的技术基础。 
会议将就区块链技术及其在金融体系中
的应用潜力开展科学讨论。 波兰国家银
行当局，波兰金融监管局，商业银行和
创新技术公司的代表将参与其中。 更多
信息： http://kolegia.sgh.waw.pl/pl/
KES/struktura/IB/konferencje/Strony/
blockchain_przelomowa_innowacja_
czy_medialny_gadzet-.aspx

世界科学新兴人才中的一员
2018-03-13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的Agnieszka Gajewicz
博士，欧莱雅波兰计划“女性与科学”奖
学金获得者，被授予国际瑞星人才奖。 女

性与科学竞赛由来自不同国家的15名女性
组成，这些女性得益于他们的研究，并将
有机会改变世界。 Gajewicz博士是比赛
历史上第三位获此殊荣的波兰女子。 她对
各种物质的化学风险评估研究表示赞赏。 
格但斯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处理科学中化学
信息学方法的发展。 化学信息学是计算机
科学，数学，化学和理论物理以及化学计
量学边界相对较新的一门科学领域。 国
际瑞星人才，是由欧莱雅基金会和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世界科学的新兴人才的
竞争。 正式的颁奖仪式将于3月21日在巴
黎举行的最后一场盛宴上进行。 更多信
息： https://en.unesco.org/women-in-
science-rising-irt-2018

卫生挑战大会上医疗设备的创新
2018-03-13
“我希望创新的远程医疗解决方案越来
越多地被纳入保证服务的范围。 我们将
就此开展工作” - 波兰卫生部长Łukasz 
Szumowski在波兰医疗器械商会POLMED
组织的关于医疗器械创新的小组讨论会上
表示。 关于项目商业化过程中医疗创新
和发展障碍的讨论是作为卡托维兹卫生挑
战会议的一部分举行的，该会议于2018
年3月9日至11日举行。 我们有世界上销
售的波兰心脏产品，但没有在波兰销售，
因为它们不在国家退还的产品中。 部长
Szumowski说，直到从商业化到偿付的
快速路径之前，谈论商业化是很困难的。 
在小组讨论结束时，波兰医疗器械商会
POLMED宣布开始就波兰医疗器械市场的
报告开展工作。

旅游和娱乐华沙学校校长的比
赛项目行业提名
2018-03-14
Jolanta Zyśko教授，旅游和娱乐华沙华
沙学校校长，由MP Power奖评审委员
会提名，参加“协会”类别的奖项。 MP 
Power Awards是活动行业中的第一场全
国性比赛。 因此，华沙大学对该领域专家
教育的贡献表示赞赏。 主要的旅游和娱
乐学校属于维斯瓦大学集团。 自2017年
以来，在华沙大学推出了一项关于旅游和

休闲的新国际教育计划，该计划以英语举
办。 在这个领域进行的管理专业之一是事
件管理。 MP Power大奖的最后一场比赛
将于2018年3月23日在华沙的Służewiec
赛马场举行。

格但斯克大学犹太电影评论
2018-03-14
3月15日至18日格但斯克大学将举办关于
犹太主题“沙洛姆波林”的第5届格但斯
克影片评论。 该活动由格但斯克大学电
影讨论俱乐部和学术文化中心发电机组
与波兰和以色列社区共同遗产莫雷斯特
Meshutefet合作组织。 除了格但斯克大
学的电影放映之外，还将举办语言，烹饪
和舞蹈讲习班以及介绍犹太文化的讲座。 
格林斯克对“沙洛姆波林”的评论将首
先就“68年3月的事件对波兰电影摄影的
影响以及Michał Jaskulski和Lawrence 
Loewinger在”Planty 7/9“的纪录片
的放映作出讲演。 电影将在格但斯克大
学语言学院1.43展厅举行。 地址：ul. 
Wita Stwosza 55 ，格但斯克   更多信
息： http://shalompolin.ug.edu.pl/

关于罗兹工业大学的创新技术
2018-03-14
Anna Kogut教授将为罗兹工业大学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大学和企业家提供合
作机会。 研究与开发中心全国委员会主
席Kogut教授将在她的演讲中开启一次会
议，其主题将是创新技术。 它旨在为创
新解决方案和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商业
化创造科学和商业世界的共同空间。 该
活动的组织者是：罗兹技术大学技术转移
中以及罗兹工业大学经济，创新和技术转
让合作中心。 会议将于2018年3月20日
星期二在罗兹工业大学运动湾举行。街
道：Politechniki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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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Łomża将研究快速增长的
Oxytree树的特性
2018-03-14
在Łomża农业综合企业学院的地区创建了
一个Oxytree实验田。 它是由科学家为研
究目的而建立的。 实验的主要目标是确定
快速生长树的生物特征。 Oxytree是一种
具有独特属性的落叶树。 这是一个耐用
且要求不高的工厂。 对当地生态系统而
言，它是无创和安全的。 Oxytree获得的
高品质木材是一种热值高的工业原料和材
料。 另外，被切断后，树再次长出来。 
Drinż。 来自Łomża大学的科学家Janusz 
Lisowski和Henryk Porwisiak已经开展了
关于叶片生长，越冬，宏观和微量元素以
及Oxytree燃烧热的研究。 关于农业综
合企业学院科学笔记本研究成果的更多
信息： http://oxytree.pl/wp-content/
uploads/2018/03/Zeszyt-Naukowy-
nr-67.pdf

下西里西亚大学Pineau教授讲座
2018-03-14
弗罗茨瓦夫下西里西亚大学教学科学学院
邀请您参加Gaston Pineau教授的一次公
开讲座，题为“将传记方法作为一种研究
和实践方法应用的当前趋势和新视角”。 
Pineau教授还将领导方法论研讨会 “如
何进行传记研究？ 在法语国家应用的研究
经验和方法解决方案“。 这些活动将作为
题为“在传记的空间”的国际科学大会的
一部分举行。 经验，过程和变化的识别，
对“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的上映100周
年之际 - 兹纳涅茨基和威廉托马斯 William 
Thomas和Florian Znaniecki的工作仍然是
科学家的灵感来源，因为分析和解释真实
文件的先驱方式强调了人类生活的传记层
面的重要性。 皮诺教授讲座将于2018年5
月9日在弗罗茨瓦夫下西里西亚大学教育科
学学院举行。地址： Strzegomska 55，上
午9: 30，111室。

西里西亚经济学院将建造虚拟
医院
2018-03-14
经济学的西里西亚高校卡托维兹签署了中
心的诊断和妇科治疗和乳腺疾病Tommed
了合作协议。 这与“实施护理方向发展
计划”项目的实施有关，作为“运营计
划知识教育发展”（POWER）的一部
分。 学校将为医学院的护理方向创建一个
Monoproil医疗模拟中心。 将在卡托维兹
大学建立的虚拟医院将提高未来医务人员
的教育质量。西里西亚高校是35所大学培
养护士和助产士在波兰从欧盟基金项目权
下受益之一。

来自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研
究和开发超过50亿兹罗提
2018-03-14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今年将拨款50亿PLN
用于研究和发展 -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
长Piotr Dardziński说。 作为中心旗舰计划
快速通道的一部分，将组织五场比赛。 他
们的预算达到了近30亿波兰兹罗提。 该
计划是横向的，没有行业限制，很多项
目可以申请共同融资。 “快速通道” 是
对所有勇于承担创新项目的企业家的支
持。 那些将改变现实的国家 - 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副主任Aleksander Nawrat教授
说。 Dardziński副部长宣布了来自 “社会
创新”的竞赛。 作为该节目的前一版本的
一部分，创建了一个应用程序，这是因为
盲人或视障人士可以在电影院欣赏替代音
轨，例如音频说明或演讲版本。

波兰东部伙伴关系国家和中亚
的外国人奖学金计划
2018-03-14
奖学金计划Stefan Banach奖学金计划
是外交部和国家学术交流局的联合奖学金
项目，作为波兰发展援助的一部分得到执
行。 该计划允许您在由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长监督的精确科学，自然科学，技术，
农业，林业和兽医科学领域进行第二轮研
究。 它针对东部伙伴国家（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

瓦和乌克兰）和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外国人。 未来的奖
学金获得者应该是精确科学，自然科学，
技术，农业，林业和兽医科学领域第一轮
研究最后一年的学生，或者已经完成了这
些领域的第一轮研究。 但是，不能早于
2015/16学年。 另外一个条件是至少在B1
级对波兰语的了解。 申请的要求将持续到
2018年4月30日。 请参阅Stefan Banach
奖学金计划的规定： https://nawa.
gov.pl/images/Banach/REGULAMIN_
Banach.pdf

副总理Gowin：它塑造我们的
家庭
2018-03-14
这是塑造第一种道德，社会和文化模式的
家庭。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谁，我们
要归功于我们离开的家庭环境 - 在3月12
日星期一在波兰大学的Polonia Restituta
家庭会议期间，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
Jarosław Gowin说。 Gowin副总理呼吁
所有政治力量就分支机构就支持波兰家庭
的长期政策达成协议。 足够的国家对家庭
政策优先事项的不断变化。 在这里，我们
需要连续性 - Gowin说。 华沙大都会主席
Kazimierz Nycz也提出了类似的呼吁，要
求跨党派达成共识并继续为波兰提供最重
要的事情。 该项目“Polonia Restituta。 
波兰关于恢复独立100周年的十诫“是针对
科学，文化，政治和企业，学生，政府，
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参与教育的人
士。 该项目的组织者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和波兰主教会议社会事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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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外国初创企业在波兰开展
业务
2018-03-15
到2018年3月29日，波兰企业发展署正在
等待希望成为波兰奖计划经营者的实体的
申请。 该计划的目标是为外国初创企业
在中欧和东欧开展业务的首选国家创建波
兰。 与外国初创企业合作经验丰富的3家
运营商（竞争对手）的任务将是寻找和加
速海外人才。 运营商将帮助年轻公司决定
波兰商业的到达，解决和运营。 创业公司
还可以获得高达200,000兹罗提的资助以及
与波兰投资合作伙伴或行业合作伙伴的合
作。

“青春的礼物”独立号邮轮将
启航
2018-03-15
2018年5月，独立号邮轮将环游世界， “
青春的礼物”基金会将包括来自波兰的青
年和来自波兰帆船将召集港口的国家的年
轻人的代表。 邮轮的组织者是格丁尼亚
海事大学和海事经济和内河航运部。 邮
轮的目的是在总理的赞助下举行，旨在传
播关于波兰及其在世界地图上的作用的
知识。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该活动将于
2018年5月3日在克拉科夫落成 - 这是波兰
的前首都，也是上届世界青年日的主办城
市（来自各大洲与天主教教皇弗朗西斯的
天主教青年会议）。 “青春的礼物”将于
2018年5月18日从独立游轮的格丁尼亚航
行，2019年1月它将被钉在巴拿马。 这艘
帆船的船员将参加第34届世界青年日。

数字能力大会
2018-03-15
2018年3月14日至15日在塔尔努夫举行的
波兰第一届数字能力大会正式开始。 这
是该国数字教育专家和研究人员最多的会
议。 近200名数字教育专家，IT界公司代
表，方法学家，培训项目创建者，学术教
师和数字教育问题研究人员参加了大会。 
这是几个月前建立的KOMET @数字教育网
络的第一个活动。 国会开始编写数字教育
的“白皮书”，由Tarnów任命的专家组编

写。 它将在三个月内发展并交给部长们进
行数字化，教育和发展。

在克拉科夫的AGH科技大学举
办的世界皮肤日
2018-03-15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在2018年3月16日
邀请您参加周五科学之夜，这是在世界皮
日之际组织的。 该活动针对11-15岁的儿
童和青少年。 就职演讲结束后，参与者分
成小组，参加讲习班，示范，实验和逻辑
游戏。 这次活动是在克拉科夫学院教授
Tadeusz Słomka的赞助下进行的。 所有
景点都由学院的员工和学生准备：应用数
学，材料科学和陶瓷，动力工程和燃料，
物理和应用计算机科学。 促进数学和科学
的活动与3月14日庆祝的国际琵琶日（3,14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日期不是偶然
的 - 在3月14日的美国记录（第一个月，然
后一天）中，我们保存为3.14，这对应于
Pi值。   精确科学的星期五晚上将在克拉
科夫AGH科技大学物理和应用计算机科学
系举行。 地址：Reymonta 19，开始时
间：17.00 D-10号楼。

罗兹工业大学的人工商业技术
2018-03-15
罗兹工业大学管理与生产工程学院于2018
年3月15日举办了一系列“人 - 商 - 技术”
会议，专门讨论与社会，经济和技术及其
关系的总体愿景有关的问题。 计划举行以
下会议： 3月15日 - Maciej  Soin教授（
博士学位），企业社会责任。“ 伦理或
修辞？” 4月19日 – SzymonWierzbiński
博 士 ， “ 个 人 英 雄 主 义 或 集 体 责
任？” 拜占庭军队的组织。 5月17日 - 
JoannaSośnicka博士，道德与科技 - 当
代困境。 6月14日 -  Inga Kuźma Cein博
士，创新的社会层面。 研讨会将在 18.00 
地址：ul， Wólczańska215（三个学院的
建筑）422室 罗兹。

在世界医学院目录中的
Zielonogórskie大学医学院
2018-03-15
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信
息，因为未来它将使他们能够在欧盟之
外，尤其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培养医生的文
凭 - Zielonogórskie大学医学和健康科学
系院长Agnieszka Zembron-Łacny教授
说。 医学院校的世界名录之前组合包含
在世卫组织世界名录，国际医学书籍目录
（IMED）目录和阿维森纳信息。 其中包括
来自世界各地的2,900所大学的信息（包括
19所波兰医学院和领导医学院的院系），
招聘条件和医学研究的时间。

波兰科学考察秘鲁
2018-03-15
自2006年以来，波兰科学家一直在实施一
个名为“波兰科学考察秘鲁”的项目。 探
险队的发起人和负责人是来自克拉科夫
AGH科技大学的Andrzej Paulo教授。 西
里西亚大学地球科学系的科学家参加了去年
的去年秘鲁之行。 2017年远征的主要目标
是“研究即将到来的（顶部）岩石圈板块的
俯冲带现代构造活动的表现，称为南美洲，
其中纳斯卡板块以每年63毫米的速度移
动”。 除科学目标外，西里西亚大学员工
进行的科学研究与“为未来的科尔卡峡谷国
家公园和秘鲁南部的火山谷创造科学基础”
项目有关。 作为欧盟共同资助项目的一部
分，这个项目被列入了波兰科学最佳成果竞
赛中选出的40个科学计划的组合中。“赞
扬促进波兰科学的成就的人”。

邀请参加共享经济学项目
2018-03-16
卢布林发展基金会邀请未来和当前的企业
家参与由欧盟八个合作伙伴实施的国际
SharEEN项目。 该项目的目标是识别和连
接共享经济平台，交流经验并帮助包括社
会企业家在内的公司利用共享经济带来的
机遇。 该项目包括一系列有关经济共享，
辅导和辅导支持，商业平台国际化联网，
促进共同经济倡议共同欧洲地图的一系列
培训。 更多信息： www.shareen.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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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wiecki总理在3月份庆祝弗
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第68年校庆
2018-03-16
总理Mateusz Morawiecki在弗罗茨瓦夫
理工大学为纪念1968年3月学生罢课的牌
匾揭幕。 “弗罗茨瓦夫是一个美丽的争取
自由的斗争，我的城市。 1968年3月的突
破是赞美和荣耀的重要原因，“参加庆祝
活动和与3月68日英雄会面的总理说。 弗
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校长Cezary Madryas
说欢迎各位来宾， Marian Sobierajski教
授提醒说，它来自于1968年3月12日在弗
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组织的集会，以捍卫在
华沙抗议四天的学生，并在其他弗罗茨瓦
夫大学开始抗议活动。

罗兹工业大学和Włocławek的
州立高等职业学校将进行合作
2018-03-16
Włocławek国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与罗
兹技术大学技术物理，信息学和应用数学
学院的现有联系促成了大学当局开展合
作。 大学的校长 – Sławomir Wiak教授和
Małgorzata Łagiędź-Gałuszka博士 - 他
们签署了一份合同，其主要目标是支持
Włocławek大学实施实践教育计划。 罗
兹工业大学因此将成为PWSZ学生继续教
育的一个更加着名的地方和更具吸引力的
目的地。 两所大学都宣布在教育领域的合
作，在科学和研究领域以及与社会和经济
环境的接触。

波兹南科技园将帮助创建一个
创新的创业公司
2018-03-16
作为“Merlin”项目的一部分，波兹南科
技大学科技园 Adam Mickiewicz组织了
一系列“精益创业”研讨会，帮助ICT行
业的创新者创建和发展一家将处理科研商
业化的公司。 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是一个
从事通信和信息技术设备生产以及相关服
务的行业。 除了研讨会之外，Merlin还包
括网络研讨会，与潜在客户和投资者的会
议，网络以及参与Startup Europe网络活
动的机会。 得益于Horizon 2020计划的融

资，Merlin项目的支持将免费提供。 更多
信息： https://merlin-ict.eu/

Siergiej Kowalow：1980年的
革命，由格但斯克造船厂和华
沙大学组织
2018-03-16
“多年后，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1980 - 
81年波兰的革命是由格但斯克造船厂和华
沙大学组织的” - Siergiej Kowalow博士
接受华沙大学荣誉博士称号时说道。 其中
一位评论家要求总结Siergiej Kowalow的
成就，称他为“俄罗斯社会的良知和世界
的良知”。 博士生的成就在颁奖典礼上由 
Wojciech Pawlik博士颁发，Laudator指
出，应用社会科学和社会化学院申请授予
这个称号。 “这个标题是代表华沙大学所
有院系颁发的，因为人权对所有学科的代
表都很重要” - Pawlik解释说。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维尔纽斯分
校的1900万兹罗提
2018-03-16
科学部将分配近1900万兹罗提合作资助比
亚韦斯托克大学维尔纽斯分校。 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签署了科学与高等教育部
和比亚韦斯托克大学之间关于共同资助维
尔纽斯大学比亚韦斯托克分校经济和信息
学院建设的重建和扩建的协议。 自2007年
10月开始运营以来，维尔纽斯经济和信息
技术学院已经使波兰青年在波兰的学术水
平上学习了10年。 该学院已经从600多名
毕业生中毕业，目前有293名学生在那里学
习。 在其活动开始时，大学接受了两个学
士学位：经济学和信息学，在2014/2015
学年，还启动了第二轮研究。 在过去的几
年中，欧洲研究也有第一轮研究。

Andrzejczak将军在什切青大
学的讲座
2018-03-19
作为“什切青人文主义”系列讲座的一
部 分 ， 什 切 青 大 学 人 文 系 邀 请 您 参 加
Rajmund Andrzejczak少将的演讲“领导

力 - 激情与远见，在全面的安全环境中拥
有现代领导力。“ Andrzejczak将军是第
十二届什切青机械化师的指挥官。 1991
年，他毕业于波兹南的装甲军高等军官学
校，十年后捷克共和国军事学院毕业。 他
是许多外国使命的参与者。 其中包括伊
拉克之星和阿富汗之星。 讲座将于3月22
日星期四举行 12.00在人文学院。 这将是
Legia Akademicka计划的总结 - 国防部
2017年发起的军事学生培训试点计划。

第14届Dąbrowa Górnicza商
学院的科学节
2018-03-19
Dąbrowa Górnicza的商学院是第14届
科学节的组织者，该科学节的目的是展示
科学研究，熟悉最新的成就和发现，并以
有吸引力的形式展示它们。 来自克拉科夫
经济大学的Jerzy Hausner教授发表了题
为“从机会主义到关系市场博弈 - 向价值
经济学转变”的首次演讲。 演讲嘉宾包
括：Roman Polko少将，他介绍了塑造现
代特种部队的过程; 记者Kamil Durczok，
讲述了如何在数字化时代产生信息 ；以及
Andrzej Nowicki教父，克拉科夫神学教会
学院毕业生，他在讲座期间试图回答如何
在当今世界成为快乐人的问题。

华沙SGGW大学不久将开设英
文授课专业
2018-03-19
作为POWER（知识与教育发展运营计划）
的一部分，华沙生命科学大学（SGGW）
从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收到2800万兹罗提
的项目，用于根据社会经济需求调整和实
施学术教育计划。 该项目“自然成功 - 提
高华沙生命科学大学教育过程管理质量和
教学质量的综合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实施
教育过程管理的变革，并提高华沙大学的
教学质量。 将特别重视提高英语授课的新
专业和专业的国际化水平。 这些包括：有
机农业和食品加工，营养业务经理，土木
工程，计算机科学和计量经济学及 大数据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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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一个关于如何影响十
亿人生活的想法，你可以向全
球影响挑战报名
2018-03-19
第一期波兰版全球影响力挑战赛正在进行
中 - 这次比赛将挑选最具创新性的想法。 
这个想法一定是非凡的，因为你需要提供
一个初创企业或原型，这对十多年来十亿
人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该奖项是在硅谷
举行的为期两个月的比赛，获奖者将实施
他的想法。 申请将被接受，直到2018年
4月26日。 波兰版的组织者是数字大学基
金会， Singularity大学的唯一代表。 有才
能的科学家，工程师，创业企业家和企业
家可以代表竞争。 最终有10个项目的决
赛将于5月24日和25日在华沙举行。 评审
团由以下人员组成：Sebastian Kulczyk; 
Regina Njima（奇点大学）; Supreet 
Singh Manchanda（硅谷的商业天使）
和Jowita Michalska（数字大学基金会） 
更多信息： https://su.org/gic/

Joseph Schatzker 教授获得
了雅盖隆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2018-03-19
世界上最伟大的创伤学家之一，来多伦
多大学的波兰裔Joseph Schatzker 教授
（ 现居于加拿大）获得了雅盖隆大学的
名誉博士学位 Joseph Schatzker教授多
部著名医学书籍的作者，他为选择正确
的治疗方法并指出可能的并发症奠定了
基础。 从他的书籍和教科书构成了现代
创伤学的基础，整形外科医生和外科医
生在世界各地使用创伤。 1979年，他成
为副教授，1984年他在多伦多大学正式
成为教授。 1985年，他被任命为加拿大
最大的整形外科和创伤中心Sunnybrook
医院创伤骨科的负责人。 他还是皇家加
拿大外科学院的考官，同时也是世界骨
科组织SICOT（SociѐtѐInternationale 
de ChirurgieOrthopѐdiqueet de 
Traumatologie）的副主席。

冈本教授访问弗罗茨瓦夫理工
学院
2018-03-19
来 自 名 古 屋 丰 田 技 术 研 究 所 的 冈 本
（Masami Okamoto ）教授将访问弗罗
茨瓦夫理工学院。他说 诺贝尔奖候选人中
提及的世界著名日本化学家。作为访问教
授计划的一部分，他将访问弗罗茨瓦夫大
学， 冈本教授将在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举
办关于“应用于组织工程中的纳米复合材
料”的专题讲座（3月19日至23日），并
将作为开放的跨学科科学研讨会（3月20
日）的嘉宾出席会议。 日本方的科学兴趣
包括：获得生物复合材料和聚合物纳米复
合材料，骨组织工程，再生医学，癌细胞
转移和癌症干细胞。

在PAN大会上，将介绍世界水
资源管理报告
2018-03-19
波兰科学院是“接近大自然改善水资源
的解决方案”会议的组织者，会上将介
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由世界水资源
评估计划（UNESCO IHP）编写）。 会
议将于2018年3月22日在华沙的Staszic
宫举行。 世界水资源管理年度报告侧重
于战略性水资源问题。 联合国会员和与
水主题有关的伙伴组织以及其他专家提
供有关水资源管理的最新知识。 今年世
界水资源管理报告的目的是向政界和决
策者的代表介绍受自然和自然启发的解
决方案的潜力。

副总理Gowin在什切青医学院
校学生国际会议
2018-03-19
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
在第四届什切青医学院校学生国际会议开
幕式上说，它不会指望名字前的信件，而
是真实的科学成就。 这是对教育改革的一
个参考。 这次针对学生和年轻医生的会议
由位于什切青的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学生
科学协会组织。 与会者了解了研究成果和
医学的最新趋势。 他们还有机会见到其他
年轻科学家，交流经验，想法或灵感。 会

议期间，还举行了有关健康，牙科和博士
生的课程

弗罗茨瓦夫卫星参加在欧洲航
天局的竞赛
2018-03-20
弗罗茨瓦夫的学生已经建立了一个微型卫
星，很快将参加由欧洲空间局欧空局组织
的CanSat竞赛。 年轻的施工人员在最后
的比赛前请弗罗茨瓦夫大学的科学家提供
专业意见。 比赛的卫星很小，大小像一罐
饮料（因此是比赛的名字）。 今年的比赛
版本是一个模拟采样器，检查外星球的气
氛。 它的任务是测量并发送给接收站的温
度和气压读数。 太空旅客必须经历高速降
落。 自去年10月以来，弗罗茨瓦夫第14号
校舍的六名学生一直在研制原型。 在国家
舞台的最后阶段，施工人员参观了弗罗茨
瓦夫大学。 在正式会议期间，他们听取了
科学家的建议，他们热情地接受了此项目
和后续项目的合作建议（“十四”的学生
已经计划参加下一期CanSat）。

蜻蜓和红色轰炸机将飞往美国
2018-03-20
蜻蜓和红色轰炸机 -是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
学术航空俱乐部建造的无人驾驶飞机 。将
于4月在加州SAE Aero Design West 2018
竞赛中起飞。 本次比赛由来自世界各地的
75支团队组成。 第二架飞机 - “蜻蜓” - 
将参加高级组竞赛。 它的重量为8公斤，
在比赛中将不得不承担15公斤的负载，然
后将其放到指定的目标。 在施工期间，学
生使用等等 从激光切割和3D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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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托伦的科学家研究了
彼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在伦敦的绘画
2018-03-20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物理研究所的Piotr 
Targowski教授和纪念与保护研究所的
Magdalena Iwanicka博士对伦敦白厅宴
会厅的Peter Paul Rubens不朽画作进行
了研究“ - 托伦大学的校内公告报道说。 
托伦科学家应历史皇家宫殿邀请，于2018
年3月12日至16日在伦敦逗留。 他们利用
OCT光学层析成像分析了重复恢复图像的
结构和状况。 它是在Horizon 2020计划中
实施的国际研究项目IPERION CH（欧洲
研究基础设施ON文化遗产综合平台）的
MOLAB提议（移动实验室）内开展的一项
多学科活动的一部分。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自然辐射研
讨会
2018-03-20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Eugeniusz Żukowski
教授将在2018年3月20日星期二举行的开
放式研讨会上介绍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物理
学院实验室多年的自然背景测量结果，并
将选定样本的辐射考虑为放射性增加的材
料。 辐射源不仅是使用各种辐射的核医学
或文明设施。 Żukowski教授指出，我们的
自然环境也具有轻微的放射性。 例如，自
然辐射背景的来源是宇宙辐射，空气中的
氡或来自土壤和水的放射性元素的辐射。 
该活动将于2018年3月20日于13：15时在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物理系2011室举行。

华沙理工大学组织课程，提高
讲师的能力
2018-03-20
华沙理工大学创新管理与技术转移中心邀
请您参加“项目讲师 - 高水平教学”项目
的实施课程的招聘。 设想以下类型的课
程：提高教学中使用的IT技能领域的能力; 
提高英语教学能力; 以讲习班的形式提高信
息管理能力; 增强创新教学技能和教学设计
思维领域的能力。 该课程的申请截止日期

为2018年3月21日。 申请表格： https://
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
SeHz967qHTlY6pPYPZxDhP_7im7uT4pQ
HB8tT0nCkhORpYzCA/viewform

混合动力自行车用3D打印机赢
家“镜头聚焦”
2018-03-20
由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学生构建的混杂动
力自行车赢得了公民投票“Focus 2017 
Lenses”。 在3D打印机上“印刷”的年轻
工程师的发明赢得了技术革新。 创新的自
行车有一个脚踏驱动器，如果有必要，由
电动马达支持。 电池已被放置在两轮车的
框架中。 该原型包含300多个印刷在3D打
印机上的塑料部件。 目标结构应由铝或碳
纤维制成 - 自行车设计师正在寻找合作伙
伴开始生产。 聚焦镜头是旨在选择最佳波
兰创新的公民投票。 比赛的组织者选择了
他们认为最有趣的技术，这些技术是在我
们国家创建的。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将电影档
案数字化
2018-03-20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员工可以在AZON
平台（开放资源科学地图集）上查看数字
化档案电影资料。 模拟版本中播放的电
影资料包含在数字版本中 juwenalia，授
予荣誉博士学位。 数字档案还将包括学术
新闻，集会，音乐会，学生辩论，校长选
举，歌舞表演，剧院，科学和体育节的报
道。 材料 - 在数字化，色彩校正和曝光，
降噪和声级校正后 - 将进入AZON平台，该
平台以开放数字形式向所有相关方收集，
处理和提供学习资源。 该项目的协调人是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以及合作伙伴：弗罗
茨瓦夫体育学院，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
科学大学，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和华沙波
兰科学院系统研究所。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已成立70周年
2018-03-21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SUM）已 成立70
年。 1948年3月20日，理事会发布了在

比托姆与医学院和牙科部建立医学院的条
例。 那时它是波兰第八所医学院。 1949
年，该大学更名为西里西亚医学院，随
后更名为Ludwik Waryński西里西亚医学
院； 自2007年以来，它一直以卡托维兹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的名义运转至今。 “在
拥有百年历史传统的医学院中，我们被称
之为”托儿所“；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SUM的校长
Przemysław Jałowiecki回忆道。 SUM
所教授的课程涵盖25个专业领域， 其中英
语教学为9个专业。 它培养出超过10,000
名学生，包括来自48个国家的500名外国
人。 70年来，该大学的已经超过培养了
40,000个来自国外的学生，其中包括美国,
加拿大，印度，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

奥波莱理工大学已经开始军事
训练
2018-03-21
来自奥波莱大学的34名学生志愿者将开始
在由国防部和高等教育部推出了一个试点
方案下进行学术军团的框架下军事训练 。 
该计划使学生在学习期间成为士兵。 培训
包括理论部分，时间为30到60小时。并在
军事单位进行演习，（暑假期间）时间为
22天或44天。 志愿者在接受后备人才培
养后，将根据个人水平来决定评级，评级
将从下士军官评起。 奥波莱理工大学的讲
座将由弗罗茨瓦夫土地部队学院的专家进
行。 该方案包括关于军队的基本信息，国
家安全，急救和枪支建设，作为课程的最
后一部分，他们也会对战场上的战术和行
为规则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巴基斯坦驻波兰大使访问了克
拉科夫雅盖隆大学
2018-03-21
在巴基斯坦驻波兰大使Shafquat Ali Khan
访问的目标是巴基斯坦大学中心与雅盖
隆大学的科学和教育合作。 巴基斯坦大
使此次访问由雅盖隆大学校长Wojciech 
Nowak教授接待；大使访问了中东和远东
研究所，并且做了一个题为“巴基斯坦外
交政策， 新挑战和新方向“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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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南部大学校长访问布鲁塞尔
2018-03-21
波兰南部十四所大学的校长于三月十九日
和二十日访问了布鲁塞尔，并进行了考察
访问。 他们参加了与欧盟机构代表的会
议，期间讨论了与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相
关的欧洲计划。 Tibor Navracsics也参加
了此次会议。他将从2020年起担任欧盟教
育，文化，青年和体育专员。 会议期间，
大家从欧盟的角度讨论了2020年后与高等
教育和科学研究有关的问题，包括欧盟新
的倡议---欧洲教育空间。

Visegrad暑期学校招聘
2018-03-21
Visegrad暑期学校的下一期招聘活动将
截止到2018年3月底。 这是来自维谢格拉
德集团对东欧的年轻人的一系列培训，克
拉科夫Villa Decius协会于2002年就已经
开始实施课程。 维谢格拉德暑期学校的讲
座，研讨会和辩论由代表不同领域知识和
公共活动的杰出专家进行。 除了专家和知
识分子外，讲师还是欧盟的大使，部长和
代表。 活动的对象是学生，博士生，青年
教师，企业家和记者。 今年的学校版将于
2018年7月1日至14日举行。

论人文主义之夜的自由，文化
与认同
2018-03-21
弗罗茨瓦夫大学第五届人文科学之夜期间
讨论了自由，文化和身份之间的关系。 专
家们讨论的主题为音乐身份和文化进程的
影响，如国歌和50年代的爵士乐。 人文主
义之夜是由弗罗茨瓦夫大学历史与教育科
学系组织的一项周期性活动。 今年活动的
主题是社区自由和个人自由，与社会历史
决定因素和文化规范，模式和符号有关的
局限性和依赖性。 研究人员谈到了西里西
亚在9和10世纪中欧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
以及“上帝的真言”是哈布斯堡统治下西
里西亚权利和自由的主流。 发言者的注意
力也被1918 - 1939年波兰民主问题以及我
们应该对1989年的变化归咎于谁的问题所
吸引。

“女性创新”竞赛的微型实验
室获奖者
2018-03-22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Agnieszka Podwin
博士赢得了第8届“女性创新”的竞赛。 
年轻的研究人员在芯片上开发了一个精致
的实验室，一个支持细胞培养的气体分配
器和一个用于产生氧气的酵母驱动的微型
反应器。 芯片上的实验室是一种从几毫
米到几平方厘米的微型设备。 它用于各
种类型的生物化学分析，例如分析遗传
物质和血液，还可用于细胞培养。 细胞
培养需要使用分配器，为他们提供各种
营养和气体。 在微型芯片体验中，您需
要使用这些设备的小型化版本，但市场
上的型号价格昂贵。 Agnieszka Podwin
博士因此开发了她自己的半渗透性聚合
物制造的分配器。   更多信息： http://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wielkie-mozliwosci-miniaturowego-
laboratorium-10797.html  

对于来自中东的年轻考古学家
而设立的奖学金
2018-03-22
华沙大学地中海考古中心是波兰教科文组
织委员会和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奖学金计划
的合作伙伴。 到2018年4月30日，考古
学奖学金和自然保护主义者可以由来自中
东国家的青年学者，特别是来自战争地区
的青年学者申请。 奖学金获得者将会在
波兰实习8个月，并在考古学，保护和遗
产管理以及古迹保护方面接受了波兰机构
的培训。 培训入住的实质性方案由华沙
大学地中海考古中心与华沙大学考古学
研究所和华沙美术学院共同创建。   更多
信息： http://www.unesco.org/new/
en/fellowships/programmes/unesco-
poland-co-sponsored-fellowships-
programme-in-archaeology-and-
conservation/  

西里西亚大学的法国国际日
2018-03-22
2018年3月28日星期三，在西里西亚大学
将举办由法语语言与翻译研究所组织的法
语国际日活动。 今年活动的座右铭是“法
语国家2018：传统与现代之间”。 该活
动包括语言和翻译研讨会，并结合翻译竞
赛和浪漫语言和波兰研究学院的教学报告
以及多语言人士的职业前景。 在法国国际
日当天，所有人均可以参加 “法语国家：
传统与现代”比赛， 之后举办方将颁发奖
品。 来自Edyta Poznańska的乐队将演
奏法国音乐会。 法国国际日当天还有关
于“天空与海洋之间：地球的尽头。 关于
布列塔尼和其他旅行（Entre ciel et mer: 
in de la terre. A propos de voyages 
bretons et autres）” 以及“人与机器之
间：数字时代的语言”（Entre homme 
et machine: les langues à l’ère 
numérique）的讲演专题。

促进波兰大学研究的最佳天才
小工具
2018-03-22
在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遗传学，植物
育种和种子生产并传播的植物体外密封
在小罐中，在天才竞赛中被授予促进波
兰一所大学研究的最佳天才小工具。 由
市场营销和广告专家组成的竞赛评审团
赞赏小工具的创新，美学，与UPWRA进
行的大学概况和研究的主题联系，以及
在推动大学的同时分享植物学，生物技
术和遗传学方面的知识。 植物；嫩枝，
兰花和紫罗兰在体外繁殖，用小的装饰
罐装在白色和黑色营养物质中，确保它
们生长数月。是在Renata Galek教授的
监督下完成的。Renata Galek教授在
学校里主要负责自然科学和技术学院遗
传学，植物育种和种子科学系实验室。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
edu.pl/aktualnosci/47467/gadzet_
promocyjny_upwr_nagrodzon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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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7亿波兰兹罗提将用于
波兰科学研究
2018-03-22
科学与高等教育副部长Jarosław Gowin
说，2019年波兰科学和高等教育的投入将
增加至37亿兹罗提。 副总理Gowin在作为
波兰电视台“Wiadomości”栏目的嘉宾
时强调道：“新的科学与高等教育法取代
了现有的四项法律； 它绝对增加了大学的
自主权，为青年科学家开辟了晋升之路，
提高了波兰大学和科学的国际化水平。” 
副总理说：“我们假定如果新的教育法开
始实施，那么在未来10年内每年都会导
致与GDP水平相关的科学开支系统性增
加  例如，如果经济增长率达到4％，那么
某一年的科学开支增长水平将略高于4％。 
通过这种方式，就GDP而言，这些支出将
会增长 。” 他补充并解释道：“每年科学
支出都将略高于GDP增长率。”

在Słupsk学术中心发展教育系统
2018-03-23
Słupsk的波美拉尼亚学院与Słupsk工商会
和波美拉尼亚地区发展机构合作S.A. 实施
将共同实施一个项目--在Słupsk学术中心
的框架内开发实用教育系统。 该项目是为
了适应Słupsk大学的教育需求，满足经济
和地区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实际教育需求。 
具体目标包括提高实施实践教育所需的教
学基地的质量，以及与企业家合作提高教
学人员的实用专业资格。 作为这一目标的
一部分，28位学院讲师将参加16项专业培
训。 另一个目标是通过参与修改教育计划
并直接在教学过程中提高大学和企业家之
间的合作效率。

波兹南达文西大学关于电脑游
戏教育
2018-03-23
2018年3月23日达芬奇学院的计算机科学
系与视觉传达系在波兹南邀请您参加讲
座， “严肃游戏 - 是否有可能建立不枯燥
的教育游戏？” 这是行业代表积极电脑
游戏和视频的另一次会议。 这一次讲座
大学邀请的嘉宾是来自Doji公司的Jakub 

Ryfa， 一名长期从事严肃游戏和游戏学
习的设计师。 Jakub Ryfa是波兹南经济
大学的博士，也是许多关于游戏设计及在
教育和商业应用中使用的出版物和研究的
作者。 他也是Doji的项目经理和联合创始
人； 教育创新负责创建一个名为“Coffee 
Noir” 的电脑游戏和应用程序。

西里西亚大学的新丝绸之路
2018-03-23
西里西亚大学的科学家和学生将与中国进
行合作。 “新丝绸之路 - 地缘政治、经
济、文化” 会议定于3月27日星期二在科
技信息中心和大学图书馆举行。 讨论将分
四个板块进行：“中国在21世纪的地缘政
治”; “转向太平洋 - 未来的西方与中国
的关系将如何”; “新丝绸之路 - 这个地区
的机会还是中国统治的威胁？” 以及 “
欧洲，缅甸，美国或中国 - 波兰的潜在战
略联盟”。 小组成员将试图回答中国计划
重建旧时贸易路线是否仅与福利相关的问
题。 他们将关注与中国投资和中国的经济
和政治扩张有关的机遇和威胁。 该活动由
卡托维兹国际辩论区域中心，政治科学与
新闻学院以及西里西亚大学文化与法律学
会组织。

华沙经济学院与维也纳和布拉
迪斯拉发大学的教学合作
2018-03-23
中欧联系联合证书课程是华沙经济学院，
维也纳经济与商业大学和布拉迪斯拉发经
济大学三方教学合作的新方案。 作为该计
划的一部分，这三所大学的60名本科生将
参加专门针对中欧商业特点的课程。 课程
将以三周上课的方式进行，先后在合作大
学进行。 项目参与者将获得国际合作经验
并在项目工作中建立相互联系。 该计划的
第一次课程将于2019年夏季学期启动。 招
生将于2018年10月开始。

弗罗茨瓦夫考古学家在“自然”
2018-03-23
弗罗茨瓦夫大学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
一个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国际研究小组工

作。 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着名的自然杂志的
页面中有描述. 这支国际团队由144位遗传
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组成，他们将
试图解释“钟杯现象” - 这个未解之谜与
4750年至4400年前出现的非常相似物种的
坟墓有关。 由于其中独特的钟形钟声而被
称为钟形文化碗。 这引发了一场持续了一
百多年的辩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否落
后。 来自欧洲各地的“自然”中描述的大
约400种骨骼的基因检查结果表明，伊比利
亚和中欧之间的“钟杯现象”在人口没有
大量流动的情况下进行传播。

西里西亚大学开设的“公关”电
台已在卡托维兹广播电台开播
2018-03-23
在春季的第一天，卡托维兹电台和卡托维
兹经济大学开展了一个新项目。 实践新闻
和社会交流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关于101.2 
FM的两小时课程。 西里西亚大学学生项目
的编辑团队由欧盟卡托维兹新闻和社会交
流学生创建。 PR Katowice的编辑Anna 
Musialik-Chmiel博士和PR Katowice的
副技术总监Andrzej Prugar将对该项目进
行监管。 在周三在卡托维兹广播的电台节
101.2 FM的AS Radio上，与学生生活相
关的主题将在学术和社会文化意义上得到
解决。 它将是关于文化，艺术，体育，美
食，驾车，时尚，音乐，旅行，生态和心
理学，关于职业和个人发展的信息和音乐
节目；且确保避免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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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zów Wielkopolski学院组
织国家安全会议
2018-03-23
“波兰国家安全：威胁和变革的决定因
素” 是本次会议的主题，会议将于2018
年 3 月 2 3 日 星 期 五 在 J a k u b 学 院 举 行
（Gorzów Wielkopolski）。 波兰总统顾
问Andrzej Zybertowicz教授将发表题为“
国家安全的新领域”的演讲；随后，与会
者将讨论以下问题：德国 - 欧盟 - 波兰、欧
洲不断变化的安全政策面临的挑战; 欧洲安
全的理论和实践层面。 在卢布斯卡省和国
家安全局的赞助下举行的这次会议的目的
是  “确定在全球，区域，次区域和国家范
围内确定在这种环境中运作的实体的安全
政策评估和验证的当代安全环境的因素”
。  

全波兰的学校均可以参加
Planetobus 活动
2018-03-23
Planetobus是通过太空旅行的移动天文
馆；这是是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和哥白尼科
学中心除了Naukobus之外的另一项合作
项目。 Planetobus由天文馆圆顶组成，可
以容纳35-40位听众。 参观者 将在哥白尼
中心的动画师的指导下 ，能够从世界各个
角落观看天空的任何部分，追随季节的过
程，还可以在宇宙中移动。学生们通过哥
白尼天文中心以动画的形式来了解四千年
前的星球。 Planetobus的前身Naukobus
在2017年1月份正式在波兰开启。 这是
一个拥有二十多个展品的移动展览，其活
动由哥白尼科学中心的动画师接说； 约
有50,000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科学部计
划将在2018年让100，000左右的儿童也
参加到Planetobus 活动中来。   更多信
息： http://naukadlaciebie.gov.pl/

弗罗茨瓦夫理工学院参加信息
社会世界峰会
2018-03-23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和科学家在瑞
士参加了2018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
论坛）。 在日内瓦，他们展示了他们的六

个项目 - 包括一个无人驾驶和自主的血液
运输空气系统。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还推
出了一款由移动应用程序控制的3D扫描
仪，可以快速轻松地复制三维元素（3D影
印）和火星漫游者天蝎座和机器人棋盘 - 
用于玩下棋游戏的设备，包括现场对手和
人工智能。 弗罗茨瓦夫的另一个项目可以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论
坛2018年联合举办的项目中看到，它是一
个具有机械手的机器人，能够探测在人们
难以接近的条件下工作的障碍，只要下载
一个APP,就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里通过便
携式充电插口进行充电。

6支波兰团队将参加2018年罗
孚挑战决赛
2018-03-26
此次参赛的成员有：来自华沙大学的华沙
大学流浪队; 来自凯尔采理工大学的脉搏
队; 来自华沙理工大学的KNR团队; 来自罗
兹工业大学的猛龙; 来自热舒夫科技大学
的传奇车队; 来自琴斯托霍瓦技术大学的
PCz Rover团队将会参加罗孚2018挑战
赛。 共有95团队参加了本年度的比赛， 评
审团认可了36个最有趣的解决方案参加决
赛。 大部分来自美国（11支团队）加拿大
和波兰（6支团队）。 此外，来自印度，
孟加拉国，英国，埃及，墨西哥，澳大利
亚和土耳其的团队将参加决赛。 罗浮大学
挑战赛（URC）是一项国际型的学生建造
机器人比赛，挑战团队将设计和建造一个
火星探测器；比赛将在美国犹他州沙漠中
举行。 今年的比赛时间是5月31日至6月2
日。 观看大学罗孚2018挑战赛的电影介
绍以及所有最终原型: https://youtu.be/
RfHNODonLeQ

关于机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科
学会议将在卢布林举行
2018-03-26
家研究院和位于卢布林的居里夫人（Marii 
Curie）大学的哲学社会学院与卢布林省
合作邀请您参加“机器人与人类的未来职
业竞争”会议。 专题讲座“人们需要什么
技能和知识来与机器人进行互动？” 将由
来自卢布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的Marek 

Hetmański教授进行讲解；会议的一部分
包括“我们谁需要工作；人与工作之间的
关系该如何应对”为主题的辩论。 会议主
办方希望通过此次会议能够找到以下问题
的答案：“机器人会剥夺人们的工作吗？ 
如何准备与人工智能合作？ 自动化工业
解决方案的未来建设者的教育将如何看
待？” 会议将于2018年4月9日在卢布林街
省委办公厅举行。 会议地址：Spokojnej 
4。 会议程序： http://ibrkk.pl/index.
php/pl/konferencje/150-9-iv-ludzie-
czy-roboty-nowoczesne-kadry-dla-
przemyslu-4-0

实验室日（LabDay）2018---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厨房化
学
2018-03-26
在 弗 罗 茨 瓦 夫 理 工 大 学 的 实 验 室 日
（LabDay）期间，您可以了解到厨房里
的化学成分。 此外，此次活动的另外一大
亮点是关于 “分子美食，厨房里的化学
反应” 的演讲。 实验室日（LabDay）
是化学系学生自主项目。 在这一天，来
自研究小组的科学家和学生提出的化学不
寻常的应用，并揭示了他们实验室的秘
密。 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看到核化学实
验室和生物技术实验室，每个人都可以从
唾液样本中分离出自己的DNA。 并在家
中使用试剂。 行业公司代表和专业毕业生
以及最有才华的学生和博士生也会参加此
次的活动；总共有60多位讲师在实验室日
（LabDay）参加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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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学生作品将
在意大利大学展出
2018-03-26
在意大利卡西诺大学您将看到西里西亚科
技大学学生的作品展览，这些展览是作为
项目“圣彼得大教堂：地方和记忆 ；罗马
纪念馆”的一部分而创作的。 该展览是西
里西亚科技大学建筑学院与卡西诺大学土
木工程与力学系以及圣皮耶特罗因菲内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完全摧毁的城市）
举办的一场比赛的结果。 从1943年起，
这座城市被遗弃并一直处于废墟之中。 这
座城市作为历史上具有建筑和文化价值的
领域已经成为各项研究、保护和设计的主
题。 该次比赛的目的是研究和评估遗产，
制定保护战略，开展建筑和保护项目，使
游客在进入该地区时能够够意识到该地区
在二战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Bronic-Czerechowski教授将
访问弗罗茨瓦夫理工学院
2018-03-26
3 月 2 7 日 星 期 二 ， 来 自 波 兰 海 外 大 学
（PUNO）的Włodzimierz Bronic-
Czerechowski教授对弗罗茨瓦夫进行为
期两天的访问。 Bronic-Czerechowski
教 授 在 他 的 母 校 访 问 期 间 （ B r o n i c -
Czerechowski从1952年毕业于弗罗茨瓦
夫技术大学）将就“在城市项目中建立一
种新型住宅区的假设及可持续环境的建筑
条件”发表公开讲座，并将主持两场有
关现代建筑解决方案的研讨会。 Bronic-
Czerechowski教授是建筑师，城市规划
师，讲师和建筑理论家。 他是弗罗茨瓦夫
中心战后重建的创始人之一。 他从事于智
能自给式住宅单元领域的研究。 自离开波
兰以来，他一直在伦敦生活和工作； 目前
他是皇家英国建筑师协会的成员。  

国际地理政治奥林匹克
2018-03-27
第一届国际地理政治奥林匹克截止3月底均
可申请； 代表国内和国外研究中心的学生
和博士生将参加此次奥林匹克。 该奥林匹
克由波兰地理政治学会倡议。 地理政治奥

林匹克的目的是传播地理政治学，既为政
治科学、地理学、国际关系、军事科学、
国家安全、地缘战略、地缘经济学等跨学
科知识领域。 比赛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需要提交一篇关于国际关系领域当前或
前一年事件的论文；从科学部高校名单上
发表的文章的作者符合条例规定条件的最
佳作品的创作者将晋升到第二阶段 ；30名
最佳参赛者将晋级决赛。 申请提交可发送
到以下地址：ptg@ptg.edu.pl

超过百件作品将参加 Krystyna 
Bochenek新闻记者比赛
2018-03-27
超 过 百 件 作 品 参 加 了 全 国 K r y s t y n a 
Bochenek新闻记者比赛。 评审团将对
2017年创作的作品进行评估。参赛作品中
电视资料26部，新闻媒体作品38部，广
播电台作品31部，互联网作品13部。 比
赛的目的是推动该地区并纪念Krystyna 
Bochenek - 一位以众多社会活动和举措闻
名的西里西亚记者。 比赛是面对大众开放
的，作品需与西里西亚省问题相关，作品
可以是文字形式且可以是普遍的，多方面
的；主题不必为单一主题。 今年，比赛出
现了一个新的类别；全波兰高等院校的学
生均可参赛。与上西里西亚省，盆地，波
德比斯或琴斯托霍瓦土地有关的作品将会
入选且做评估。奖金总额为5万兹罗提，其
中5,000兹罗提由西里西亚大学校长赞助；
科学家，记者，艺术家和地方政府将参加
比赛。

四月份将举行为科学游行活动
2018-03-27
2018年4月22日将在华沙举行为科学游行
活动（March for Science ）庆祝科学及
其在日常生活扮演的重要角色。 2018波兰
为科学游行活动（March for Science ）
将提醒科学作为人类活动领域的重要性，
强调科学家在社会中的作用，并鼓励在波
兰科学和教育方面增加财政和后勤支出。 
同时也为研究人员、学生、科学爱好者普
及公众基础知识、特别是在如雾霾、医药
和疫苗接种、能源、农业和转基因生物、
气候、经济和自然环境、人类的性行为以

及人类和群体在社会中的作用等问题上表
示大力支持。 该游行活动具有社会特征，
由科学家，学生和种族主义活动家组织。 
更多信息：http://www.marszdlanauki.
pl/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和佛罗伦萨
大学之间的双文凭协议
2018-03-27
佛罗伦萨大学（UNIFI）和格但斯克理工
大学已签署双文凭协议;学生们将可以在
合作大学中度过一学年，并最终从两所大
学获得双硕士文凭。 该协议涵盖了佛罗
伦萨大学的硕士课程“国际关系和欧洲研
究”（Relazioni Internazionali e Studi 
Europei）和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
学院管理的经济分析领域的专业“全球研
究”。波兰 - 意大利硕士课程将于今年4月
开始招生，第一批学生将于2018年秋季进
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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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项目被提名竞争年度国家
地理奖
2018-03-27
每年一度的波兰国家地理将奖励著名的
TRAVELLERY奖，以推动波兰科学家和旅
行者发展。 2018年，五个项目被提名为“
科学成就奖，以便更好地了解世界，人民
和文化”。 被提名人为： 比亚韦斯托克大
学物理系的Andrzej Stupakiewicz教授和
Krzysztod Szerenos博士；他们发现了超
高速数据存储的方法。 这一发现为计算机
领域开辟了新的道路，利用该方法计算机
的速度将比现在更快且耗能更少。 来自波
兰国家地质研究所Gerard Gierliński博士
与其团队一起寻找了克里特岛最古老的人
类脚印；该脚印来自570万年前。 来自罗
兹(Łódź) 医科大学神经系系主任Krzysztof 
Selmaj教授与其带领的小组一起工作并发
现了帮助诊断多发性硬化症的microRNA
分子。 来自华沙大学的Rafał Dalewski博
士；世界上第一个全自主式机器人授粉“
机械蜂”团队的发起者和负责人。 来自
华沙医科大学的Marek Naruszewic教授
与团队一起解释了橄榄油刺激醛是如何工
作的；这是一种含有特级初榨橄榄油的化
合物。 国家地理杂志将6月份公布比赛结
果。

来自托伦的科学家在瓦伦西亚
博览会上获得金牌
2018-03-27
“确定物体位置、特别是确定人体的位置
定位” 是建立在支持消防服务的思想；
由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的科学家Michal 
Meiny 硕士Krzysztof Rykaczewski博
士共同发明，此项发明获得了瓦伦西亚
INNOVA 2018创新博览会金奖。 这项托
伦科学家的发明是作为由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提出并且由哥白尼大学学术企业孵化器 
“KUBUS - 大学研究和服务商业化”项目
的一部分实施的。 定位系统的设计初衷为
支持消防工作，并考虑到了救援和消防在
工作的细节；通过确定在事故发生时消防
人员所在建筑的实时位置，从而大大提高
了救援队的安全，并且能够更好的控制火
向。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中
心的第一个生日
2018-03-27
西里西亚科技大科学技术中心迎来了它的
第一个生日。 研究人员决定在格利维采
（Gliwice）购物中心通过普及科学来庆祝
这个周年庆典。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
研究人员向大众展示了许多科学演示，通
过简单而有趣的方式解释了科学和技术的
复杂性。例如无人机模拟器飞行、3D打印
生日纪念品以及品尝分子美食。 活动组织
者还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 参观者还可以
了解“矩阵职业” ---这是一个在线工具，
用于衡量和诊断专业能力及弱项领域和资
质平衡，并制定专业发展方向所需的能力
和资格。在学生就业办公室展位，参观者
均可以前去咨询简历。

科学部致力于支持波兰自由之
路的研究项目
2018-03-27
在波兰独立100周年庆祝之际，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的计划将近10百万兹罗提颁给10
项获得“独立波兰之路”的项目 – 科学部
的公告宣传道。 项目主旨为支持专门讨论
与波兰人独立的遗产主题艺术和科学的举
措；同时也在向大众介绍19世纪和20世纪
的波兰独立思想。 获奖的十个项目中的
两个项目由位于卢布林的玛丽亚居里夫斯
科多夫斯卡大学提交：“根据制图文件塑
造独立波兰的边界” 和 “互动历史地图
集 - 独立波兰路线1914 - 1922年”。 什切
青大学将获得资金用于实施“利沃夫郊区
墓场”项目。 波兰国家遗产“和罗兹大学
获得关于”1915-1918年塑造波兰现代性
和独立性的教育，教育和培养“项目的资
金。

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在雅盖隆大学的演讲
2018-03-27
跨学科研究中心、雅盖隆大学及克拉科夫
市邀请您参加2018年4月5日世界著名历史
学Norman Davies教授关于“历史案例”
讲座。 “历史逻辑存在吗？；不可预测事

件的作用是什么？；究竟是胜利者来书写
历史；还是仅仅只是偶然？； 你将如何处
理历史研究中的案例问题？；历史学家有
试图理性地寻找主要由案例决定的事件的
理由吗？” Norman Davies教授将会在
讲座上回答这些在波兰乃至整个世界历史
中重要的问题。 讲座将于2018年4月5日
18.00在雅盖隆大学的法律与行政学院教学
大楼的礼堂举行；地址： Krupnicza 33a

陆军学院的学生在Wędrzyn训
练场
2018-03-28
弗罗茨瓦夫陆军学院第三和第五年的学生
在Wędrzyn的地面部队训练中心并且提高
了他们的技能。 在训练场上的练习能够充
分的在实践中检查学生们对理论知识的学
习和理解。 来自机械化，侦察和机动专业
的学生通过使用激光射击模拟器在城市化
区域实践技术和操作方式; 教练改进了他们
在战术行动中指挥坦克排的技能；在另一
方面，炮手们在射击和火力控制的活动框
架内完成了射击。 培训的最高点是在中央
城市化中心开展的综合性活动，与总部部
队与部队类型的下属单位进行合作。

红衣主教斯特凡·威辛斯基的
大学与耶路撒冷圣经考古学研
究中心合作
2018-03-28
华沙红衣主教斯蒂芬·威辛斯基大学与耶
路撒冷圣经考古学研究中心签署了合作协
议；协议包括促进和实施国际志愿服务领
域的联合科学研究，教学计划和合作。 协
议在耶路撒冷由红衣主教斯特凡·威辛斯
基的大校长Stanisław Dziekoński牧师和耶
路撒冷圣经考古学研究中心的牧师Rosario 
Pierri教授签署完成。 耶路撒冷大学是一
个在圣经研究和考古学领域应得的科学单
位。 两所大学的代表相信，共同的研究和
教育项目将有助于发展学术，文化和科学
关系，以及实施与考古和历史艺术搜索以
及研究相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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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INNOVA展会上波兰获得
又一枚金牌
2018-03-28
在瓦伦西亚举办的创新研究和新技术2018 
INNOVA国际展览会期间，波兰航空研究
所凭借处理卫星图像，数据汇总并创建易
于解释的现象图物理的工具（用于空间技
术中心）而荣获发明金奖。 值得一提的是
在同一场展会上，来自托伦的哥白尼大学
的科学家还为获得支持消防服务的定位系
统赢得了金牌。 INNOVA博览会是世界上
创新和科学研究领域历史最悠久的活动。 
65年来，活动曾在比利时、西班牙、巴
塞罗那举行；今年的活动在在巴伦西亚举
行。 来自世界各地的160多家参展商参加
了此次活动。 在INNOVA博览会的同时，
同时也举办了FORINVEST国际论坛 - 在各
个领域举办的金融，投资，保险和新技术
领域的产品和服务展览。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实施儿童
教育研究
2018-03-28
作为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经营孩子”
活动的一部分；烟雾危害、素食饮食的益
处、运动、预防溺爱及预防蛀牙等主题
将会成为今年第二届会议的主要话题。 
Tomasz Zatoński博士介绍说：“有研究
表明，弗罗茨瓦夫是波兰污染最严重的城
市之一（仅此于克拉科夫的污染程度）”
；Katarzyna  Neubauer博士表示说均
衡的素食习惯适合生活的每一个阶段。 科
学家呼吁青少年多进行体力活动，并且认
为运动是预防吸毒成瘾的一种积极方式；
能够帮助青少年在其他轨道导向的行为、
自主学习、并且会增加自尊和降低焦虑程
度。 最后，关于清洁牙齿则应该每天清洁
至少两次，分别在早餐后和晚餐后。

在弗罗茨瓦夫1150万兹罗提将
投入“下西里西亚医学领袖”
项目
2018-03-28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获得1150万兹罗提
的补助资金用于投入“下西里西亚医学领
袖”项目；旨在提高本科学生、研究生、
教学和行政人员的各方面能力； 超过1000
人将接受培训。 得益于补贴，大学将启动
一个基于实施认证培训，课程，奖学金和
实习的全面发展计划。 计划包括建立一个
拥有现代化IT基础设施和电子学习系统的培
训和会议中心。 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学
生将能够通过认证且免费得到根据他们的
需求量身定制的培训机会； 博士生将有机
会获得培训奖学金，使他们能够在国外研
究中心获得知识。 作为奖学金的一部分，
教学人员将访问领先的研究中心，在那里
他们将提高他们的能力并获得最新的知
识，管理人员将增加管理和IT技能。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的“回收生
物垃圾生产肥料装置”获得了
金斯特诺循环经济奖
2018-03-28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环境工程与动力工程学
院联合开发的回收生物垃圾生产肥料的装
置获得了金斯特诺循环经济奖 ；该奖项是
闭路循环经济领导者的主要奖项。 由西里
西亚大学的学生Karolina Ceglarz负责的
回收生物垃圾生产肥料装置是一台自给自
足和易于使用的设备、通过更多的吸引力
来提高多层区块的市政生物垃圾收集的效
率。 该装置将防止于住宅区垃圾容器附
近。 居民会将厨房垃圾放入特制的容器
中；作为回报，您将会收到家庭堆肥、垃
圾处理费折扣、小工具；这一行为将有利
于限制合作企业生产生物垃圾的数量。

Photo by Soumil Kumar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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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理工学院科学管理会议
2018-03-28
华沙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及科学组织管理学
会华沙分会在庆祝波兰独立100周年之际
组织了 “管理4.0--波兰发展先锋队的科
学管理100年”会议。 “纵观波兰共和国
在独立后所取得的成就，“管理科学”为
当前的主要发展方向，尤其是在数字化转
变的背景下，基于现代技术和令人印象
深刻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 “ 
–有关会议的媒体资料如是报道。 http://
www.wz.pw.edu.pl/index.php/Media/
Files/Zaproszenie_na_konferencje_
Zarzadzanie_4.02

热舒夫大学举办的互动展览
2018-03-29
由热舒夫大学和探索协会组织的互动展览
的已经启动；这次展览是通往创建科学
中心的一个舞台。 这个展览有十多个展
品，展示来自各个科学领域的问题。 展
品使数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的知识更加接
近。 在近20个位置中，有解剖模型和显
示选定物理现象的模型：波动，重心和
光学问题。 参观展览，您可以解决一些
几何难题，根据达芬奇的想法建造一座
桥，或者在方向盘的帮助下检查毕达哥拉
斯。 更多信息： http://www2.ur.edu.pl/
wystawaur/

从2019年开始，大学教师人数
将增加
2018-03-29
“在公立大学有将近一半的教师将获得工
资增长。 2019年1月1日，预计全年进入科
学和高等教育管理的报酬，这是科学的宪
法的一部分部长的调控力” 科学部公告报
道说。 具有博士学位的博士导师的基本工
资将增加860兹罗提。 在助理，讲师，老
师和讲师的岗位上工作的人也会有很大的
不同。 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最低工资约为
2,400波兰兹罗提。 变动后，将超过3200
兹罗提；将比现在多800兹罗提。 由于经
济增长迅速，并且由于科学员工的发展，
他们必须获得更多收入。 他们的薪水应该

反映他们在建设一个强大的波兰的过程中
所发挥的作用。 -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
Jarosław Gowin说。

来自什切青大学的Ewa 
Łętowska教授对波兰自由法
律状况的看法
2018-03-29
Ewa Łętowska教授应什切青大学法律和
行政学院学生政府的邀请，将于4月5日就 
“波兰自由法律状况的曙光” 进行演讲。 
该活动是大学系列“正义之光”的一部
分。 Ewa Łętowska教授擅长民事，行政
和宪法。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是波兰第
一位监察专员，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和宪法
法庭法官，同时也是波兰科学院院士。 她
获得了格但斯克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以及华
沙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讲座将于4月5日
星期四上午11:00在什切青大学数学与物理
学院的演讲厅举行。地址： Wielkopolska 
15。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在读学生及
毕业生获得了菲亚特竞赛奖项
2018-03-29
来自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6件学生作品获
得了第19届克莱斯勒菲亚特集团竞赛的
最佳论文和研究奖；本次比赛的目的是支
持年轻科学家致力于汽车行业，并在现代
建筑的解决方案中实际运用。 获奖作品
有：“电动车BATT2CARS - 牵引计算”; 
“BATT2CARS电动车 - 原型建设”; “用
于汽车应用的新一代节能永磁同步同步电
机”; 应用试验冷热冲击cDAQ平台IIOT（
物联网产业的互联网）“的范围内; “硼对
球墨铸铁结构和硬度的影响”以及“内燃
机连杆强度性能的优化和数值分析”。最
后的一个作品获得了Giovanni Agnelli菲
亚特研究中心授予的奖项。  

来自克拉科夫理工大学的
Agnieszka Sobczak-Kupiec
获得“2017发明家”奖项
2018-03-29
来自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
院的Agnieszka Sobczak-Kupiec博士获
得了“2017年发明家”大赛的冠军。 竞赛
的候选人由研究机构，技术大学，科学技
术协会以及以前版本的创新公司和获奖者
提交。 Agnieszka Sobczak-Kupiec博士
致力于纳米金、纳米银方面的研究；她通
过仿照生物结构开发了仿生植入材料； 并
且创造了一种具有抗菌特性的合成骨替代
品。 2017发明家大赛由波兰发明家协会和
最佳技术组织科学技术协会和 “Przegląd 
Techniczny”杂志在专利局的支持下举
办。

奥波莱大学创建了农业和农业
食品工业研发中心
2018-03-29
奥波莱大学正在建设国际农业及农业与食
品工业研究与发展中心；该中心将在在奥
波莱大学校园和Prószków（在十九世纪末
和二十世纪初经营的皇家科学院）运营。 
目前在Prószków，还在进行毒理学实验、
生态毒理学、土壤科学及精准农业领域的
研究。 还会有用来研究教育路径和组织农
业相关活动的空间的试验田，例如集市。 
在奥波莱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院的建设中
将建立一个研究中心。 该项目成本超过
4200万兹罗提； 3200万兹罗提来自在区
域运营计划，其中1000万是地方政府贡
献。在奥波莱除了大学之外，地方政府和
奥波莱产业已经形成； 建设工作将于春季
开始，到2019年底，中心将做好准备，从
2020年起开始研究活动。

Photo by Soumil Kumar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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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日本信息技术研究院在波
兰独立100周年的项目
2018-03-29
波兰日本信息技术研究院和华沙国家博物
馆分支机构Wilanów的海报博物馆与来自
各大洲的20所大学合作，对“独立”概念
进行了当代解释。 2018年3月29日在威拉
诺夫的华沙海报博物馆举办题为 “100×独
立”的展览， 在波兰恢复独立100周年的
启发下，大学举办了研讨会并商榷了展览
的细节。组织者解释道，这场展览是来自
年轻一代的声音，涵盖了来自世界各地学
生的一百个原创声明。 传统的海报以及他
们的多媒体和互动形式将出现在这里。 这
些消息都伴随着视觉散文导师塑造可视通
信和多媒体节目。

雅盖隆大学举行神经科学国际
会议
2018-03-30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将于2018年4月20日
至22日组织NEURONUS 2018 IBRO神经
科学的国际会议。 Neuronus IBRO神经
科学论坛是中欧和东欧的重要科学会议，
致力于动态开发神经科学。 去年有500名
代表来自18个国家的61个研究机构和大
学的人员参加了会议。 今年的科学计划
分为四个主题组块：药物治愈、认知会
议、生物学会议和医疗会议。由来自耶路
撒冷希伯来大学的Amir Amir，伯明翰大
学的Ole Jensen、马格德堡大学的Otton 
von Guericke、 Markus Ullsperger，布
里斯托尔大学的Emma Robinson、拉瓦
尔大学的Yves de Koninck和海德堡大学
Tomas Kuner的科学家们来讲解。 更多信
息： http://neuronusforum.pl/

克拉科夫AGH大学的研究人员
在斯匹次卑尔根调查洞穴
2018-03-30
来自力学系、机械工程学院的振动声学和
克拉科夫AGH科学和技术大学的科学家
们将携带机器人对斯匹次卑尔根冰川洞穴
进行全面的声学分析。 三月份第三批科
学家们进行了考察；本年度和之前的两次

考察（2016年8月和2017年2月）开展的
科学家们有： Jerzy Wiciak教授、Antoni 
Kalukiewicz教授、Janusz Piechowicz
博士、Dorota Czopek博士和Paweł 
Małecki博士。他们的调查研究是进一步
在极地环境进行声学研究的重要起点，
特别是观测声学气候变化。 在今年的考
察期间，他们对四个冰洞中进行了声学
测量：Larsbreen、Longyearbreen和
Tellbreen。 科学家们计划在夏季继续在斯
匹次卑尔根进行声学研究，现有的录音数
据库将在夏季用Barentsburg声学地图进
行补充，并对Fuglefjell高原地区的鸟类群
落进行声学监测。

中国学生景观设计学参观杰尔
若纽夫市
2018-03-30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的学生中
国景观建筑学生参观了Piława Dolna，准
备分析两个公园的乡村景观和设计概念。 
由于与Dzierżoniów公社签订的合同，波
兰 - 中国园林专业的学生每年都在一个村
庄准备园林绿化的概念；2016年，参观了 
WłókiGnejsów地区的发展；2017年则是
Mościsko池塘附近的地区。 今年，中国
学生对Piława Dolna地区感兴趣。 3月中
旬，他们了解了该村的景观和优势。 参观
后，在欧洲农村地区塑造这一主题的框架
内 - 创建景观分析，以及后来的两个公园
的设计概念，地址分别是Spacerowej 和
Błotnistej街。

第二届拉布林天主教大学举行
西班牙裔美国人大会
2018-03-30
西班牙世界大教堂，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的
政治和国际关系以及卢布林区域国际辩论
中心于4月5日至6日举办第二届西班牙裔
美国人之间的“东西方之间的大会”，其
主题将是 “西班牙语言中的波兰传教士的
历史，当代性，观点。“ 组织方介绍，国
会将对波兰人，神职人员和俗人参与的历
史，现状和观点进行思考，以反思在地理
上遥远和非常多元化的地区在文化意义上
的福传工作”。 秘鲁驻波兰大使Alberto 

Salas Barahona和西班牙驻波兰大使
Francisco Javier Sanabria Valderrama
参加了卢布林活动。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自主车
辆在捷克共和国的比赛中表现
最佳
2018-03-30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的自主车辆进
入了恩智浦杯的国际比赛决赛；弗罗茨瓦
夫理工学院的机器在捷克共和国举行的最
后一次淘汰赛中获得前两名 恩智浦杯是国
际系列赛事中以学生团队为主且在指定的
路线自主组装车的比赛。 机器由主办方提
供的零件组成，年轻的建设者必须自己开
发发动机控制模块和车辆控制软件。 车上
安装有摄像头，驾驶时使用该摄像头的数
据。 来自机电一体化和机器人科学圈的团
队准备了两种自主车型。 经过激烈的战
斗，Synergy团队赢得了比赛，他们的车
辆在17.2秒内覆盖了整条路线，Synergia
队以20.8秒的成绩获得了第二名，并且还
有资格参加德国的最后一场比赛。

4月19日波兰“女子理工学
院”日
2018-03-30
“女子理工学院”运动是波兰和中东欧
地区年轻女性中推广技术，工程和确切
专业的最大项目。 该项目的想法诞生于
2006年。今年4月19日，波兰技术大学
的女生开放日。 该行动的发起者是波兰
技术大学校长的与基础教育视角合作会
议。 最重要的目标是克服思维上的陈旧
观念，并鼓励高中生接受技术性和准确性
研究。 这场运动的最高点是全国女孩开
放日。 在大学，讲师以及女学生和毕业
生中工作的女性会与学生会面，向他们
介绍他们的职业道路和职业魅力。 他们
邀请女孩参观实验室，为她们组织研讨
会，讲座和示范 更多信息： http://www.
dziewczynynapolitechniki.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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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ttenbelt教授在罗兹工业
大学讲授加密货币
2018-04-03
“加密货币革命是关于什么的革命？” 伦
敦帝国理工学院William D. Knottenbelt
教授将于2018年4月5日星期四在罗兹技
术大学讲述该命题。 “如果您想了解比
特币和加密货币的现况；或者您已经开始
挖掘您的第一个比特币，那么您在加密货
币上的投资就会减少；如果您想知道为什
么，那么我们邀请您来到波兰参加William 
Knottenbelt教授的讲座。” 讲座组织者
罗兹工业大学管理和生产工程学院鼓励
大家积极参与。 讲座将在管理和生产工
程学院（三楼）的礼堂于12时进行。 地
址：Wółczańska 215

克拉科夫学生IT
2018-04-03
2018年4月5日至7日在克拉科夫雅盖隆大
学的大礼堂将第14届举办学术IT节。 以下
大学的科学界共同组织的年度活动：AGH
科技大学，雅盖隆大学，经济大学和克拉
科夫技术大学；此次活动由雅盖隆大学校
长Wojciech Nowak教授赞助。 在三天
的时间里，参与者将能够参加许多鼓舞人
心的讲座和研讨会。发言者包括Perl语言
的创建者Larry Wall，Erlang的作者Joe 
Armstrong和流行文本编辑器Vim的创
建者Bram Moolenaar。 https://www.
facebook.com/sikrakow/

著作“S作为西里西亚 - 超级英
雄在西里西亚”
2018-04-03
著作“S作为西里西亚 - 西里西亚超级英
雄之后”的作者Mark Głowacki博士在
学校出版商协会的竞赛中获得奖项；该书
由西里西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包含
作为艺术项目“西里西亚 - 西里西亚超级
英雄”的一部分而创作的图画，插图和文
本。 该项目包括一系列有关西里西亚人物
的漫画插图。 呈现的角色是根据西里西
亚真实居民的传记创作的，他们的成就与
漫画超级英雄的理想接近。 Glowacki博

士带来的这些数字，指的是示意图像，黑
白漫画的实施，使它们表现为一个插图，
细节丰富。 该项目作为支持西里西亚大
学艺术系学术人员的补贴实施。 有关该
出版物的详细信息，请访问网站：www.
wydawnictwo.us.edu.pl。  

Benner 教授将在华沙特殊教
育学院开设讲座
2018-04-04
华沙特殊教育学院于4月12日邀请您参加
柏林洪堡大学退休教授Dietrich Benner 
“关于培养和教育过程中的三种因果关系
及其对特殊教育的重要性”的公开讲座。 
Dietrich Benner教授于1965年获得维也纳
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在五年后在波恩大学
艺术学院获得博士后学位；从1973年起，
他一直从事教育科学教育事业； 直到1991
年，他管理了蒙斯特大学的教育学院。 
2004年，他成为上海师范大学的荣誉教
授。同时 他是奥尔胡斯大学（丹麦）和阿
博阿卡德米大学（芬兰）的荣誉博士。 在
2008年至2013年期间，他是华沙红衣主教
斯特凡维辛斯基大学的教授。   讲座将于4
月12日 11.40在华沙特殊教育学院C座A厅
举行。

Jan Chmura教授—世界上最
大的马拉松冠军
2018-04-04
Jan Chmura教授是弗罗茨瓦夫体育学院
69岁的研究员，他赢得了世界大马拉松冠
军。他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完成6个最重
要和最大的运行循环并且已经完成了在自
己的身体上实施生理学领域的一个科学项
目。 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他并没有放弃对
马拉松的热爱；他在华沙，克拉科夫，波
兹南，德布诺和弗罗茨瓦夫分别坚持跑完
了全程。 在过去的5，5年中，他跑了近2
万公里，涵盖了18次马拉松赛跑的路线（
从北极跑到南极的距离）。

西里西亚大学将与良好行为规
则训练
2018-04-04
与西里西亚大学合作的学校中最优秀的学
生将参加由西里西亚大学为他们组织的时
尚活动课程。 标签培训将于4月9日星期一
在卡托维兹大学举行。地址： Bankowa 
12。 在研讨会期间将讨论处世 - 生活乐趣
的经典规则（包括问候和告别，演示，造
型，不适当的行为）以及与人际沟通问题
（包括非语言形式的交流）。 讲师还会谈
论烹饪礼仪或礼服的基本原则。 这些课程
将由Andrzej Szteliga博士负责；他主要研
究经济外交领域，双边和多边领域；也是
西里西亚大学外交学院外交礼宾和礼仪讲
师。  

华沙中央经济学院Jerzy 
Surma教授成为国家密码学中
心负责人
2018-04-04
国防部长Mariusz Błaszczak任命 Jerzy 
Surma教授为国家密码学中心的新负责
人。 Jerzy Surma教授是华沙中央经济学
院经济分析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数字经济研
究所信息技术系的工作人员；他负责科学
地处理社交媒体、商业智能、网络安全领
域的分析和数据挖掘。 他还是研究生课程
网络安全管理的负责人。 国家密码学中心
是隶属于国防部的机构，主要致力于研究
和落实波兰公共管理和军队的需要加密的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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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理工大学当局访问秘鲁
大学
2018-04-04
波兹南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 与大学校长， 
Tomasz Łodygowski教授 在今年3月份访
问了8所排名靠前的秘鲁大学以及慈幼中
学和技术教育中心。 波兹南理工大学校长
此次作为波兹南大学与秘鲁的合作组织的
代表着访问秘鲁（该组织与理工学院一起
由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和生命科学大学组
成）； 该组织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是与
PRONABEC（国立高等教育计划）签署合
作协议。 这是一个政府机构，向秘鲁共和
国总统提供奖学金，包括研究（硕士或博
士）的总费用。 在与该机构主管部门的会
晤中，还建立了进一步的合作联系，以建
立普朗贝克与波兹南大学联盟之间的合作
关系。

诺贝尔奖获得者Klaus von 
Klitzing教授在弗罗茨瓦夫理工
大学开设讲座
2018-04-05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Klaus von Klitzing
教授将成为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嘉宾；
在4月17日星期二，Klaus von Klitzing教
授将发表题为“2019年的新公斤模式：法
国大革命后计量学领域最大的革命”的演
讲。 讲座涉及计划于2019年实施的国际
单位制；即所谓的变化 SI系统。 目前，在
七个基本单位中，仅基于特定物体（储存
在Sevres中的铂铱滚筒）定义了一公斤； 
改变后，所有单位将基于普遍的物理常
数，即现象，而不是物体。 这一切都将有
可能成为现实，而这要归功于Klaus von 
Klitzing对于“量子霍尔现象”的发现。 
Klaus von Klitzing教授于1943年在大波兰
地区希罗达；他是世界上被引用其著作最
多的科学家之一，也是来自世界各地22所
大学的医生或荣誉教授。

比亚韦斯托克经济大学欧洲一
体化科学会议
2018-04-05
比亚韦斯托克经济大学与乌克兰捷尔诺波
尔社会和信息技术研究所一起，于2018
年4月25日至26日举办关于 “教育，科学
和经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为主题的科学
会议。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就目前存在的
问题和欧洲一体化的教育、科学和经济领
域的需求进行交流。 科学会议的参与者
将在四个主题块中进行讨论交流：城市和
地区的创新和投资发展、 欧洲一体化条
件下的社会机构、全球科学和教育领域的
一体化进程;、用于知识和技术转让的创
新和信息系统。 会议将于2018年4月25
日9.00在比亚韦斯托克经济大学进行，地
址：Zwycięstwa 14.

来自科学部的2100万兹罗提将
用于修建Chełm的大学航空中
心跑道
2018-04-05
在副总理JarosławGowin的批准下，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拨款2100Chelm的大学航
空中心混凝土带跑道。 大学航空中心以及
Krolewskie Depułtycze所使用的机场都
需要混凝土带；它可以在恶劣的天气条件
下执行所有的飞行操作。 “混凝土带是一
个必要的航空基础设施，将增加我们大学
航空中心的吸引力并开辟新的发展机会。 
这也将带Chełm整个地区的发展。 我们知
道，在选择新项目的位置时，城市的交通
便利性是投资者考虑的重要方面之一。 由
于我们的投资，即使对最苛刻的要求，我
们也能够满足方便沟通的期望”。Chełm
州高等职业学校校长Arkadiusz Toil如是说
道。

西里西亚大学邀请各位参加碳
电影节
2018-04-05
第15届由Krzysztof Kieślowski西里西亚大
学广播电视学院学生组织举办的碳电影节
将在4月12至13日举行，届时来自世界各

地的电影短片和动画将参加电影节。 电影
节主题是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电影大学学生
的电影创意，以及交流创意体验。今年的
电影节将在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广播电
视部新总部举行。地址：św. Pawła。 电
影节成就的不仅是学生观察同事的技巧和
工艺的机会，而且也是讨论适合竞争的产
品的机会。 在电影节期间，将会咨询摄影
作品和场景。 有关参加电影节的电影名单
请访问：www.wegielfestiwal.us.edu.
pl。  

华沙Civitas关于“恐怖主义和
医学”会议
2018-04-05
恐怖主义研究中心委员会Civitas组织了一
次关于“恐怖主义和医学”的科学会议，
旨在就恐怖主义的医疗方面提出威胁并交
换意见和实际经验。 在会议期间，在恐
怖主义和医药领域的专家将会进行专题演
讲；华沙大学报道说“恐怖袭击日益成
为周边世界的现实，也是对医疗服务的挑
战。 与恐怖主义医学问题有关的问题构成
了广泛的多学科知识分支，将灾害医学（
群众事件），紧急医疗系统组织，临床学
科（伤害特异性），法医学，受害者身份
识别过程的组织以及临床心理学相结合。 
健康威胁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威胁：化
学，生物，辐射”。 会议将于2018年4月
25日8:00在Aula Collegium Civitas（华
沙文化科学宫的XII楼）举行。



739

托伦学生设计电脑游戏
2018-04-06
四个学生设计的游戏项目参加了由哥白尼
大学和Vivid游戏公司共同举办的比赛；
参赛者的任务是准备移动设备游戏的概念
或多平台游戏以及其艺术发展的建议；获
奖者是托伦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 获奖
项目包括：“Chrupaszcza” - 一种围绕
着昆虫飞行和散步的食虫植物的游戏; “
竞速破关” - 用于移动设备的游戏，这是
一只蚂蚁英雄逃离森林火灾到地下掩体; 
“Fiubździu” - 在戏设定里从连续状态的
缩影描绘大脑的各个部分的功能； “顶级
樱桃” 是一款平台2D游戏；他的英雄是一
颗樱桃，他和他的哥哥被一颗邪恶的糖果
强行分里，樱桃必须突破蛋糕的顶层来回
到哥哥的身边。  

格利维采科技园邀请大家参加
科学与工业日
2018-04-06
科技园格利维采科技园和格利维采市邀请
您参加第八届科学与工业日；参展商、公
司、机构、科学界和任何对创新解决方案
感兴趣的人将可以在在4月27日之前提交
感兴趣的内容。 参与事件是西里西亚企
业和科研单位的免费推广他们的创新解决
方案的一个极好的机会；来自各行业的参
展商有自动化，机器人，IT，电信，汽车
和生物技术行业。 每年有超过50名参展
商参加此次活动，并有超过一千名嘉宾参
观。 要加入参展团队，请访问科学与工
业日网站：http://dnip.pl/ 填写申请表
并将其发送至以下电子邮件地址：targi@
technopark.gliwice.pl.

关于中波竞争研究项目的协议
2018-04-06
波兰国家科学中心在北京与中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会（NSFC）签署了一项协议； 
这是关于波兰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研
究项目的双边竞争。 这是中国合作伙伴
合作与波兰国家科学中心合作举办的一个
项目；项目旨在支持波兰 - 中国在生命科
学、精确科技和科学技术领域以及社会科

学领域的精选学科。参加比赛的详细信息
将于2018年6月公布。 “我们希望波兰和
中国的项目将会像以前的双方竞赛一样受
到关注；合作的方向不是偶然的；与中国
这样一个经济科学活跃的国家建立和加强
关系必将为波兰的学术环境服务。”波兰
国家科学中心主任Zbigniew Błocki教授说
道。

政府投资7000万兹罗提用于支
持建设卢布林玛丽亚居里斯科
沃多斯卡大学校园
2018-04-06
国家预算中用于建设西部新校区的7000
万兹罗提将投入卢布林的玛丽亚居里 - 斯
克罗多夫斯卡大学；2018年4月3日波兰
副总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 o w i n 和 卢 布 林 大 学 校 长 S t a n i s ł a w 
Michałowski教授共同签署了关于资助新
大学投资的协议。 在卢布林联盟成立450
周年之际，政府将建设政治学院、心理学
院、教育学院和学术体育中心的现代化总
部。 作为政府支持的一部分，学术文化中
心“Chatka Żaka”的现代化也将完成。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强调道：“这项
投资不仅是卢布林大学的开发机会，也是
发展卢布林地区的绝佳机会。 今天，卢
布林也是波兰最重要的学术城市之一；因
此，这项投资能让玛利亚居里斯科沃多夫
大学成为波兰一流大学在水平，在质量和
学习舒适度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西里西亚大学邀请高三在读生
进行夜间备考课程
2018-04-09
西里西亚大学将组织高三在读生进行快速
夜间备考课程；在三个小时的课程中，
高三在读生们将复习最困难或最常见的
高考问题、夜间备考课程计划在四月的
最后一周进行。 夜间复习课程有：波兰
语（专门为准备口语考试的班级）、英
语、 基础及高等数学、化学（参加实
验）、生物学、历史和社会知识。 在西
里西亚大学组织的夜间备考课程将由教
师和大学教师授课；参会课程者将能够

使用现代数字化工具和多媒体内容。 详
细的信息和申请表格：www.facebook.
c o m / e v e n t s / 1 8 0 1 1 4 0 2 0 6 6 1 0 8 8 9
、 maturzysta.us.edu.pl.

AGH科技大学石油和天然气行
业大会
2018-04-09
2018年4月10日至12日，AGH UST SPE学
生分会（AGH科学和技术学院石油工程师
协会）将主办第九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
东西部合作会议” 。 作为活动的一部分，
计划在“PetroBowl”竞赛中举办论文、
海报和欧洲资格赛。 “东西方文化交流
会” 是欧洲最大的学生会议；汇聚了来自
世界各地代表大学和公司的数百名代表；
该活动的主要想法是将行业公司与优秀学
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在AGH科技大学运
作的AGH UST SPE学生会是波兰唯一的此
类组织；石油工程师协会（SPE）是一个国
际组织，与超过10万名与更广泛的石油工
业相关的工程师和学生建立了联系。 更多
信息： http://emwcongress.org/

Krzysztof Diks教授将获得ICPC 
2018终身教练奖
2018-04-09
2018年4月15日至20日，团队规划学术世
界锦标赛（ICPC）将在北京举行。 今年，
主办方决定授予华沙大学Krzysztof Diks教
授终身教练奖，并且让他带领团队参加20
次世界总决赛。 Krzysztof Diks教授是波
兰认证委员会主席，华沙大学数学、计算
机科学、力学系计算机科学研究所所长。 
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ICPC）
是一项面向全球学生的国际性团队编程比
赛； 每年都会在IBM的支持下组织竞赛。 
多年来Krzysztof Diks教授带领的团队在这
些比赛中占据领先地位；去年，华沙大学
队名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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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波兰 – 中
国台湾研究合作框架内的一项
赠款
2018-04-09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科学家与中国台湾
科 学 技 术 部 一 起 在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组 织 的 竞 赛 中 获 得 了 项 目 的 资 助 。 
Power2hCarbon项目 “电力直接转化为
碳氢化合物的材料” 的创建者是格但斯克
科技大学的Piotr Jasiński教授。 根据科学
家的预计，水的电解，特别是电解水和二
氧化碳，是一种非常有前途的技术，用于
储存来自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
的氢气或合成气体形式的能源。 项目的
作者强调道：“这就是所谓的能源气体概
念，将在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提
供能源“；该项目将与台北国立技术大学
联合实施。

Adam Boniecki教父获得罗兹
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2018-04-09
罗兹大学决定将荣誉博士称号授予Adam 
Boniecki神父；仪式将于2018年4月12日
在罗兹大学语言学院举行。 授予仪式将在
斯蒂芬·威斯金斯枢机主教大学、华沙大
学和罗兹大学的讲师们证明进行。 Adam 
Edward Fredro-Boniecki神父于1934年
7月25日出生在华沙；他曾在卢布林天主
教大学学习哲学、并且在巴黎天主教研
究所学习。 他是Tygodnik Powszechny
的宣传员和前主编。 1964年，他被Karol 
Wojtyła主教邀请与其共同合作；十多年
后，教皇保罗二世（Jan Paweł II）再次邀
请他编写杂志L’Osservatore Romano。 
Adam Boniecki神父也是许多奖项和荣
誉的获得者：包括基西尔奖、爱斯基摩人
勋章、 “文化凯莱阿尔蒂斯功勋奖”的
金奖以及 Dariusz Fikus奖项的“发布者”
奖。 Adam Boniecki神父的荣誉博士导
师是成为罗兹大学语言学系的Barbara 
Bogołębska教授。

什切青大学将组织针对乌克兰
人的课程
2018-04-09
什切青大学将为乌克兰公民组织 “新国家
的新能力”课程；该课程包括实用语言、
经济学、法律、社会政治学、以及什切青
和市政管理的介绍。 该课程将有助于波兰
和乌克兰公民更好的融合；并有利于乌克
兰公民的同化。 主要目标是通过组织实际
语言学习课程来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 课
程主题专门讨论与之相关的问题：在波兰
逗留期间工作、管理自己的企业、外国人
的权利和义务、使用医疗保健和医疗保险
的规则、研究和学校教育以及波兰的教育
结构。 该课程合作伙伴为什切青市政府。 
更多信息：http://ua.usz.edu.pl/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与萨克森
合作
2018-04-09
波兰和德国的企业家、地方政府和机构代
表以及处理生态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参加了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萨克森 - 下西里西
亚在环境领域的跨界合作”会议。 在下西
里西亚环境保护中最重要的方向为利用资
源和保护环境资产、在城市群周围建立绿
色环网、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循环经济。 参
加会议的宾客还提出了关于注意地面、地
表水质量恶化、城市发展的不受控制的扩
散和景观的退化方面的问题。 弗罗茨瓦夫
理工大学目前与萨克森州共同实施了五个
项目；德国土地和弗罗茨瓦夫技术大学的
合早在10年前就正式开始。

近7000万兹罗提投入西里西亚
大学的开发
2018-04-10
西里西亚大学的校长准备实施由副总理
兼科学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提
出的检查补贴教育现代化方案，该方案
是“综合大学计划”竞赛的一部分。 副
总理说：“我希望这些象征性的支票能
够尽快变成现金；并且希望这些项目能
尽快启动内部改革、使资金能够尽快开
始提供给西里西亚大学用于教育投资，

努力提高科研水平。” 这些支票是由七
所大学的代表接受的：西里西亚理工大
学校长Arkadiusz Mężyk教授、经济大
学校长Robert Tomanek教授、西里西
亚 大 学 副 校 长 金 融 与 发 展 部 门 M i c h a ł 
Daszykowski、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副校长
Joanna Lewin-Kowalik教授、美术学院院
长Antoni Cygan、Bielsko-Biała技术和人
文科学大学Jarosław Janicki和琴斯托霍
瓦Jan Długosz学院院长Anna Wypych-
Gawrońska教授。

波兰创新公司Neuro Device
将在全球竞争的最后竞赛中夺
得100万美元
2018-04-10
来自华沙的创业公司Neuro Device已
经开发出一种刺激中风后大脑受损部位
的方法；该创新解决方案参加了世界大
赛Chivas Venture的决赛，并且有望
赢得100万美元的奖金。 每年，Chivas 
Venture大赛的创始人都会投资用于于
改 变 世 界 、 永 久 影 响 人 类 生 活 质 量 的
项目。Neuro Device公司总裁Paweł 
Soluch 参加竞争并解释道： “该解决方
案是基于神经调节、与电脉冲的大脑相关
区域的刺激、使延续其正确处理创建或
在大脑替代中心和连接。” 因为Neuro 
Device公司赢得了波兰地区的比赛，所
以才有资格参加今年将在阿姆斯特丹举
行的世界决赛。为了在全球版的Chivas 
Venture中获得第一名，Neuro Device司
仍然需要互联网用户的投票，这些投票可
以在4月25日通过网站移交给他们：www.
chivasven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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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研究人
员正在寻找格鲁吉亚镇压受害
者的坟墓
2018-04-10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法医学院的工作人员
与国家纪念研究所探索和鉴定办公室的考
古学家们一起在格鲁吉亚寻找20世纪30年
代格鲁吉亚起义期间斯大林主义压迫受害
者的集体坟墓。 科学家们将在在鲁斯塔维
进行遗骸检查；根据历史数据显示当时镇
压受害者的万人坑就在这附近。 波兰的一
个科学家小组从格鲁吉亚考古学家和格鲁
吉亚内政部雇员方面了解到该在该国进行
考古搜索、研究文件和遗体检查的方法。 
在鲁斯塔维附近寻找遗骸是波兰和格鲁吉
亚合作的第一步；考察的位置最终被证明
是一个古老的墓地而在工作的过程中未发
现万人坑。 根据保密协议，格鲁吉亚的探
索性研究将继续进行。

Nysa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将收到
100万兹罗提资金
2018-04-10
Nysa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将再次收到100万
兹罗提的资金用于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 
对于选择的依据是调查报告的分析国家经
济的国家高等职业学校的34监测高等院校
毕业生的制度关系；在选择Nysa时，教育
部考虑了以下指标：毕业生获得文凭后第
一年的相对失业率; 毕业后第一年毕业生收
入的相对比率，以及波兰认证委员会在过
去五年里对Nysa没有负面评估。 大学管理
层认为，额外资金的奖励证明了在构建教
育方案时以及毕业生非常好的专业准备方
面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波兹南大学第16届旅游日
2018-04-10
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地理与地质科
学学院邀请大家参加旅游日；并且宣布活
动比较的不同寻常环节为参加游戏、礼
品、工作坊、比赛和与知名媒体及人物会
面。 第16届旅游日预定于4月16日和17日
（周一、周二）举行，这是由波兹南大学
的旅游和娱乐学生组织的活动；旨在熟悉

世界各个角落的文化和地理。 活动计划还
包括“日本傍晚”---用筷子吃食物、“不
顾一切而生存”的游戏、与有趣的客人会
面：旅行者Aleksander Doba、登山者
Adam Bielecki和记者Szymon Hołowni。 
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www.dniturystyki.
pl 官方facebook页面：https://www.
facebook.com/dni.turystyki/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研究员获
得著名数学奖
2018-04-10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管理
学院的Rafał Weron教授获得了Hugo 
Steinhaus数学奖；波兰数学学会每年颁
发一次。 Rafał Weron教授因其终生成就
而感到荣幸，特别强调了批发能源市场的
建模和价格预测。 Rafał Weron教授一
直致力于风险管理、计算机模拟、电力市
场预测和计算统计工具在财务和保险问题
上的应用。 在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他管
理着运筹学、金融和信息技术应用系的经
济建模团队。 当预测领域的杰出专家Rob 
J. Hyndman回顾了Rafał Werona教授
发表在 “国际预测期刊”上的文章，他说
Rafał Werona教授的工作内容将成为电力
价格预测文献中的基本参考原则。

华沙理工大学与道路交通主监
察机构之间的合作协定
2018-04-10
华沙理工大学和道路交通主管部门签署的
协议中包括道路交通总监察部门在信息技
术领域的项目和信息技术系统实施和接管
方面的合作。 该合作协议由华沙理工大
学校长Jan Szmidt教授和道路运输总监督
Alvin Gajadhur博士共同签署。 合作将主
要在IT领域；他们将分析、开发、实施和
ICT系统的收购通过公路运输的首席督察联
合实施的项目。 协议的目的在于支持华沙
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培训督察员工； 于此同
时，公路运输监察局将会为华沙大学的学
生提供实习机会。

罗兹工业大学的扩建投资约为
1亿兹罗提
2018-04-10
副总理兼科学高等教育部长Jaros ław 
Gowin和罗兹技术大学校长Sławomir 
Wiak教授共同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根据
该协议，科学部将拨款9,750万兹罗提用
于开发罗兹大学的基础设施。 由于专项补
助的一部分，将建造一个现代化的会议中
心和教学实验室用于罗兹化学技术大学学
院的教育建设。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
说：“罗兹技术大学是波兰最好的技术大
学之一；化学学院是理工学院的强大科学
中心，如果我们希望罗兹成为一个以现代
工业为基础的发展地区，那么将需要足够
的基础设施来进一步发展。 通过这种方
式，我们实施了负责任的发展战略，并且
将推动波兰走上创新型经济轨道，走上革
命4.0的轨道。”

纪念Podlasie地区“斯摩棱斯
克灾难“的受害者
2018-04-11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Jerzy Giedroyc图书
馆邀请大家召开于纪念2010年4月10日在
Podlasie省“斯摩棱斯克灾难“受害者的
庄严会议。 会议期间，会提及那些在灾
难中遇害的Podlasie人物；同时也会有关
于Karolina Kaczorowska的讲座，并且
可以看到Ryszard Kaczorowski总统在档
案中的录音片段。 关于竞赛 “Ryszard 
Kaczorowski - Białystok，第二共和国流
亡的最后一任总统”的结果也将公布。 会
议将于2018年4月13日（星期五）11.00点
在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生物学研究所（2058
室）举，会议地址：K. Ciołkowski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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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cprzyk教授是芬兰历史最悠
久的科学社团的成员
2018-04-11
来自华沙应用计算机科学与管理大学的
Janusz Kacprzyk教授当选为芬兰最古
老的企业科学学院----芬兰科学与文学协
会（Societas Scientiarum Fennica）
的外籍成员。 Kacprzyk教授是唯一一
位成为芬兰科学和文学学会（Societas 
Scientiarum Fennica）124名外籍成员之
一的波兰人。 它是1838年建立的最古老的
芬兰科学学会。 Kacprzyk教授在科学活
动中的主要兴趣是：模糊逻辑及其在数据
库中的应用、决策支持系统、表示和信息
处理的模糊方法、在不确定性和缺乏精确
性的条件下进行控制和决策、规划神经网
络。

征集EIG CONCERT-Japan比
赛的提案
2018-04-11
EIG CONCERT-Japan倡议下的第五
届 竞 赛 提 案 征 集 活 动 已 经 开 始 ； E I G 
CONCERT-Japan是支持和发展欧洲国
家和日本之间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
合作的国际联合倡议。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首次参加了比赛的组织工作。 作为竞
争的一部分，由企业组成的科学单位和科
学财团可以申请。 支持将在符合今年“
功能性多孔材料”竞赛主题的范围内致力
于基础研究，工业研究和开发工作。 国
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分配了750万欧元的预
算，共同资助波兰实体参与竞争中选定
的项目。 更多信息： http://www.ncbr.
gov.pl/programy-miedzynarodowe/
w s p o l p r a c a - w i e l o s t r o n n a - /
i n n e - i n i c j a t y w y - w i e l o s t r o n n e /
eig-concert - japan/aktualnosc i/
a r t , 6 0 8 5 , e i g - c o n c e r t - j a p a n -
informacja-dotyczaca-otwarcia-
naboru-wnioskow-w-v-konkursie.html

波兹南科学艺术节
2018-04-11
波兹南的大学与科学技术园区以及波兰科
学院当地分支机构一起组织了第21届波兹
南科学艺术节；科学艺术节包括实验室、
研讨会、示范、实验和讲座。 4月22日至
26日的活动期间，您将能够了解毕苏斯基
传奇的诞生以及他成为国家元首的答案；
您还可以看到用切实可行的方法来准备健
康的膳食，并学习从食品标签中读取信
息。 经济大学的学生将评估2004年雅典
奥运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经济效益，
波兰科学院的科学家将向感兴趣的各方展
示电视在虚拟现实中的外观。 某些特性活
动需要注册（通过互联网），其他活动则
无需注册即可参加。 具体信息以及注册地
址： http://festiwal.amu.edu.pl

弗罗茨瓦夫理工学生在加利福
尼亚州取得的成功
2018-04-11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在SAE Aero 
Design West 2018飞机建造竞赛中赢得了
六枚奖牌：五枚银牌和一枚铜牌 。该竞赛
在洛杉矶附近的Van Nuys机场举行；来自
世界各地的70多个团队参加了比赛。 理工
大学的两架飞机作为代表参加了比赛：微
型战斗机中的“红色轰炸机”和参加高级
战斗机的“蜻蜓”；在微型领域，学生在
技术报告中获得第二名；在技术报告中获
得第三名；在总分类中获得最高负载和第
二名。 在高级领域，他们在货物卸货的准
确性方面获得第二名，在总分类中排名第
二。 SAE航空设计比赛已经举办了30年；
与会者的任务是建造符合严格规定的无人
驾驶飞机。机器的设计旨在尽可能提升重
量，同时尽可能减轻重量。

西里西亚大学将与哥白尼科学
中心合作
2018-04-11
西里西亚大学和哥白尼科学中心将合作实
施青年探索计划（KMO）项目；西里西亚
大学将成为该计划的区域合作伙伴、合作
将于4月18日正式开始；届时将专门针对

KMO的活动进行科学和教育性的会议。 会
议方案包括讲座和讲习班等；通过探究教
学方法，实施研究项目，在ESERO欧洲空
间教育办公室计划框架内进行合作的机会
以及西里西亚大学教育和跨学科研究中心
的实验室。 KMO项目的目标是让儿童和青
少年及其护理人员通过个人分享的学习经
历吸引学习，唤起好奇心并塑造有助于理
解的技能。 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建立了
700多个俱乐部，以支持发展儿童和青少年
的身体和数学，自然和社会公民能力。

1000万兹罗提将用于扩建瓦尔
米亚马祖里大学
2018-04-11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将提供1000万兹罗提扩
建位于奥尔什丁的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的
两个学院：法律和行政与社会科学学院。 
这一决定的确认文件于4月9日由奥尔什丁
大学校长Ryszard Górecki教授和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副部长Sebastian Skuzy博士共同
签署；今年，该大学将在九月份获得200万
兹罗提的资金；剩下的资金将于明年拨入
奥尔什丁。 该校长六年来为这项投资获得
部长支持做了不少的努力。 Skuzy副部长
说： “部长的决定表明了高等教育改革的
方向。 我们想加强地区大学，新法案的条
款只是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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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舒夫Startup Mixer
2018-04-11
Startup Mixer的下一期商业会议将于2018
年4月18日在热舒夫举行；该活动由热舒
夫学术企业孵化器组织、热舒夫信息技术
与管理大学和热舒夫大学以及热舒夫市政
府办公室的投资者服务办公室合作举办
的。 启Startup Mixer是一个周期性的会
议；在这个会议上，创业人员有经营自己
的企业或只是想创业，将有机会通过特邀
嘉宾的讲座来增长他们的知识。 他们也
有机会在网络会议期间结识新的有趣的任
务。 作为此次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将举
办最佳商业理念竞赛，期间将有来自热舒
夫地区的年轻公司和创业公司参加。 活
动注册：https://evenea.pl/imprezy/
szkolenia/rzeszow/startup-mixer-18-
kwietnia-2018-190328/

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参加哈萨
克斯坦教育博览会
2018-04-12
4月5日至7日，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代表团
参加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国际 “教育与
职业” 博览会。 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促
进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的教育提供、增加在
卢布林大学学习的外国人的数量、推广新的
研究领域（植物医学，生物体美学，体育活
动以及俄语合格的旅游和园艺）。 此外还
与Narxoz大学、波兰组织与哈萨克斯坦的
波兰合作的文化教育中心建立合作关系，并
将卢布林推广为学术型城市。 访问期间，
为波兰裔人士和有兴趣在波兰学习的考生及
其家长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介绍了卢布林
生命科学大学的竞争优势，并提供了有关研
究和伊拉斯谟+计划费用的信息。 有关招生
过程、获得社会和科学奖学金的可能性、宿
舍的条件和成本、劳动力市场以及大学和卢
布林个人发展机会的详细信息。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举行关于蜂
窝通信公开讲座
2018-04-12
本周六（2018年4月14日）来自雅盖隆大
学的Ewa Łucja Stępień教授（博士）将

在比亚韦斯托克讨论诺贝尔奖获奖的细胞
通讯研究的讲座。 在讲座中将讨论细胞
超微结构的研究以及通过囊泡运输调节
细胞过程的历史；这些研究在过去的10
年中一直致力于解释细胞内和细胞外通讯
的机制以及基因组功能的调控。 其中包
括2项诺贝尔医学奖和1项化学奖。 Ewa 
Stępień教授是分子生物学家，雅盖隆大
学的毕业生；她处理使用纳米技术应用诊
断医学并且寻找新的疾病生物标志物。 公
开讲座将与11点在物理学院2011室（地
址：Ciołkowskiego街）举行。

波音南技术大学在SAE Aero设
计西2018年获得三枚金牌
2018-04-12
波兹南理工大学学术航空俱乐部团队在
洛杉矶汽车工程师协会SAE Aero Design 
West 2018的专业人员竞赛中赢得三枚金
牌。 参与者按照规定的限制和要求制造无
人驾驶飞机。 今年，学生们的任务是设计
和制造一款质量最轻且能够承重最大的飞
机；竞赛规则规定了飞机制造的材料以及
驱动器的类型和功率。 波兹南的学生在
标准级别获胜，其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37
支团队参加比赛：美国、加拿大、印度、
墨西哥、埃及和中国。 SAE航空设计是由
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SAE）与美国汽车
工程师学会合作组织的超过30年的国际学
术竞赛 与SolidWorks，洛克希德马丁或
ANSYS。

Pieronek主教在华沙大学的讲座
2018-04-12
Tadeusz Pieronek大主教兼教授将在4月
17日在华沙大学举行题为 “国家和教会” 
的讲座，会议将在 “新千年讲座8” 系列
中举办。 Tadeusz Pieronek是法律科学
教授、罗马天主教神父、同时也是是索斯
诺维茨教区的辅助主教和波兰主教会议秘
书长。 在1998 - 2004年期间，他是克拉
科夫罗马教皇神学院的校长。 他获得了
许多奖项的获得者，其中包括波兰的重生
的大十字勋章。 几年前在其中一次采访
中，Pieronek大主教说：“教会不是一个
国家机构。 政治家们用它来为它们的猎

犬，一些捍卫它，另一些则因为他们选择
了相同的目标而攻击它。 他们首先应该知
道教会的目标，并且不要为自己的目的而
发明自己的形象。“ 这次讲座将于4月17
日17.00在前大学图书馆的大厅举行，届时
大主教将谈论国家与教会的关系。

第十一届克拉科夫综合日
2018-04-12
2018年4月16日至20日将在克拉科夫举办
第十一届克拉科夫综合日活动。 这是克拉
科夫大学的一项倡议，旨在扩大残疾证书
学生和为这种环境行事的人的教育机会。 
会议将以“负责任的支持和可持续发展”
主题开幕；会议的目的是共同概述在波兰
基于教育支持和科学与商业合作的最高标
准减少波兰社会排斥的战略优先事项，其
中包括弱小和被排斥的发展小组。 这是通
过在大公司就业，创业和创造新的全面可
用的服务和产品来完成的。 残疾问题并不
是问题，这是波兰文明和经济发展发展中
未被发现的潜力。 会议组织者还说，如果
没有使用这种资本，就没有可持续发展。   
更多信息： http://bon.uek.krakow.pl/
index.php?p=m&idg=mg,253

全国博士生代表委员会在奥波
莱举行
2018-04-13
奥波莱理工大学博士生代表是全国博士生
代表委员会第二次公开会议的主持人；
来自全波兰26个波兰学术中心的博士生
们将来到奥波莱，讨论最重要的环境问
题。 会议期间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高等
教育法草案；正如KRD董事会秘书Anna 
Kuklińska所说，科学宪法将成为博士生“
非常大的革命”；该项目所对应的年轻
科学家覆盖全国4万多人。 除了严肃的辩
论，奥波莱技术大学的会议也具有综合价
值；来自不同城市并代表不同学习领域的
博士生有机会更好地了解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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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利维采 - 公共交通新技术会议
2018-04-13
科学界代表、地方政府组织、能源公司以
及公共交通领域的专家将于4月16日星期
一在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讨论现代公共交通
技术的实施情况。 会议由辖区市波兰联盟
组织、西里西亚工业大学和格利维采市政
府组织；将在理工学院新技术中心举行；
地址： Konarskiego 22B。 会议目的是
展示和比较公共交通中使用的各种解决方
案，并讨论实施新技术的条件。 由于立
法的变化，本次会议的主题变得越来越重
要。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年初通过电动汽
车和替代燃料法；这一法规的第一个后果
将在2018年得到地方政府和能源公司的注
意。 申请表格：https://www.silesia.org.
pl/formularze/formularz-zgloszenia-
udzialu-w-konferencji-pn-nowe,152

格但斯克大学关于虚假情报时
代阅读新闻的辩论
2018-04-13
理论家和信息从业者：科学家、专家、记
者和学生参加了格但斯克大学关于虚假情
报时代阅读新闻的辩论；会议由洞察政策
分析中心、Facebook和格但斯克大学社
会科学学院组织。 辩论的参与者主要是新
闻学的学生，他们在熟悉了故意创造新闻
误导接收者的信息之后，学会了如何设法
限制假新闻造成的损害。 辩论是作为全国
项目的一部分举行的；会议和研讨会的目
的是让学生们、未来的意见领袖们熟悉虚
假信息，虚假信息和具有批判性分析资料
来源的能力。

波兰 - 奥地利关于研究项目联
合竞赛的协议
2018-04-13
波兰国家科学中心已与奥地利科学基金会
（FWF）签署合作协议；波兰 - 奥地利基
础研究领域的研究项目将进行双边竞争。 
作为新合作的一部分，波兰 - 奥地利研究
团队将能够申请所有领域的研究项目的补
助资金；有关详细条件的工作将在未来几
个月内进行，竞争宣布计划在2018年最后

一个季度进行。 奥地利网站将对比赛申请
进行实质性评估。 据波兰国家科学中心
称，由Zbigniew Błocki局长和奥地利机构
Klement Tockner主席签署的协议是中欧
地区研究资助机构之间更密切合作的要素
之一。

副总理Gowin与葡萄牙外交部
长会晤
2018-04-13
在卢索 - 巴西伊比利亚研究所语言文化部
和华沙大学伊比利亚美洲研究院成立四
十周年之际，葡萄牙外交部长Augusto 
Santos Silva将访问波兰；在访问期间，
他会见了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
Jarosław Gowin。 Jarosław Gowin副总
理Augusto Santos Silva外交部长讨论了
如何加强学生交流和研究合作；其主要任
务是让波兰科学家在国外工作，并加强与
外国研究人员的联系。 在过去几年中，在
波兰留学的外国人数有所增加；其中有超
过1,000葡萄牙人（来自2015年的数据）
。 因此，葡萄牙学生是通过Erasmus+项目
交换学生来到维斯瓦河的第六个国家。 科
学部报道称，就学术人员而言，2015年约
120人来到波兰的大学。

最佳教育文章竞赛
2018-04-13
Roman Czernecki教育基金会宣布将评
选第一届Roman Czernecki比赛的最佳
教育文章。 通这场竞赛对波兰教育的发
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18年第一届比赛
的奖项将分为两类：科学论文（奖金2万
兹罗提）和新闻报道文章（参与教育活动
的金额高达10,000兹罗提）。 在2018年
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出版的文章均有
资格参加竞赛；提交的文章必须以波兰文
或英文出版，并且申请人必须为出版文章
作者或者作者。 参赛者可以通过以下电
子邮件地址于2018年6月30日之前提交文
章： nagroda@efc.edu.pl

Przemysław Czapliński教授关
于 “没有自由平等” 的讲座
2018-04-13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和密茨凯维奇大
学基金会及“ZAMEK” 文化中心邀请来
自波兰和古典文献学院的Przemysław 
Czapliński教授于4月17日参加“城堡大学
会议“并且讲授“自由而不平等；面对社
会冲突的文学”专题。 在2015年权力变化
之后，在社会出现了以下说法：“自由进
行得很好，只有某种东西不能平等。” 它
的作者将现代社会的两个基本价值分开，
表明它们可以分开存在。关于如何发生这
种孤立的故事，这种文化的角色扮演了什
么角色，以及重新加入自由和平等的想
法。Czapliński教授将会在讲座上为大家
一一讲解。 Przemysław Czapliński是二
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文学的历史学家、散
文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 也是波兹南大
学文学人类学系联合创始人。 他的研究主
题是文学和近现代的问题。

铁路行业资助克拉科夫理工大
学的奖学金
2018-04-13
克拉科夫大学报导称：1000 兹罗提每月
的奖学金，付费实习以及铁路行业领先公
司的就业保证将激励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土
木工程学院的铁路专业和建筑专业学生。 
在未来几年，巨额铁路投资将在波兰实
施；铁路公司迫切需要具有高度专业化资
质的工程人员。根据大学教学法和铁路部
门专家共同制定的学习计划进行培训，克
拉科夫技术大学的毕业生将可以获得专业
资格。 七家公司已经提交了与克拉科夫理
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合作声明：波兰国
家铁路公司 - 波兰铁路、克拉科夫铁路维
修和保养有限责任公司、"Bieżanów"铁路
地面工程有限责任公司、ZUE集团、Track 
Tec上市公司、Budimex 上市公司和
STRABAG有限责任公司。他们为铁路专业
的第二学期和第三学期研究生在读的学生
提供了26个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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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切青关于国家原料政策的磋
商会议
2018-04-16
4月18日，在什切青大学专家和企业家将
讨论波兰的原材料政策；会议将在政府的
国家政策发展项目（PSP）的一系列区域
协商会议上进行。 PSP项目由九个支柱组
成；什切青的讨论将提出与国家消防局第
四支柱有关的主题，该主题贯彻了通过进
口和通过国际合作确保关键原材料供应的
战略要素。 小组成员将回答是否有必要从
外部提供赤字资源以及它如何影响该国经
济发展的问题；计划了三个小组：“国家
矿产资源政策” 、“SFS国际方面的专家
和企业家”和“琥珀样本矿产资源管理”
。 会议的主题也将是外国存款和地质地质
勘察计划（PRoGeO）的运作。

Krzysztof Szerenos博士与一位
年轻科学家的奖章
2018-04-16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物 理 系 的 K r z y s z t o f 
Szerenos博士被授予华沙理工学院颁发的
年轻科学家奖章。 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因参
与发现超快速光磁记录的新方法而获得了
不同的成绩。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物理系由
Andrzej Stupakiewicz教授领导的研究小
组取得了突破性发现。结果于2017年1月
在著名的“自然”周刊上发表。 由华沙理
工大学于2007年创立的青年科学家奖章，
因其在科技创新领域和其他杰出创造成就
方面的杰出成就而获奖。 区别在于促进以
创造性概念的独立性和发展的特殊动力为
特征的年轻科学家的成就。 评选标准为35
岁以内的青年科学家。

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
学的方向和特色与“未来工作
室”证书
2018-04-16
“在第三届认证计划“未来研究“期间，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的
五个学习领域和专业领域被提名”。--卢
布林大学通报道。 “未来研究” 证书被授

予：信息架构 - 人文学院，哲学和伦理学
院的第一轮研究 - 哲学和社会学院的研究
生学习，雕刻和建筑改革化学 - 第一周期
研究和光子学和光纤技术专业 - 化学和空
间管理学院第二周期研究专业 - 地球科学
和空间管理学院第一学位工程研究。 “未
来研究”计划是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基金
会和中国机构的联合认证项目。 它突出强
调了波兰大学最具创新性和最有价值的教
育方向，其特点是在劳动力市场展现高质
量的实施方案和教育效果。

比得哥什大学在莫斯科赢得三
枚金牌和一枚银牌
2018-04-17
科技大学和生命科学学院以及比得哥什的
卡西米尔大学在莫斯科创新发明沙龙阿基
米德2018年获得金奖和银奖。 技术和生命
科学大学的两个解决方案获得金牌：“用
振动推进和螺旋驱动系统混合粒状材料的
搅拌机”和“用于干燥器和粒状材料混合
器的固定式搅拌器，使用振动推进器 ”，
以及在卡齐米日大学开发的3D打印被动式
外骨骼，用于患有上肢虚弱的孩子。 卡西
米尔大学还获得了光固化牙种植体银质奖
章。 第21届莫斯科国际发明沙龙和创新技
术阿基米德2018年4月5日至8日举办，来
自28个国家的近700项发明参加了竞赛。

克拉科夫Tischner哲学家日
（Dni Tischnerowskie）
2018-04-17
第 1 8 届 T i s c h n e r 哲 学 家 日 （ D n i 
Tischnerowskie）将于4月18日在克拉
科夫开始。该活动的组织者为： Józef 
Tischner思想研究所、Znak社会出版协
会、雅盖隆大学、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大学
和克拉科夫国立高等戏剧学院。特邀嘉宾
是来自牛津的Timothy Garton Ash教授。 
在那天，将会颁发Znak奖项和以Józef 
Tischner教父命名的Hestii奖项。奖项分
为三类：陪审团由神父Adam Boniecki
主持，其创始人是ERGO Hestia集团和
Znak社会出版研究所。 在宗教或哲学写
作的范畴中，哲学家Ireneusz Ziemiński因
为 “根据价值思考”的延续获得奖项；在

关于社会问题的新闻或散文写作类别中，
记者Ewa Siedlecka教导波兰人接受“
不幸的自由礼物”获得奖项，在牧区和社
会活动的类别，神父Mirosław Tosza----
Jaworzno伯利恒社区创始人，因为 “波
兰教会和世界对话的形状”获得奖项。 更
多信息： http://dni.tischner.pl/

奥尔什丁的瓦尔米亚马祖里大
学“经济日”
2018-04-17
由从业者，讲习班和培训的讲座将构成
的“经济日”，将于2018年4月19日在奥
尔什丁的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经济科学系
举行。 在活动期间，欧盟驻波兰代表处
主任Marek Prawda博士将就“欧洲未来 
- 关于欧洲未来的民事对话”主题展开辩
论，社会保险机构的代表将介绍民事法律
的社会保障问题、花旗银行Citi Handlowy 
信用风险管理部经理Ewa Zimnoch将负责
讲解团队沟通问题。 “经济日” 旨在展示
奥尔什丁大学经济科学学院的潜力，促进
未来学生的教学提议并整合科学和商业环
境。

EUSA欧洲大学奥运会将在
2022年于罗兹召开
2018-04-17
2022年来自所有欧洲国家400多所大学的
6000运动员将参加罗兹学术运动会。 这个
项目的发起人是罗兹科技大学，今年将组
织两项国际级别的学生体育赛事：2018年
世界杯足球赛和啦啦队。 比赛将发生在不
仅在罗兹科技大学进行，还包括罗兹城市
和其他大学；在上一节EUSA（欧洲大学体
育协会）期间，运动员参加了21项纪念比
赛，其中包括篮球，足球，五人制足球，
手球，排球，羽毛球，网球，乒乓球，柔
道，空手道，划船，橄榄球和游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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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
学的植物园向游客开放
2018-04-17
冬季休息后，卢布林玛丽亚居里斯科多斯
卡大学的植物园再次向游客开放。 在面积
超过21公顷的花园中，聚集了近7000多
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品种。 在今年这个
持续到10月底的开放季节，卢布林大学邀
请您参加周日的主题漫步，主题包括指导
和植物学研讨会，以及夏季小博物学院中
最年轻的学生。 任何有兴趣的游客还可以
参观位于哥斯庄园的植物园，现在有一个
代表性人物。 玛丽·居里罗多夫斯卡使
用的庄园作为一个地方特别活动，自2013
年起便向游客开放。 关于更多信息可查
阅： www.garden.umcs.lublin.pl

格但斯克大学波罗的海科学网
项目合作伙伴会议
2018-04-18
波罗的海科学网项目合作伙伴将在格但斯
克大学会面。 该倡议的目的是提高整个波
罗的海地区的科学水平和创新水平。 波罗
的海科学网络准备支持高等教育，研究和
创新的战略和计划。 在若干领域开展活
动：具体研究领域的战略和改进现有研究
基础设施的使用; 制定流动工具和建议，以
提高创新率较低的国家参与国际倡议。 波
罗的海科学网络的成员是：丹麦、爱沙尼
亚、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德国、挪
威、波兰、俄罗斯、瑞典以及波罗的海地
区国际组织的教育，发展，创新和研究以
及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部委和机构。

Bielsko-Biała技术和人文学院
的 “伊卡洛斯质量”
2018-04-18
B i e l s k o - B i a l a 技 术 和 人 文 科 学 大 学 的
Kamila Cieszka在第二界 “伊卡洛斯
质量” 的最后阶段获得了殊荣；这是以
Romuald Kolma教授命名的全国范围内的
最佳毕业论文竞赛。获奖作品的标题是“
患者对比尔斯科 - Bielsko-Biała省医院案
例的管理质量” 。 以Romuald Kolma教
授命名的比赛目的是推广能够显著影响具

有不同公司的实际方面的解决方案。 该竞
赛由Qualitas基金会主办，并且由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长的荣誉赞助，在卡托维兹的
欧洲商业时间中心举办。 本科和研究生毕
业生均可参加比赛；学士、工程学和硕士
论文均由波兰公立和私立大学的论文答辩
推荐人提交。

波兰建筑师协会奖将颁发给格
但斯克理工大学的毕业生
2018-04-18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毕业生获得了波兰建筑
师协会奖的评选 Zbyszek Zawistowski - 
2018年度荣誉称号。获奖作品是从19个波
兰大学提交的99个方案中挑选出来的。 获
奖作品“在葡萄牙Cape Espichel边缘，
将圣所和朝圣者的房子扩大并适应宁静的
地方” 是一个扩展和振兴15世纪破旧避难
所的项目。 在作品解释中写道：“作者揭
示了15世纪在葡萄牙的贫瘠地区，困惑的
人平衡神圣纽带的巨大潜力。它提出了一
种谨慎的体系结构，它揭示了所发现的价
值，并同时介绍了维持这里仍然阴郁的生
活所必需的东西”。 Zbyszek Zawistowski
奖项由波兰建筑师协会评选，今年是第54
次届评选奖项。

布鲁塞尔水晶奖
2018-04-18
自2001年以来，水晶布鲁塞尔是奖给旨在
加强科学卓越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研究和
欧盟创新框架计划的成功。 这是科学家和
企业家对创新和对波兰科学和经济发展作
出贡献的重视。 颁奖的环节由副总理兼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担任
主席。 最新一届水晶奖的获奖者将在以下
区域中选择：科学（高校，科研院所中，
波兰科学院的科研机构）; 商业（企业）; 
地方行政; 非营利实体; 单项奖。 获奖者名
单将于6月6日在华沙举行的布鲁塞尔盛大
水晶奖期间公布。

比亚韦斯托克变革领导人大会
2018-04-18
比亚韦斯托克的金融与管理学院于4月20 
- 21日举办变革领导人大会，其口号是“
合作带来的优势 - 经济4.0的挑战” 本次
活动将致力于回顾最新的管理和人际交流
方式，并介绍现代工业现实中商业，科学
和公共行政合作的典范。波兰商会主席
Andrzej Arendarski和未来产业平台项目
的领导人Andrzej Soldaty将出席会议。 
此次会议的的科学赞助方是：比亚韦斯托
克大学，比亚韦斯托克技术大学和比亚
韦斯托克医科大学。 更多信息： http://
kongresliderowzmian.pl/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培
训工程师的电子技术”
2018-04-19
2018年4月19日至2018年4月20日将在克
拉科夫AGH科技大学举行主题为“ETEE电
子技术工程师的职业教育”的会议；学术
界从事技术辅助教学，经验和良好做法，
以及寻找灵感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融合 。 会
议旨在利用现代技术对工程师培训，学习
理论和电子学习模式的影响，与在技术型
大学实施电子学习有关的良好做法，使用
移动设备进行教学（移动学习）和电子学
习 为理工科学生提供外语。 在会议期间，
讲座教授包括：Agnieszka Wykowska
和Giorgio Metta（意大利技术学院）
，Anna Turula（克拉科夫教学大学）
以及Katalyst教育基金会的Christopher 
Sweeney和Andrzej Pieńko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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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将加入大宪
章大学
2018-04-19
天 文 台 理 事 会 积 极 考 虑 在 卡 托 维 兹 的
西 里 西 亚 医 科 大 学 申 请 加 入 大 宪 章 观
察站；大宪章大学（Magna Charta 
Universitatum）的正式签约定于9月份，
庆祝该协会成立30周年。 大宪章包含大学
学术自由和机构自治的原则；它被称为国
际社会的标准，共享相同的学术价值和目
标。 大宪章天文台是一个由博洛尼亚大学
和欧洲大学协会创立的非营利组织；它与
其他国家，欧洲和国际组织合作，制定类
似或一致的目标。最重要的是，保留学术
价值而不受任何影响或压力。

波兹南理工大学毕业生在
TAURON公司举行的竞赛中获
胜
2018-04-19
波兹南理工大学毕业生Jacek Kamińsk的
论文“具有储能的太阳能 - 风能发电厂的
最佳配电”在TAURON Dystrybucja论文
竞赛中获胜。 Jacek Kamiński推出了这个
理念，并使软件实现了太阳能 - 风能发电
站混合结构与储能的优化过程。 他还通过
特定的24小时负荷曲线对物体进行了最佳
功率分配。 根据Jacek Kamińsk的观点，
混合动力系统中使用可再生能源与储能相
结合可以解决现代能源最大的问题之一: 传
统能源消耗时电力需求不断增加。 当需求
低于当前生产水平时，混合系统可以累积
剩余能量，并在需求超过此水平时将其返
回。

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
学COFUND项目竞赛
2018-04-19
欧盟委员会已宣布为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
多斯卡大学COFUND项目提供共同资助
和奖学金项目。 申请可以由有兴趣创建赠
款计划（针对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和博士
课程的机构提交。 所有补助计划应着眼于
加强研究人员的国际流动，包括跨部门流

动。 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动员国内和国际机
构利用支持研究事业发展的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行动模式创造高质量的研究
和培训计划。 该项目将持续36至60个月，
并在跨学科，国际和跨部门的研究和培训
计划方面实施。 它提供个人赠款资助，使
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能够在他们选择的东
道机构中实施研究课题 更多信息： http://
www.kpk.gov.pl/?page_id=22729

什切青海事大学成为COST的
成员
2018-04-19
欧洲科学技术合作计划（COST）是由36
个欧洲国家和以色列（作为支持国）联合
举办的一个体制结构；其最重要的任务是
组织成员国的科技合作。 COST已经批准
了“泛欧海洋可再生能源网络，以波能
为重点”的国际项目。什切青海事大学
承担了衔接来自25个国家的100多名参与
者的联网活动作用。 该运动的目的是为
欧盟委员会资助的海上可再生能源（特别
是海洋能源）领域的联合项目和研究方向
奠定基础。 这些活动假设创建工作组，
组织会议和培训，以及传播知识。 更多
信息：https://www.am.szczecin.pl/
aktualnosci/4594-akademia-morska-
w-szczecinie-czlonkiem-akcji-cost

来自国家科学中心的2000万兹
罗提“小额赠款”
2018-04-19
在国家科学中心，在Miniatura 2比赛中发
起了一项征集征求建议书的征求意见书，
这是针对在2012年之前得到博士学位的
博士生们，但是截至尚未管理且领导实施
由国家科学中心提供资金的项目。 国家
科学中心主任Zbigniew Błocki教授解释
说:“小额赠款”的目的是使科学家们在
补助制度中第一步， 在实施和解决一项
小任务期间获得的经验可能有助于未来尝
试资助其他竞赛项目。” 对于比赛中获得
的资金，研究人员将能够完成查询和科学
实习，研究，咨询和会议旅行，以及初步
和试验性考试。 资助期最长为12个月，
预算为5000兹罗提至50,000兹罗提。第

二届 Miniatura竞赛的总金额为2000万兹
罗提。 更多信息： https://ncn.gov.pl/
ogloszenia/konkursy/miniatura2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
斯卡大学举行的关于移民问题
辩论
2018-04-19
移民进入波兰后的经济收益等相关的社会
和政治问题是牛津大学辩论的主题，这场
辩论将于4月20日在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
科沃多斯卡大学政治学院举行。 根据卢
布林大学发言人Aneta Adamska所给出
的信息，辩论由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和国家
安全的学生参加由欧洲社会基金共同资助
的“运营计划知识教育发展”项下的能力
发展项目。 牛津辩论赛是一种绝对禁止侮
辱或嘲笑对方演讲者的辩论。 辩论的任务
是讨论论文、论文的反对者及其倡导者辩
论。 辩论赛由秘书长主持并且由秘书监督
发言时间和顺序。 辩论队的比赛结果由陪
审团和观众来评判。

托伦科学艺术节以时间和空间
为标志
2018-04-19
时间和空间是第18届托伦科学和艺术节
的座右铭。 今年从4月20日到24日期间共
有有130个活动：研讨会，表演，户外活
动，讨论和音乐会。 其中一个亮点是“
中世纪街道”，以前服装重建的服装将重
现几百年前托伦的氛围。 在Pod Krzywą 
Wieżą的车道上，您将能够见到杰出的议
员，富商和敏捷贩子，宗教僧侣，决斗骑
士，聪明的小偷和坏女巫。 周末的活动
则是“回到未来”系列电影:在现代工厂
的科学野餐； 参观者将能够欣赏著名车
辆DeLorean DMC，这是一台Emmett 
Brown博士和Marty McFly曾经用来旅行
的车子。 而在现代中心的停车场，将会有
一个由气动球形帐篷构成的未来城镇。 关
于项目更多信息：https://www.festiwal.
torun.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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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舒夫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
学生参加了“数字龙”比赛
2018-04-20
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说：“
热 舒 夫 大 学 计 算 机 科 学 专 业 的 学 生 作
为 中 欧 最 大 的 视 频 游 戏 产 业 大 会 ” 数
字龙的“一部分参加了决赛”。 项目
组由：Krystian Pinderski，Mateusz 
Molik，SławomirNiedbała，Jakub 
Gurgacz，Adam Lalik，Szymon 
Kusiak，PawełWarcaba设计了 “生命
之树：塔防”游戏。 这是一款以塔防为风
格的3人3D视角游戏。 玩家扮演矮人的角
色，捍卫世界上最后一个健康的地方。 游
戏玩法包括捍卫一棵树（Nexus），玩家
围绕该树建造塔楼的防御工事。 游戏的
特点是对手的目标是闯入树并对其造成伤
害。 游戏中的世界是一个被摧毁，生锈的
区域，其中包含植物区的最后一个点是一
棵树，玩家为他周围的区域辩护。 这场比
赛是关于打破自己的纪录和计划更好的防
守战略。

回收材料制成的游艇获得国际
竞争的冠军
2018-04-20
来自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的Wojciech 
Wesołek博士设计的游艇获得了专业类别
的2018年千年游艇设计奖；获奖项目在意
大利卡拉拉的“混合动力和电动推进”会
议上展出。 该项目涉及使用回收材料建造
游艇保护海洋条件；外壳由回收刀具和船
只制成，柚木地板来自退役的游艇，游艇
的在内部则由拆除房屋和旧家具构成。 根
据提交人的计划，游艇的建造应在旧船拆
除场地附近进行。 Wojciech Wesołek博
士说： “这也是对利用废物回收的一个
好机会，通常被认为是奢侈品的行业中提
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高的收入提供了机
会。 “ 获奖设计可以在作者的网站上找
到：http://wwdesign.eu/html/rat120.
html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博士
生在日内瓦展览会上获得金奖
2018-04-20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Joanna 
Kozłowska博士在日内瓦举办的第46届
国际发明展上获得了医疗类金质奖和马
来西亚科学研究协会特别奖。 Joanna 
Kozłowska博士就制备黄酮类化合物的新
衍生物植物中天然存在的有机化合物提出
了一系列46项发明；在比赛中，她参加了
M级别的相关活动，涉及医学，手术，卫
生，骨科和残疾人用品。 与弗罗茨瓦夫
医科大学联合进行的研究检查了Joanna 
Kozłowska博士获得的化合物对癌细胞系
的活；Joanna Kozłowska博士说： “在
我们的研究中，我们专注于结肠癌，未来
我们计划研究其他细胞系，包括 乳腺癌。 
最初的结果非常有希望。“  

在Tarnów举行的第十一届投
资论坛上讨论商业与科学合作
问题
2018-04-20
“如果我们想要在创新的基础上实现高水
平的发展，那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协议平
台，以便公司和科学家进行对话 ”。- 这
些结论来自Tarnów第11届投资论坛期间企
业家和科学代表的辩论。 克拉科夫经济与
计算机科学大学校长Stanisław Kowalski
博士说：“经济越发达，国内生产总值的
百分比就越高。 如果科学收到钱，实施
创新的机会就越大。 为了使这种相关性
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有必要整合两种设
定共同目标的环境 。” 除了Stanisław 
Kowalski博士之外，参加小组讨论的还
将有： Tarnów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校长
Jadwiga Laska博士、波兰美国之心董事
会主席Paweł Buszma、以及Tarnowska 
Agencja Rozwoju Regionalnego董事会
主席Leszek Nowicki。

在华沙的Civitas会议上举办
的“恐怖主义社会学”研讨会
2018-04-20
“欧洲警力能够预防攻击吗？ 我们可以
预测恐怖主义发展的趋势吗？ 社会学分
析能否有助于有效打击恐怖主义？ ”这些
是主题将在“恐怖主义社会学”研讨会上
被解答。 研讨会由华沙的Civitas委员会
恐怖主义研究中心和历史相遇之家组织。 
定于4月20日在华沙举行，地址为：ul. 
Karowej 20； 来自Collegium Civitas的
Anna Matczak博士，来自refugees.pl门
户的Paweł Cywiński博士以及来自波兰国
际事务研究所的Łukasz Jurczyszyn博士将
参加会议。 研讨会是跨学科循环“关注恐
怖主义”的一部分。 更多信息： https://
www.civ i tas .edu.pl/pl/uczeln ia/
kalendarium/socjologia-terroryzmu

波兰欧莱雅女性科学家比赛
2018-04-20
2018年4月30日，欧莱雅波兰女性与科学
计划申请的截止日期即将到期；进行生命
科学领域研究的女科学家们均可以申请参
加比赛。 这个计划的奖学金分为三类：博
士论文，博士后论文和处于硕士论文阶段
的学生。 竞赛对波兰居住的候选人开放，
参选人的年龄要求为25岁以下研究生在
读、32岁 以内博士生在读、40岁 以内博
士后在读。 在所有参赛作品中，评审团将
颁发6个奖学金：三名博士后学生，两名博
士生和一名研究生。 申请地址： https://
www.forwomeninscience.com/pl/
manife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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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跨学科研究中心
2018-04-20
在格鲁吉亚的第二大城市库塔伊西，以
Stefan Krukowski教授命名的跨学科研究
中心已经正式成立；在格鲁吉亚工作的
波兰科学家因此获得了远征的基地。 新
开放的单位是外高加索地区第一个外国
考古学站；华沙大学的考古学家多年来
一直在这方面进行研究。 格鲁吉亚中心
由来自华沙大学考古研究所的Radosław 
Karasiewicz-Szczypiorski教授负责；在格
鲁吉亚方面，跨学科研究中心由国家文化
遗产署管理，波兰合作伙伴是华沙大学。

来自弗罗茨瓦发的初中生获得
了体育竞赛奖项
2018-04-20
来自弗罗茨瓦夫从初中三年级的Krzysztof 
N o w a k 获 得 了 第 1 4 届 以 B o ż e n a 
Koronkiewicz命名的体育竞赛的最后 “
钕磁体的悬浮”项目的奖项。 获胜者是
比赛决赛中唯一的初中生；作为奖励，他
在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除了建筑学院
之外）的任何一个教职员以及弗罗茨瓦
夫大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系的推荐书； 此
前，Krzysztof还是Dolny Śląsk2018年初中
学生物理、化学和数学竞赛的获奖者。 以
Bożena Koronkiewicz命名的学校开放式
体育竞赛共同组织有：弗罗茨瓦夫理工大
学、弗罗茨瓦夫大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系以
及弗罗茨瓦夫第十高中。 第14届比赛是在
波兰物理学会，弗罗茨瓦夫总统和下西里
西亚教育总监的赞助下举行的。

Biała Podlaska智能地区发展
科学会议
2018-04-23
Biała Podlaska大学经济系主任Danuta 
Guzal-Dec说：“Biała Podlaska的公立
大学经济系技术学院与管理系于6月28日至
29日举办第一届国际 “智能地区智发展” 
科学大会。” 会议分为三个主题：智能发
展概念实施的理论、实施智能发展概念的
决定因素、波兰和欧洲地方政府实施智能
发展概念的经验。 这次活动的赞助人为卢

布林省长、Biała Podlaska市长和Biała 
Podlaska国立大学校长。

2018欧洲漫游者挑战
2018-04-23
来自20个国家的65支团队对将参加2018
年欧洲漫游者挑战赛的国际比赛；比赛
计划于9月14日至16日在斯塔拉乔维采
自然与科技博物馆举行。欧洲航天局和
科学与高等教育部赞助了比赛。 世界上
最好的技术大学的学生将参加比赛；波
兰的团队包括来自比亚韦斯托克、比得
哥什、谢姆、凯尔采、琴斯托霍瓦、格
利维采、克拉科夫、罗兹、奥波莱、热
舒夫、什切青、托伦、华沙和弗罗茨瓦
夫的大学。 来自德国，英国，印度，意
大利，加拿大，美国，挪威，墨西哥和
孟加拉的团队也将参赛。 比赛的组织者
是欧洲空间基金会， Starachowice特
别经济区的“Starachowice”上市公
司、Starachowicki地区、自然科技博物
馆和波兰火星学会的协办单位。 比赛的
组织者说，欧洲漫游者挑战赛是世界上最
大的国际机器人和太空竞赛之一，不仅聚
集了行星机器人和漫游车制造商领域的专
家，也聚集了科学，商业和新技术领域的
代表。

塑造陆军学院的领导能力课程
2018-04-23
大学的网站通告：“十四名排长在斯克拉
斯卡波伦巴的陆军学院课程实现有效的沟
通和有效互动，改善了他们的团队建设能
力。” 作为国防部课程培训的一部分，
塑造领导能力的过程首次由陆军研究院实
施。少尉们在“维索卡卡米恩”训练中心
度过了五天的时间，练习真正的领导者所
需的实践和理论技能。 课程的参与者通过
了能力测试，根据测试和观察的结果，每
个排长指挥官都看到了关于他们的优势和
弱点；课程参与者的单位指挥官将收到对
年轻军官潜力的评估。

罗兹理工大学关于双文凭会议
2018-04-24
6月14日至15日在罗兹理工大学国际合作
中心将举行关于 “双文凭作为国际战略伙
伴关系的支柱” 会议，会议赞助方是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以及国家学术交流机构。 罗
兹工业大学校长Sławomir Wiak在会议网
站上发表讲话道：“签署双文凭协议是在
国际大学网络内建立先进伙伴关系和活动
的最佳工具之一，它也是大学质量保证体
系的重要支柱。” 在这次活动期间，将
就以下主题着重讨论：根据新的“高等教
育法”，执行这些协议的行政方面和规则
以及学生在双文凭协议方面面临的挑战，
在波兰签署双文凭协议的法律框架。 更
多信息： https://www.ife.p.lodz.pl/pl/
doubledegree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国际会议
2018-04-24
4月25日至26日在卡托维兹举行西里西亚
国际医学大会。 该会议是跨学科会议， 
计划为学生和博士生举行全体会议；作为
学生科学俱乐部活动的一部分，学生将
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为临床和实验
医学课程的一部分，博士生将在新创建的
博士生“综合医学”期间展示他们的工作
成果。 西里西亚国际医学大会举办已经
有一段时间，每年西里西亚医科大学都
有1700名学生和年轻医生参加。 更多信
息：www.stn.sum.edu.pl  



EVENTS  2018-2019

750

弗罗茨瓦夫家具参加米兰设计周
2018-04-24
弗罗茨瓦夫艺术学院室内设计与设计系
开发的“ILES”家具套装在米兰Ventura 
F u t u r e 上 展 出 ， 该 展 览 展 示 了 今 年 米
兰 设 计 周 期 间 最 新 的 室 内 设 计 趋 势 。 
ILES是由Maria Gurowska，Karolina 
Koryniowska和Kamila Potocka共同
设计的毕业作品；设计方案的推荐者是 
Wacław Kowalsk教授。 家具是为千禧一
代设计的，作者的灵感来自于石材的几何
形状和有机形状。 该系列产品采用统一的
颜色设计，根据材料的不同而区分 - 光亮
钢材，织物和设计师自己的想法 - 环氧树
脂与荞麦相结合。 关于Ventura Future更
多信息：http://www.venturaprojects.
com/ventura-future-2018

经济大学与下西里西亚省政府
之间的合作协议
2018-04-24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和下西里西亚省政府
将合作实施关于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方
面的发展项目。 合作目的是通过这些举措
来发展西里西亚地区的创业精神。 第一批
合资企业是地方领导学院，其目标是加强
大学与学生以及地区和地方下级西里西亚
地方政府当局之间的合作。 学生们将在导
师指导下参与培训和领导讲座，并且着重
培养他们在人际交流，谈判技巧，诊断，
分析和问题解决以及创新，准备和进行演
讲和变更管理方面的技能和能力。

Wojciech Golusiński教授当选
为欧洲头颈协会主席
2018-04-24
Wojciech Golusiński教授是 波兹南医学
科学院头颈部和喉科外科主任兼诊所主
管，他当选为欧洲头颈协会（EHNS）主
席。 EHNS汇集了在日常实践中处理头颈
癌的医生专家们：喉科医生，头颈外科
医生，颌面外科医生，肿瘤外科医生，
整形外科医生，放射治疗师，临床肿瘤
学家，放射科医师和病理学家。 EHNS协
会还包括语言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肿

瘤护士，心理学家，营养师和社会工作
者，以及在每个治疗阶段支持头颈部癌
症患者的患者组织。 EHNS的主要目标是
普及关于头颈部癌症的知识，并支持最
高标准的研究，教育，预防，治疗和护
理患者。 更多信息：http://www.ump.
edu.pl/aktualnosci/profesor-wojciech-
golusinski-prezydentem-european-
head-and-neck-society

凯尔采关于国际安全方面的科
学会议
2018-04-24
4月25日至26日国际政治研究所国家安全
研究所和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法
律希、行政和管理学院的安全与华沙国家
安全局、格丁尼亚海军学院海军司令部与
行动部组织了一次关于 “波兰在国家和国
际层面的安全” 的国际科学会议。 会议
的核心主题是“面对威胁和新挑战的国家
安全”。主题包括：当代威胁和对国际安
全环境的预测挑战、国家安全和国家防务
体系、关于未来安全的战略研究、法律法
规和欧洲安全政策以及信息安全和媒体传
播。 会议将在凯尔采的Jan Kochanowski
大学法律系行政和管理学院举行。 地
址：Świętokrzyska21。

波兹南理工大学将与哈萨克斯
坦大学合作
2018-04-25
波兹南理工大学校长， Tomasz 
Ł o d y g o w s k i 教 授 和 哈 拉 克 国 立 大 学
（FAN）以及哈萨克国立大学（KazNU）
学术事务副总裁Askara Khikmetov签订
了合作协议。--信息来自波兹南理工大学
网站公告。 合作将主要涉及两所大学参与
ERASMUS +计划，学生交流，硕士论文
和博士论文的监督，双文凭课程和夏季实
习。 哈萨克斯坦大学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同时也是哈萨克斯坦科学和教育活动的领
导者。 在2018年QS世界大学排名的独立
评估中，KaznU是中亚地区第一所也是唯
一一所在“QS星级发展路线图国际排名”
中荣获“四星级优秀奖”的大学。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的“知识
领袖 - 成功领导者”项目
2018-04-25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正在实施“知识领
袖 - 成功领导者”项目，旨在为高中毕业
生提供特殊校园气氛和现代基础设施的具
体内容，从而吸引最优秀的毕业生去大学
读书。 项目实施三个月后，大学与下西里
西亚的中学签署了8份赞助人协议；弗罗
茨瓦夫经济大学考察了20个毕业班，由大
学的学术和教学人员，商业从业人员和大
学毕业生为毕业生们准备了讲座和练习。 
“了解学术教育的方法和工具，让你有机
会在毕业前体验大学生的生活，职业观点
的呈现可以让你评估提供的教育的质量和
价值。” 来自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网站公
告。 更多信息：www.liderzy.pl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竞赛获胜者
2018-04-25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黄金指数竞赛”的获
奖者在高考收到了西里西亚大学的通知
书，从10月份开始，他们可以开始在选定
的领域学习，并且不需要进行大学升学考
核。 在全国比赛中，101名高中学生参加
了在物理，数学，化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
的竞赛；最终，32名学生获得了一等奖 。 
32名获奖中， 数学成绩最好的为12人，化
学成绩最好的为10人，物理学为9人，计算
机科学为1人。获奖者们均可以免费进入选
定的技术领域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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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与美国科技合作协议
2018-04-25
2018年4月23日，波兰共和国政府和美国
政府在华盛顿签署了相互科学技术合作
协；该协议由副总理兼科学与高等教育
部部长Jarosław Gowin代表波兰政府签
署。 除了副总理Gowin之外，创业和技
术部长Jadwig Emilewicz、参议院副议
长Adam Bielan以及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
部长Piotr Dardziński也在赴美访问的代表
团中。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说：“波
兰代表团的几位部长表示，波兰和美国之
间这种如此广泛的高层访问的事实表明，
波美外交关系目前处于一个非常良好的阶
段。” 合作协议旨在加强波兰科学家，科
学单位和执行机构，如国家研究与发展中
心，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学术交流机构与
美国合作伙伴的科学和技术合作。 有效期
将持续至10年以后。

卢布林关于波兰、白俄罗斯和
乌克兰的考古研究
2018-04-25
卢布林大学发言人Aneta Adamska宣
布道：“ 4月26日至27日在卢布林玛丽
亚居里 - 斯克洛多夫斯卡大学举行的国际
会议的题目是2017年在波兰中东部，白
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的考古研究。” 这
次国际会议是由玛丽亚居里斯科沃多斯
卡大学考古学研究所和卢布林博物馆组
织的；这是一个交流来自波兰，白俄罗
斯，摩尔多瓦，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其他
科学领域的考古学家和专家的思想和经
验。 今年的会议包括四次公开讲座以及
42篇论文（史前和早期）；与会者将讨论
卢布林地区Zemborzycach的原始定居
问题、Radomiu-Wośnikach地区的劳济
茨文化和Polesie Voivodship水下考古学
的新发现。 会议的开幕仪式将于4月26日
9.30在卢布林博物馆XVII-XIX世纪的波兰画
廊举行。 项目信息：https://phavi.umcs.
pl/at/attachments/2018/0415/174455-
programxxxivkonferencji-lublin.pdf

波兰共和国全国学生会议
2018-04-25
波兰共和国第二十四届全国学生议会在克
雷尼察举行，在会议期间将讨论科学宪法
为学生带来的变化。 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副
部长Piotr Müller参加了会议并且表示：“
新的立法解决方案有两个目标：提高教育
质量和研究质量，并将大学视为一个整体
被视为一个课题 。” 副部长Müller介绍了
新科学宪法的简单化的特点、以及科学宪
法中引入的学生权利的机制等方面的详细
信息。 副部长Müller说：“大学生和毕业
生决定了大学的声誉和声望；他们将来将
成为我国的国家精英。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希望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学习条件，从而弥
补他们大学学习造成的损失。 因此，在新
的科学宪法中，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将
引起研究方式的变化 。”

波兹南理工大学参加波哥大
Estudiante世博会
2018-04-26
波兹南理工大学在波哥大举办的拉丁美洲
世博会Estudiante上提出了针对拉丁美提
供的教育机会，哥伦比亚的教育使命由国
家学术交流局组织。 对教育活动感谢兴趣
这可以在理工学院的学习报告中了解管理
机构提供的奖学金计划相关信息；展会期
间举办的“波兰是我最好的选择”展览非
常受欢迎。 在访问哥伦比亚期间，波兹南
理工大学国际教育系的Emilia Wojtczak访
问了已经与波兰建立联系的Universitaria 
del Área Andina基金会，并且很快就达
成了学术交流协议。 目前在波兹南理工大
学的研究生阶段有来自哥伦比亚的三名学
生；其中有一名是Ignacy Łukasiewicz奖
学金的持有人 。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实
施“EURHISFIRM”项目
2018-04-26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已开始实施 为期三
年的“EURHISFIRM--欧洲历史高质量公司
级数据”项目；同时来自法国、德国、荷
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英国的大学也参与

这个项目。“EURHISFIRM--欧洲历史高质
量公司级数据”项目是作为Horizon 2000
计划的一部分实施的。 弗罗茨瓦夫经济
大学的管理、信息技术、金融学院、财务
管理学院参与实施项目，并且由研究所所
长Krzysztof  Jajuga教授监督管理项目。 
该项目包括收集，开发和分析欧洲企业（
包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历史财务数
据。 研究期间涵盖1815年以后的数据；项
目的主要负责方是巴黎经济学院，共有12
个研究单位参与其中。

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获得设计奖
2018-04-26
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家具系的“温室”项
目在“灯光艺术项目”类别的国际比赛中
获得LIT照明设计奖。 设计团队根据温室
的原型提出了设计理念，从一开始，设计
师就采用了强调小型物体的目标；以发芽
植物装饰陶瓷形式为代表。 突出的元素
是放置在放置展品的货架上的灯。 穿过水
面照亮植物。 由于“温室”项目获奖，这
个设计以及其他30种不同的设计将在东京
LIT展会上展出。 展览将于5月中旬在东京
举行。 关于设计竞赛更多信息： http://
l i t a w a r d s . c o m / w i n n e r s / w i n n e r .
php?id=2392&count=1&mode  

弗罗茨瓦夫陆军学院代表在西
点军校参加比赛
2018-04-26
弗罗茨瓦夫陆军学院的代表参加了着名的
SANDHURST战斗和作战竞赛；在著名的
西点军校举办的比赛中，波兰学员在来自
世界各地的64支团队中排名第18位。 比赛
在不同的、艰难的地形中进行。 需要评估
的任务包括：射击和战术比赛、带重物跑
步、移动轮胎、拆装带炸弹的盒子和罐子
以及模拟救援模拟伤员。 参赛者还必须克
服水上战术困难，进行伏击并对目标进行
夜间侦察。 每队由11名士兵组成，其中包
括一名女子和两名替补队员。 裁判将评估
整个团队的耐力，精确度，速度，指挥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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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理工大学“从微观到宏
观”主题野餐
2018-04-26
华沙理工大学计划将于5月19日星期六组
织教育一次 “从微观到宏观”的主题野
餐； 这次活动将是学习科学秘密的绝佳机
会，体验大学的氛围，并与学术界的员工
和学生交流。 在活动期间，为年轻的学生
们准备了很多有趣的环节： 从“充气”到
球池，再到专题研讨会和创造性活动，例
如创建生态机器人和生态储钱罐，在这些
活动中参与者学习如何以及为什么它值得
使用二次原材料。 所有活动将在华沙Plac 
Politechniki中心华沙理工大学校园于上午
10点至下午4点举行。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 “大气
监视器” 项目
2018-04-27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将开发在
下西里西亚省启动的“大气监视器”项
目，并且希望市政当局能够共同资助与改
善空气质量有关的项目。 Voivodship环境
保护和水资源管理基金为项目提供了50万
兹罗提资金，资金将用于购买灰分取样容
器，测量用于空气测试的传感器和覆盖在
实验室进行的研究成本。 科学家的首要任
务是创建覆盖整个控制过程的程序 - 从采
样时刻到最终报告。来自理工学院机械工
程学院的Anna Janicka教授说，通过这
个程序我们将能够准确回答锅炉中实际燃
烧的问题。

Daniela Gianoli教授将在弗罗
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开
设公开课程
2018-04-27
在自然科学领域应用数学统计领域的杰出
专家Daniela Gianoli教授将于13-14日在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做客；截
止4月30日星期一 ，您可以弗罗茨瓦夫环
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的网站上注册Daniela 
Gianoli教授的公开课程。 弗罗茨瓦夫环
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网站上引用生物和动

物育种学院遗传学系的Joanna Szyda教
授的语录：“没有数理统计学，现代遗
传学就不可能存在，因为它是用复杂的
遗传模型分析所谓属性的工具。”她认
为，数理统计和计算机科学在生物学中的
应用是现代数据分析的基础。 Gianoli教
授课程的主题是数学统计方法在基因组
学中的应用，特别强调应用于家畜以及
用复杂的遗传模型分析特征。Gianoli教
授最早担任世界银行专家，后来在伊利
诺伊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工
作。 更多信息：http://www.glos.upwr.
edu.pl/aktualnosci/47738/statystyka_
matematyczna_z_prof_gianola.html

来自奥波莱理工大学的位研
究人员在著名杂志“测量” 
（Measuremen）上发表文章
2018-04-27
来自奥波莱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技术
与生产自动化系的Grzegorz Królczyk教授
参加了OPUS竞赛并且获得了国家科学中心
的拨款。 Grzegorz Królczyk教授也成为著
名杂志 “测量”（Measurement）的编辑
委员会成员。“测量”（Measurement）
杂志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计量学期刊之一， 
Królczyk教授将担任副编辑。 OPUS竞赛是
关于研究项目的竞赛，将为项目购买或制造
必需的设备提供资金。 Królczyk教授负责
处理精确铣削过程中动态和耐久性问题的建
模；该项目将于2018-2020年实施，项目资
金预算为75万兹罗提。  

经济心理学会议
2018-04-27
华沙的考明斯基大学与经济心理学学会
将共同组织经济心理学会议，会议将于5
月16日至18日在Konstancin-Jeziorna举
行。 会议主题包括以下领域：经济行为
心理学，决策制定，风险认知，实验经济
学，货币心理学和经济社会化。 在会议期
间来自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SWPS的副校长
Grzegorz Sędek教授将开设公开讲座， 
他在实验心理学社交，临床和心理认知方
面是权威专家；并且他在认知限制方面进
行了跨学科研究。  

奥尔什丁Startup周末
2018-04-27
位于奥尔什丁的Warmińsko-Mazurski
大学将于2018年5月11日至13日组织以
奥尔什丁Startup周末为名的活动；这将
是一个54小时的创建项目的马拉松，在
活动期间大家将能够验证自己的商业理
念。 导师将们监督工作，包括商人从业
人员以及图形和编程专家，他们将为大
家提供帮助。活动组织方将确保每一个有
想法并希望参与创造新事物的参与者都
能够抒发自己的观点和得到相应的专业
解答。 更多信息：http://communities.
techstars.com/poland/olsztyn/startup-
weekend/12252  

在西里西亚大学举办的 “波兰
制造”电影节
2018-04-27
西里西亚大学的博士生与波兰语言文化学
院、国际波兰研究所和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共同合作组织了第六届“波兰制造”电影
节；今年电影节的活动口号是“波兰制
造，亚洲制造”。 电影节将于5月8日在卡
托维兹举行；地址：Uniwersytecka 4 ； 
在电影节上将展出来自波兰、格鲁吉亚、
吉尔吉斯和中国电影的作；这些作品将包
含及代表自己文化区域的特点。电影节的
目的是拓宽波兰和外国学生文化能力的范
围。 电影节的组织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
呈现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习俗。 电影
节还将向在西里西亚大学学习的学生介绍
波兰的外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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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版BLOOM项目正式启动
2018-04-27
克拉科夫农业大学和哥白尼科学中心共
同负责波兰版的国际BLOOM项目（提升
欧洲公民对生物经济研究和创新的认识
和意识Boosting European Citizens’ 
Knowledge and Awareness of Bio-
Economy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 BLOOM项目致力于传播有关生物经济
的知识，旨在增加各组织参与规划和实施
科学研究和实际解决办法。 生物经济主要
致力于确保粮食安全，管理可持续自然资
源，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缓解气
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等领域。

来自四川省的代表团参加学术
交流
2018-04-30
NAWA国家学术交流局代表会见了四川省
政府教育厅代表团，四川省政府代表团来
到波兰参加中国教育展。 据NAWA介绍，
中国教育博览会旨在向波兰学生和大学介
绍四川大学和学院的潜力，鼓励学生到四
川学习，并了解波兰大学在增加在波兰的
中国学生人数方面的优惠。 今年10月25
日，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和波兰大学将出
席的在成都举行中国教育博览会。

波兹南博士获得论文竞赛奖
2018-04-30
Paweł Jeżowski的博士论文 “基于从复
合正极预先锂化石墨电极的锂离子电容
器” 获得了波兹南第14届市级最佳硕士和
博士论文竞赛。 在博士组比赛中，Julian 
Balcerka的论文 “支持自动危险识别的
人机界面”、Przemysław Bartczak的“
评估天然材料在水体系中去除选定的无机
和有机污染物中的吸附能力”以及Rafał 
Brodziak的“使用人工渗透方法操作和
控制水分识别过程的情景”论文获得了奖
项。 在硕士组比赛中，Igor Chudaska
的“上肢假体组件的设计和快速制造方法
论”论文和Rafał Krzysztof Nowak的“
智能建筑中的过程控制可视化”论文获得
了奖项。 更多信息：https://www.put.

poznan.pl/pl/aktualnosc/poznanscy-
studenci-i-doktoranci-nagrodzeni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吉祥物比赛
2018-04-30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
场吉祥物公开竞赛，作品提交日期至5月
31日；吉祥物是唤起积极关联，弘扬大学
的价值观，通过参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
展塑造爱国主义，公民责任，社会活动，
相互尊重和宽容的态度。 作为欧洲著名的
理工大学开展创新研究和开发工作，为社
会和知识经济培养高素质的员工，并积极
影响该地区的发展，这个竞赛项目非常符
合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使命和愿景。 挑选
吉祥物时将考虑到信息的可读性，创新性
和独创性，项目的审美价值和促销潜力。 
更多信息以及关于竞赛规则http://www.
polsl.pl/Documents/Regulamin%20
konkursu%20-%20Koncepcja%20
maskotk i%20wraz%20z%20 je j%20
nazw%C4%85%20dla%20P%C5%9A.
PDF

罗兹举行“科学艺术”大会
2018-04-30
波兰创新战略协会、罗兹大学戏剧系、新
闻和社会传播系将于5月14日至15日举办
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科学艺术策略和创
造性过程“。 此次会议为跨学科会议，会
议组织者希望将重点放在与艺术作品，艺
术现象和创作过程的分析和解读传统相关
的主题上。 在分析这些过程时，希望特别
关注通过艺术对人类认知和学习的广泛了
解，以及塑造创造性生活的文化环境。 此
次会议的主持者是Grażyna Habrajska博
士和 Mariusz Bartosiak博士。

现代世界分离主义运动会议
2018-04-30
5月9日，卢布林玛利亚居里斯科沃多斯卡
大学政治学系将组织一场关于'现代世界分
离主义运动'会议；会议的目的是系统化和
评估与分离主义运动相关的经验，并指出
他们发展的潜在方向，以及他们创造的机
会和威胁 。 在会议期间，来自格但斯克大

学的Grzegorz Piwnicki教授将展示20世纪
和21世纪在欧洲的分离主义和分裂运动、
来自华沙大学的Roman Szul教授将谈论民
族领土和结构动态、来自波兹南亚当密茨
凯维奇大学的Wojciech Nowiak教授将带
来“北欧之后的分离” 的主题讲座。 除主
题讲座之外，会议期间还将有关于：分离
主义 - 问题与挑战，世界分离主义，西欧
国家的分离主义，前苏联国家的分离主义
以及中欧国家的分离主义的小组讨论。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科学家在凯
尔采“3D打印日”博览会上获
得成功
2018-05-07
来自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化学系高分子技术
部团队赢得了凯尔采“3D打印日”的主要
奖项和波兰技术倡议协会的提名。 获奖作
品是可堆肥和可生物降解的颗粒用于支撑
生产由可再生原料得到的BioGranAqua。 
颗粒由基于由欧洲专利保护的本发明的
聚合物技术椅中开发的聚合物组合物制
成。 在凯尔采的展会上，团队展示了
BioGranAqua颗粒本身及其特性以及从实
验室规模获得的细丝原型。 它们对环境无
害并且能在水中溶解、能够有机回收。 这
种材料有望替代石化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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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奥波莱大学的Krystyna 
Modrzejewska教授荣获学术
棕榈勋章
2018-05-07
自1977年以来，Krystyna Modrzejewska
一直在奥波莱大学工作；目前在奥波莱
大学负责法国文化和语言系。 来自奥
波莱大学法国文化与语言系的Krystyna 
Modrzejewska教授荣获学术棕榈勋章 
；这是由拿破仑创立，也是最古老和最
负盛名的法国的奖项之一。 法国驻波兰
大使馆科学和大学合作专员Christophe 
Paoli博士在颁奖仪式上说：“Krystyna 
Modrzejewska，我将授予你学术棕榈勋
章的徽章，并且将授予你学士学位。” 学
术棕榈勋章是由法国教育部，科学和高等
教育管理，奖项主要办法给有助于法国的
思想智慧，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的大学研究
人员。

来自卢布林玛利亚居里斯科沃
多斯卡大学的Jakub Nowak
博士获得了主要媒体奖项
2018-05-07
玛利亚居里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新闻办公室
的Katarzyna Kozielewicz宣布道：在第
一届“媒体和民主Karol Jakubowicz奖”
中，来自卢布林玛丽亚居里斯科沃多斯卡
大学政治学系新闻系的Jakub Nowak博
士因为“政策网络流行文化”著作而获得
了主要媒体奖项。 在获奖著作“政策网络
流行文化”中，作者探讨了在线内容的可
见性及其广播的政治、机制，公民活动的
新模式以及所谓数字中介的政治地位等问
题。 “媒体与民主Karol Jakubowicz奖”
的颁发仪式将在欧洲媒体管理协会大会期
间举行，于6月15日11:30在华沙大学图书
馆进行。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的西伯利
亚研究人员
2018-05-07
弗罗茨瓦夫大学古生物系于5月10日星期
四邀请各位参加由托木斯克大学的学术人

员讲的公开讲座，届时讲座将用英语进
行。地址：弗罗茨瓦夫大学环境生物学研
究所，Sienkiewicz 21街道。 整个讲座被
分为两部分：在上午的会议中，来自西伯
利亚的客人将会谈到西伯利亚和欧亚大陆
北部地区猛犸象的灭绝事件：全球气候变
化，人类影响和环境地球化学变化以及楚
里姆河流域从中生代到新生代的自然环境
变化。 在下午的会议上，安排了题为“西
西伯利亚南部地区（地区，地质结构，古
生物地点，研究方法，探险队）的土地定
居点”的讲座。 所有感兴趣者也将有机会
熟悉托木斯克大学的科学和教学方面的提
议。 这次访问也是Erasmus ++计划的一部
分。

波兰和德国科学家在Tatra的共
同发现
2018-05-07
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网站报道：“
来自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的Paweł 
M. Owsianny博士与来自德国的科学家一
起Tatra国家公园发现了新的藻类。研究成
果使塔特拉山被纳入其中一个欧洲生物多
样性中心 “新兴物种” 中。” 对于Tatra
国家公园的研究由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的
Nadnotecki研究所开展，总部位于皮瓦
（Piła）。研究得到了北部基金会和残疾
人水肺协会（HSA）的支持，被发现的两
个（Dinoflagellata双鞭毛虫门）物种以
皮兰的Grzegorz Marciniak和Krzysztof 
Trawiński的名字而命名：Parvodinium 
marciniaki和 Parvodinium trawinski. 
Owsiannego博士的研究小组由来慕尼黑
路德维希大学的Marc Gottschling教授和
来自慕尼黑的Maximilian教授组成。  

“中国能拯救世界吗？” 来自
Grzegorz Kołodko教授撰写
的新书
2018-05-07
Grzegorz Kołodko教授的新书 “中国能
拯救世界吗？将于今年5月15日正式发行； 
Grzegorz Kołodko教授的著作是在世界上
被引用最多的波兰经济学家。 他曾四次担

任波兰政府副总理和财政部长。 目前，他
是华沙考明斯基大学（Akademii Leona 
Koźmińskiego）TIGER转型，整合和全球
化研究中心的主任。 Kołodko教授最近的
研究是关于中国经济成就的综合性文献； 
然而，这些只是为了试图找到中国经济
成功是否有助于解决全球问题的答案的背
景。 来自玛利亚居里斯科沃多斯卡大学的
Maciej Bałtowski教授在Kołodko教授新
书的评论写道：“这个非常重要和有趣的
研究解决了关键问题，我毫不犹豫地使用
这个声明，世界的未来。 对西方世界和波
兰的中国现象 - 特殊文明飞跃的原因，条
件和影响 - 的理解是肤浅的，受到传统观
察的污染，以及将已使用的措施应用于新
现象或与已确立的科学知识状态相矛盾。 
作者成功地克服了这种状况，这是该书的
关键价值，这远远超出了对中国经济的标
准研究。“

什切青大学“生物学家的春
季”
2018-05-07
什切青大学生物系组织了第七届“生物学
家的春季”； 5月11日星期五主办单位邀
请你各位去探索生物学家的春天；整个活
动包括有趣的节目和讲习班、具有吸引力
的实验室，以及展览和其他好玩的项目。 
作为活动的一部分，您将能够看到什切青
历史上的第一个标本馆“植物标本馆”，
其中包括1837 - 1939年的维管植物，地
衣，真菌和历史德国收藏品。 目前在植物
标本馆约有55,000个标本。 科学家将以不
常见癌症为例谈论拯救濒临灭绝的物种；
并且将提供一个体外培养实验室，您将能
够独立地将植物外植体转移到各种培养基
中。 已计划数十种活昆虫和热带蛛形纲动
物以及不同种类的地衣和真菌。   更多信
息： http://wb.usz.edu.pl/upload/wb/
PROGRAM_Wiosny_Biologow_2018_
zbio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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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ukobus访问立陶宛
2018-05-07
Naukobus是由华沙哥白尼科学中心与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共同合作的移动展览；目
前展览进行了第一次国外旅行、访问了立
陶宛的维尔纽斯，考纳斯和其他几个城
市。 通过Naukobus，您将有机会看到和
接触由哥白尼科学中心的动画设计团队准
备的20多件展品、孩子们通过实验可以学
习到关于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或计算机
科学领域的知识。 科学部通报：“在立
陶宛的城市的展览在为波兰和立陶宛的近
2000名学生提供、展览项目是与波兰维尔
纽斯研究所共同组织的，其目的是在立陶
宛的波兰儿童中推广科学。”

波兰与捷克共和国及斯洛伐克
进行的双向交流比赛
2018-05-08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通知：“双向交流比赛
已经宣布开始，目前来自法国的科学宣
布将参加比赛，来自奥地利和德国的科
学教将参加捷克共和国与斯洛伐克的比
赛。” 比赛的目的是支持科学家的流动
性，科学家将执行由伙伴国家的研究人员
商定和进行的项目；只有个人交换将得到
补贴。 资助申请包括：波兰科学院大学，
科学单位，根据单独条例设立的研究机构
和国际科学研究机构并且在波兰境内运
作。 更多信息： https://nawa.gov.pl/
naukowcy/oferta-wyjazdowa

华沙和罗兹的学生共同研发了
潜水员的新定位器
2018-05-08
据波兰新闻社报道，来自华沙理工学院和
罗兹理工大学的学生组成的团队在微软
Imagine Cup 2018比赛全国总决赛中夺
得大数据类别的第一名。 他们研发的波浪
定位系统可以提供实时潜水员的实时位置
信息；收集的数据将发送到Azure云，并
使用智能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对其进行分析
和可视化。 来自华沙理工大学和罗兹的理
工大学的学生将代表波兰参加今年7月在美
国西雅图举行的世界总决赛。

奥尔什丁景观建筑学生获得的
成功
2018-05-08
奥尔什丁大学的电子报通知：“奥尔什丁
的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的学生在风景园林
领域赢得了最佳毕业论文和硕士学位的竞
赛。” Ewelina Pochodyła的作品 “沿着
Morąskie Rozlewiska海岸线的一段风景线
开辟了空间发展的概念” 获得了由波兰景
观设计师协会组织的工程类作品竞赛的奖
项，Katarzyna Wójcik的作品：“风力发
电站和风景；分析'Mikołajki Pomorskie'风
电场对景观的影响'获得了硕士类的奖项。 
这两篇论文的推荐人都是Mariusz Antolak
博士，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环境与农业发
展学院景观建筑系助理教授。

华沙大学10周年开放大学
2018-05-08
5月9日至10日的华沙开放大学十周年之
际，计划召开 “在新的层面开展10年成人
教育” 会议。 据华沙大学报道，开放大
学为所有感兴趣的人组织课程，无论参加
者的教育程度和专业资格如何。 自2008
年以来，有超过1200名的讲师与开放课
程合作；去年，每个学期都有200多门课
程可供选择。 共组织了574个小组学习，
超过8,500人参加了这些课程。 今年的会
议将分为四个讨论小组：心理学院的Ewa 
Czerniawska教授主持的“为什么成年人
要学习？成人学习的未来能力”、由教育
质量办公室的Agata Wroczyńska教授主
持的“终身学习和劳动力市场及其需求“
、由物理学院Andrzej Wysmołek教授主
持的成人学习者，即大学的更高挑战“，
以及新闻息学院的Radosław Pawelec
教授主持的”如何教育成人？ 更多信
息： https://www.uo.uw.edu.pl/10lat/
konferencja_jubileuszowa

热舒夫大学与巴里大学的合作
协议
2018-05-08
热舒夫大学已与意大利大学西塔迪迪巴
里阿尔多莫罗签署了科学合作协议； 两

所大学均由各自的校长代表： Sylwester 
Czopek教授和Antonio Felice Uricchio
教授。 所签署的协议规定了教职员工和
学生的联合研究和交流。 此外，大学还
将交流组织教学过程的经验和研究类似专
业的课程。并且还将开展联合研究项目。 
Sylwester Czopek教授说：“建立与外国
中心的科学关系是我们大学奉行的优质政
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很高兴巴里大学
成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团队  。”

扎布热新实验室中心正式开始
运行
2018-05-08
西里西亚大学报道：“扎布热的实践和继
续教育中心将有一个配备混合动力汽车的
新车间；新实验中心运行仪式将在“新职
业教育质量”会议期间举行。 在仪式期
间，副校长兼理工学院社会经济环境合作
系教授 Janusz Kotowicz做了关于创新技
术的讲座；在讲座之后的小组讨论中，谈
到了需要新中心需要持续培养人才的必要
性。 在新实验中心，有美国HAAS公司提
供的数控机床工作站、芬兰FORTUM公司
提供的可再生能源以及ROCA卫生设备的
组装；并且配备新型全功能丰田混合动力
汽车的汽车车间也新实验中心。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在“波兰共
和国武装力量革新”竞赛中获
奖
2018-05-08
来自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的滨海市省管理实
验室的用于特殊操作的导航模拟器设计在
创新防御技术实施监督组织举办的“波兰
共和国武装部队革新”竞赛中获奖。 模
拟器用于创建和实施先进的训练士兵在个
人和团队导航领域的特殊行动；它能够在
周长的3.4米虚拟CAVE-6屏幕的基础上运
行并且同时进行立体投影。 滨海省危机管
理实验室准备的逼真的培训情景，单独的
个人或者一组团队将完全沉浸在虚拟世界
中的印象，并且这个虚拟世界正在持续生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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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 Rockafellar教授在波兹
南理工大学的讲座
2018-05-08
波兹南理工大学邀请您于5月10日参加
Terry Rockafellar 教授的适用于不确
定 条 件 下 的 决 策 优 化 公 开 讲 座 ， T e r r y 
Rockafellar 教授是优化理论和数学分
析及组合学领域的优秀科学家之一。 R. 
Tyrrell Rockafellar教授于1963年毕业于
哈佛大学；他的科学兴趣包括随机规划，
经济学，金融和工程应用中的最优控制。 
如果使用概率模型描述未来事件的不确定
性，我们正将处理随机优化。 做决定的常
见标准是将风险控制在一定水平以下。因
此， “风险措施”就是包括这一类别的新
措施 高速缓存的失败概率；这样既可以
更直观地描述情况，又不需要太多的复杂
计算 。   更多信息： https://sites.math.
washington.edu/~rtr/mypage.html

AGH科技大学的学生在塔吉克
斯坦建造了一个太阳能灯
2018-05-09
克 拉 科 夫 大 学 发 言 人 A n n a Ż m u d a -
Muszyńska说：“来自克拉科夫AGH科技
大学的学生在塔吉克斯坦项目框架内接受
了杜尚别塔吉克技术大学塔吉克同行的可
再生能源教育；他们介绍了他们的光伏秘
密，然后在访问杜尚别期间，共同建造了
一盏太阳能灯。” 太阳能灯与附属的测量
系统将成为塔吉克学生光电技术运行的一
个实例，也是实验室课程中的一种创新工
具。 塔吉克斯坦项目由AGH科技大学能
源与燃料学院的四名学生参与：Joanna 
Maraszek、AnnaŚcierska、Joanna 
Dubielewska和Hubert Stinia，他们决
定与塔吉克斯坦的同行分享他们对可再生
能源的知识，从而帮助缓解中亚地区能源
的短缺情况。 塔吉克斯坦超过百分之七
十的居民都会遇到断电的情况。 更多信
息： http://projecttajikistan.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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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的学生
在美国机器人比赛中取得成功
2018-05-09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生
团队参加了北美最大的机器人比赛 - 普莱
森顿的Robogames 2018并且赢得了两枚
金牌和一枚铜牌。 据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
学报道，Hellire2机器人在MiniSumo类别
中获得了金牌；在MegaSumo类别中，
共有24个机器人参赛，比亚韦斯托克理工
大学的SumoMasters团队的两个机器人出
现在了领奖台上。获奖的是ACE；第三名
是Masakrator、第四名Speedster。 波兰
队在加利福尼亚州普莱森顿的比赛中大放
异彩。 作为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项目的一部
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为团队提供了发展
条件以及 “做到极致的最好！2.0“的财政
支持。

截止5月11日仍可以注册参
加“Polonia Restituta”会议
2018-05-09
到5月11日，您可以注册参加西里西亚大
学神学院的“Polonia Restituta ...”会
议。 将于5月14日举行题为“思故乡公民
和爱国主义...波兰恢复独立一百周年” 的
辩论。 演讲者为：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财政部长
Teresa Czerwińska、卡托维兹大主教大
主教Wiktor Skworc、卡托维兹路德教会
主教Marian Niemiec和波兰历史博物馆
馆长Robert Kostro。 会议作为“Polonia 
Restituta”的一部分举行； “恢复独立
100周年纪念波兰十诫”的发起人是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以及波兰主教社会会议理事
会 。 该项目由十个专题会议组成，涉及
公共，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等问
题。 更多信息： http://www.us.edu.pl/
konferencja-z-cyklu-polonia-restituta-
na-uniwersytecie-slaskim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欢迎新成员
的到来
2018-05-09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迎来新的教学人员；
来自医学牙科系医学系耳鼻咽喉科和喉
科肿瘤科的部门和临床部门的Grazyna 
Lisowska教授获得了Andrzej Duda总统
的提名。 Grażyna Lisowska教授是耳鼻
咽喉科的专家；她的科学活动主要集中在
与听力器官客观评估有关的问题上。 最重
要的成就包括评估与HNO（Hals-Nasen-
Ohren）Universitätsklinik Kantonsspital 
Basel合作开发的橄榄齿轮系统的创新方
法。 Grażyna Lisowska教授主要处理突发
性耳聋和耳鸣以及窦性疾病的现代治疗方
法，以及在临床实践中使用现代鼻内窥镜
鼻窦手术技术。  

Michał Tendera 教授成为
Academia Europaea的成员
2018-05-09
来自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医学院心脏病与心
脏病系的Michał Tendera教授被选为欧洲
非政府科学组织Academia Europaea的
成员；这是对教授的成就和贡献的赞赏。 
Academia Europaea是最大的泛欧科学
协会，以皇家学会的名义成立于1988年。
目前它涵盖了3.5万名研究学者，其中包
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生物科学与医学，法
律，经济学，技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
和精确科学领域的顶尖专家。 皇家学会的
使命是在科学，研究和教育中引入最高标
准的学者，支持跨学科和国际研究，以及
促进欧洲科学和研究的价值。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已接受合作
伙伴关于无障碍的声明
2018-05-09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网站通知：“格但斯克
理工大学已接受合作伙伴关于无障碍的声
明；这将承诺合作实施2018-2025年政府
无障碍计划。” 投资和发展部实施的计
划包括以下领域：建筑，交通，教育，医
疗，数字化，服务，竞争力和协调。主要
目的是提供免费商品和服务，并参与有特

殊需求的人们的社会和公共生活。 共同签
署文件方为：波兰政府、地方政府、非政
府组织、企业家、公共机构和媒体的代表 
。确保有特殊需求人士以平等机会和获得
物质，社会和文化环境，娱乐，休闲，体
育，医疗保健， 教育，工作，交通，信息
和通讯手段。

在波兹南举行有关乌克兰人在
波兰的学术辩论
2018-05-09
波兹南经济和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邀请
大家于5月14日周一参在在波兹南举行的
第9界学术辩论“距离最近的外国人：在波
兰的乌克兰人”。 在Collegium Minus大
学，科学家们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乌克兰公
民来到波兰；们的涌入始于俄罗斯在2014
年的侵略之后。 从那时起，根据各种估
计，约有150万乌克兰人涌入波兰，最初的
抵达主地点是华沙和波兰东部的城市； 目
前他们分布在波兰的每一个地方。 第九届
学术讨论会的组织者希望连同在波兹南大
学相关的乌克兰人，共同探讨这一新现象
带来的各方面包括社会、文化、经济、人
口和政治的影响。

第35届“21世纪的世界经济：
挑战和前景”国际会议
2018-05-10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国际经济关系邀请大
家参加第35届“21世纪的世界经济：挑战
和前景”国际会议。 会议将与5月14日举
行；此次与全球和波兰经济以及包括下西
里西亚在内的地区发生的结构性和系统性
变化密切相关。 这次会议是波兰历史上规
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处理全球化时代地
区主义问题的会议；届时将讨论波兰的促
进出口政策和外国投资。 西里西亚会议的
传统是所有波兰学术中心的研究人员以及
国家行政，商业和媒体代表的积极参与。 
来自波兰和海外的50多位科学家将参加今
年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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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国家农产品市场转型的科
学研讨会
2018-05-10
2018年5月14日华沙生命科学大学于组织
了主题为 “欧洲农业市场共同农业政策 - 
作物生产发展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的科学
研讨会。 科学研讨会将介绍欧盟国家在共
同农业政策下农业市场变化的科学研究成
果；在研讨会期间，与会者将对特定农产
品市场的现状进行诊断，并反思动植物产
品市场的发展方向。 该计划还包括在欧盟
当代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讨论共同农业政策
的变化，以及欧盟消费者保护政策的近似
问题。

波兰“可折叠高楼”成为著名
建筑设计竞赛赢家
2018-05-10
来 自 弗 罗 茨 瓦 夫 理 工 大 学 的 P i o t r 
P a ń c z y k 、 罗 兹 工 业 大 学 的 D a m i a n 
Granosik和克拉科夫科技大学的Jakub 
Kulisa为自然灾害的受害者设计了一座折
叠式塔并且赢得了国际建筑竞赛eVolo的
奖项。 Skyshelter.zip 是一种基于EFTE铝箔
（乙烯四氟乙烯）的纳米材料制成的便携
式摩天大楼，将成为各种救援行动的多功
能中心。 整个结构的最大长度为100米，
底部长10米×10米，其结构类似于手风琴
或中国折纸。 通过泵入室内的气体量，您
可以控制将要铺开的楼层数量。 关于项目
更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 k t u a l n o s c i / p r o j e k t - s t u d e n t a -
wydzialu-architektury-nagrodzony-w-
usa-10847.html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是IREG天文
台的学术排名
2018-05-10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加入了IREG天文台的学
术排名；这个国际组织旨在提高国际和国
家大学排名的质量。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
校长Jacek Namieśnik教授在大学的网站
上说：“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不仅我们
是该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而且我们
非常重视保持高标准的教育 。” IREG集

团（国际排名专家组）于2002年首次举行
会议，并于2009年成为全球性的非营利组
织。 除了格但斯克理工大学之外，吉达商
业和技术大学（沙特阿拉伯）和西里西亚
科技大学也加入了IREG集团。

格但斯克/格丁尼亚/索波特 -第
九届“之间”文学与戏剧节
2018-05-10
5 月 1 4 日 至 2 0 日 将 于 格 但 斯 克 ， 格 丁
尼 亚 和 索 波 特 举 行 第 九 届 文 学 与 戏 剧
节；该活动的主题是MAPS。 该活动
由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的 教 职 员 工 、 博 士 生
和语言学院的学生组织。 大学发言人
Beata Czechowska-Derkacz博士
说：“文学与戏剧节是文学，戏剧，音
乐和其他艺术形式的会议场所；活动主
要计划在索波特的BOTO剧院、海滩剧
院、Sierakowski庄园、和Wybrzeże剧
院的舞台进行”。 活动于5月14日星期一
上午10点在格但斯克大学现代语言系开
幕；在文化节期间， 以下作家及诗人将会
出席：Monika Sznajderman、Andrzej 
Stasiuki、Mieczysław Abramowiczy和
Michael Edwards。文化节期间还会有音
乐会、展览、表演和戏剧研讨会、电影演
示、科学会议和讨论等活动。

在Collegium Civitas举行会议
将致力于经济欺诈的风险管理
2018-05-10
2018年5月21日在华沙Zielna会议中心由
社会和经济风险委员会Civitas组织的会议
的标题为 “管理经济欺诈风险 - 在拟议的
法律条例中的要求” 。 保护欧盟境内举报
违法案件的人目前是零碎而不一致的；目
前只有10个欧盟成员国为举报人提供全面
保护。而在其他国家，所受到的保护是局
部的，是指特定的部门或类别的雇员。 在
会议期间，将就以下主题展开讨论研究：
法律信号机的角色和法律地位、举报利用
银行活动实施犯罪或调查性审计的案例、
检测和防止组织滥用行为的创新方法。  

波兰 - 南非合作研究项目
2018-05-10
国家研究与开发中心（NCBR）与国家研
究基金会（NRF）共同宣布波兰 - 南非联
合研究项目的竞赛即将开始。 参加竞赛的
项目必须涉及以下研究领域：健康科学、
农业、生物技术、环境与气候变化、水资
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海事经济、提炼煤
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 提交申请的截
止日期为2018年7月9日；国家研究与发
展中心将为该项目拨出多达45万兹罗提的
费用，共同资助波兰实体参与竞争、项目
实施期限为36个月。 更多信息： http://
www.ncbr.gov.pl/gfx/ncbir/useriles/_
public/programy_miedzynarodowe/
wspolpraca_dwust ronna/rpa/2_
konkurs/zasady_udzialu_polskich_
podmiotow_rpa_2018.pdf

在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进行的
欧洲第一例髌骨移植
2018-05-10
在弗罗茨瓦夫大学临床医院运动器官矫形
外科和创伤外科的医生操刀下进行了欧洲
第一例、世界第二例的髌骨癌患者移植手
术。 临床医院的负责人Szymon Draga教
授道：“对于这个患者医生不能使用肿瘤
切除的标准治疗方法、有必要重建整个伸
肌器械，让患者能够矫正膝关节，因此我
们决定进行移植手术。” 移植材料来自已
故捐献者；医生决定不给患者免疫抑制药
物，以免削弱人体的免疫系统；同时也存
在骨头移植到活体膝关节能否正常工作的
担心。在手术一年以后，我们了解到手术
真正成功了，因为患者能够重返工作岗位
并且未出现任何的排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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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克拉科夫国际MBA大会
2018-05-10
5月18日至20日，由克拉科夫经济大学商
学院举办的第14届国际MBA大会将在克
拉科夫举行。 今年的会议将以“当地商业
资源和公司的全球运营”为口号举行；它
由来自科学和商业领域的杰出专家领导的
五个讨论小组组成，与会者将能够参加商
业研讨会。 在今年的会议期间，将就以下
问题展开讨论：在全球管理的人力资源项
目中使用本地资源的案例研究、行为经济
学 - 非理性消费者决策和全球公司决策、
全球公司对当地市场的挑战 - 实践中的
多元化管理; 敏捷项目管理简介。 更多信
息： http://kongresmba.pl/  

Andrzej Ślebarski教授获得
Kościuszko基金会的奖学金
2018-05-11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固态物理系的Andrzej 
Ślebarski教授获得了Kościuszko基金会
的奖学金；由于这笔奖学金，Andrzej 
Ś l e b a r s k i 教 授 将 能 够 在 加 利 福 尼 大 学
（UCSD）进修三个月。 Andrzej Ślebarski
教授将在2018/2019学年在加利福尼亚大
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进修；这并不是他所
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学，Kościuszko基金
会的奖学金他之前获得过两次；之前也获
得了富布赖特奖学金。 加州大学圣地亚
哥分校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也是世界
上最好的大学之一；这所大学的很多科学
家是诺贝尔奖得主：Maria Goeppert-
Mayer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她出
生在卡托维兹并在美国念完了大学。  

“Polityka”周报为罗兹大学
研究人员颁发的2018历史奖
2018-05-11
据由罗兹大学促进中心报道，罗兹大学犹
太研究中心的Ewa Wiatr博士的“罗兹犹
太人区Rywka Lipszyc日记”项目获得了 
“Polityka”周报的2018年历史奖。 罗兹
大学犹太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研究中
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波兰犹太人的历史。 
Ewa Wiatr博士说：“我与Rywka Lipszyc

的每日冒险始于2009年；当时，一份匿名
手稿送到了犹太研究中心。 Rywka这个名
字和她的家人的身份在该杂志的编辑过程
中变得明显。 我们可以谈论巨大的快乐、
我们甚至设法到达居住在以色列的Rywka
堂兄弟，他们是日常生活的英雄。 对我来
说，每天处理罗兹犹太人的历史，这是一
个非凡价值的来源。”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的项目参加
ECO-BOT会议
2018-05-11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的研究人员参加了ECO-
BOT项目合作伙伴的全体会议；ECO-BOT
项目旨在改变能源消费者对能源效率和亲
生态活动的行为。 ECO-BOT研究项目（
消费者致力于可持续能源的个性化信息通
信技术）由Horizon 2020项目提供资金；
目标是创建一个虚拟的个性化能源助理、
提供当前消费的信息并向用户提供建议。
它可以采取措施来限制它并节约能源。 会
议在雅典附近的Maraton体育场举行；会
议介绍了当前的研究进展，交流意见和经
验，并协调导致项目实施的进一步活动。 
更多信息：http://eco-bot.eu/

第六届波兹南珍奇动物日
2018-05-11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兽医和动物科学系的
学生和博士生于5月19日和20日邀请您参
加第六届波兹南珍奇动物日活动，届时将
举办第八届珍稀动物展。 波兹南珍奇动物
日是波兹南大学最大的非商业活动。据组
织者透露，展会将展出众近150种动物。 
除了珍稀的啮齿动物，游客还可以欣赏到
各种丰富多彩的爬行动物，两栖动物或节
肢动物。 在保持展览传统的同时，组织者
希望拓展他们在生物学，育种和生态学领
域的知识。 他们还希望鼓励年轻自然主义
者从不同角度探索动物迷人的世界。

西里西亚省保持着语言、文化
的多样性
2018-05-11
奥波莱大学已启动“语言，文学和传统中
的西里西亚文化多样性”项目；由德国研
究大学Studierendenwerk特里尔（SWT）
将实现波兰与德国的项目。 项目的目标
是捕捉西里西亚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区域现
象；来自德国和波兰的学生将参与项目
中，他们希望学习和记录波兰、德国，西
里西亚和犹太文化的历史。 奥波莱大学的
官网解释该项目时说：“文化的多样性能
够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并且是一种信念
和习惯；西里西亚的特点是它由很多和民
族、文化、传统和语言组成，但是同时它
仍然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该项目由德国
波兰研究所Jugendwerk、德国波茨坦和
波兰德国青年合作办公室共同出资。

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学
生的生态项目
2018-05-14
波兹南的三个项目在“IDEAMU！”比赛
中获得资助；其目的是发展“绿色”和社
会创新，并加强大学与环境之间的持久关
系。 获奖项目是“值得波兹南的莫拉斯
科” ；在莫拉斯科校园内放置箱子和动物
屋。 这些装置将包含它们所针对的物种的
描述以及所涉及的研究团队的信息。 获奖
的第二个项目是“生活壁画”；一方面将
包含绿化的装置，另一方面是玛丽亚·斯
科沃多夫斯卡 - 居里的艺术表现。 它将把
大学与居民联系起来，也是人与自然之间
的桥梁。 获奖的第三个项目是“绿色主
题”，即广播大学广播周期促进态度，想
法和促进生态活动。例如现代回收利用和
自制的可再生能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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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沙大学，Bilewicz教授就
蔑视性语言进行公开演讲
2018-05-14
Michał Bilewicz教授的公开讲座 “蔑视言
论；互联网的残酷语言如何改变了我们对
陌生人的看法？“将作为华沙大学周期“
新千年讲座8”的一部分进行。 Michał 
Bilewicz教授在大学偏见研究中心工作； 
Bilewicz教授认为： “我们几年来一直在
处理蔑视言论的真实流行。 侮辱穆斯林，
犹太人或乌克兰人是波兰媒体和互联网的
悲哀日常生活。“这个问题也具有全球
性。 Bilewicz教授希望在他的研究过程中
展示蔑视的语言如何改变媒体接受者。 在
讲座期间，他会尝试找到问题的答案：我
们是否因蔑视言论而对周围的邪恶变得不
那么敏感？ 我们看待陌生人的方式在改变
吗？

西里西亚大学 “世界报告文
学”大会
2018-05-14
波兰国际研究所所长和卡托维兹西里西亚
大学波兰语言文化学院于5月23日和24日
举办 “世界波兰文学”系列国际科学会
议；今年的会议主题是“世界报告文学”
。 讨论的主题将是各种媒体类型的报道和
相关趋势，“既存在于世界上，也存在于
全球，是文化间干预的主题，同时也在文
明现象的影响下演变”。 会议与会者将处
理外国接受波兰报告文学的问题 ； 包括对
波兰和世界的理解不一致。 他们还会考虑
向全球技术，地缘政治和社会文化进程报
告关系 - 数字革命，媒体的小报化，全球
化和多元文化。

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的全国性
会议
2018-05-14
瓦尔米亚大学和奥尔什丁大学波兰研究及
逻辑学研究所于5月14日至15日组织了“
语言，文字和交流新现象”系列全国性会
议。 奥尔什丁大学宣布到：“今年的会议
的口号是 “语言，文字和沟通情感”；在
会议期间，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媒体语

言研究人员将处理语言（文本）与情绪之
间以及情绪与通信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组
织者还说，会议参与者将重点讨论的话题
之一 是： 交流：语言中表达情感的新形
式，语义和实用表达中的情绪，政策语言
的情绪化，新闻信息中的表达表达和网络
传播中的情绪 。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独一无二的
参数展馆
2018-05-14
由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建筑系“Imago“科
学角的学生们设计和制作的参数展馆是世
界上独一无二的项目， 该项目将于5月16
日至19日在克拉科夫举行的科学与艺术节
期间展出。 参数展馆由132个连接在3D拼
图样图案上的元素组成；用于生建造展馆
的建筑材料是泡沫停车聚苯乙烯。 展馆长
12米、宽7米；最高处有3米。 它是世界上
这种类型最大的建筑之一，也是唯一一个
决定每个元素独特性的建筑之一。

第三届克拉科夫学术核能论坛
2018-05-14
5月16日至18日，第三届学术核能论坛将
在克拉科夫举行；活动的组织者是AGH
科技大学能源与燃料学院核能工程系和核
动力工程 “铀” 科学角。 克拉科夫大学
通知到：“该论坛面向核能和物理相关专
业的学生，波兰各地的科学界成员和热衷
者。将邀请嘉宾进行专题讲座； 来自能源
部核能司的Zbigniew Kubacki将介绍波兰
核电计划“、来自等离子体物理和激光微
流体研究所的Natalia Krawczyk将介绍“
热核合成 - 未来的能源”、来自核电部的
Mikołaj Oettingen博士将提出“使用能源
轨迹的前景”。 在论坛期间，还将举办与
波兰科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和公共政策研究
所合作编写的学生演讲和讲习班竞赛；并
且共同考察克拉科夫的Ekospalarni项目。 
更多信息： http://www.afej.agh.edu.
pl/

在卢布林举行的英语竞赛“接
受挑战”
2018-05-15
卢布林大学发言人Aneta Adamska 在网
站上说：“卢布林玛丽亚居里斯科沃多夫
斯卡大学邀请来自波兰各地的大学生，高
中生以及卢布林省的居民参加第三届英语
知识竞赛“接受挑战”。 英语竞赛由玛丽
亚居里斯科沃多夫斯卡大学促进中心和外
语教学与认证中心组织。 考试内容为45
分钟的写作题和60道单选题；比赛参与者
资格：16岁以上；比赛将于6月15日上午
10点15在卢布林玛丽亚居里斯科沃多夫斯
卡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举行，地址（Plac 
Marii Curie-Skłodowskiej 5）。比赛人数
限制为400人，所以组织方将根据申请顺序
挑选竞赛者。 申请最晚于6月13日之前通
过以下网站提交： www.umcs.pl.

AGH科技大学面向创新行业的
科学家和工程师提出挑战
2018-05-15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材料与纳米技术学
术中心将于2018年5月17日举办“创新产
业科学家和工程师面临的挑战”研讨会。 
研讨会的嘉宾和讲师将是来自荷兰的Luc 
Van De Putte，目前在安赛乐米塔尔波兰
担任集团经理；在他的讲座中，他将就处
理钢铁行业中的创新问题进行讲述，这些
问题有时被视为一个老行业，但实际上也
有很多创新和投资。 这为在该行业的公司
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创造了一个行动领
域。 在研讨会期间，Luc Van De Putte
将介绍安赛乐米塔尔建模小组所面临的挑
战，科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材料工
程师）在这些小组中负责过程模型，规划
和后勤改进以及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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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Civitas大学举行“恐怖主
义心理学”研讨会
2018-05-15
华沙的Civitas大学恐怖主义研究中心与历
史邂逅之家共同邀请您参加 “恐怖主义
观点”系列会议；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将是
心理学上的恐怖主义。 关于恐怖主义心
理来源的讨论包括：Collegium Civitas
讲师Mariola Wołoszyn 、2004 - 2010
年华沙警察总局警察心理学家Dar iusz 
P iotrowicz、SWPS大学讲师Andrzej 
Mroczek和恐怖主义研究中心恐怖主义专
家Andrzej Mroczek。 研讨会将于5月25
日星期五18.00点在华沙Dom Spotkań z 
Historią举行(免费入场)；地址ul. Karowa 
20。 如需参加会议请与主办方联系并确
认：cbnt@civitas.edu.pl

香港研究人员在西里西亚大学
的讲座
2018-05-15
5月16日至18日，来自香港浸会大学人文
学系和创意写作的 Dorothy Tse Hiu-hung
博士和Christophe Tong Yui博士将访问
西里西亚大学波兰文学研究所。 Dorothy 
Tse Hiu-hung博士和Christophe Tong Yui
博士结合教学工作和创意写作研讨会，来
研究香港最新的文学作品。 他们从事翻译
和艺术活动，是中国非常著名且屡获殊荣
的作家、故事家、小说家和诗歌集作者。 
来自中国的贵客将讲授香港文学和文化；
他们还将介绍有关这座城市的电影以及香
港回归中国后的具体历史和文化情况。讲
师们将会从Time Zero的文学艺术角度来看
待香港问题，即香港正式回归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时刻。

MedTrends - 欧洲现代健康保
护论坛
2018-05-15
5月23日和24日在扎布热举行第四届国际
MedTrends会议，届时将就波兰和欧洲
现代卫生保健的当前趋势，问题和挑战以
及欧洲现代医疗论坛进行讨论。 会议的第
一天将重点讨论与波兰数字健康实施和发

展有关的问题；讨论者将在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在教育，诊断和治疗文明病方面投
入大量的空间同时也是在波兰医疗保健系
统的新挑战和期望背景下。 第二天计划致
力于医疗保健初创企业；有计划的专家和
从业人员讲座以及研讨会和案例研究。 会
议还将举办MedTrends TOP TRENDS竞赛
会议，届时将选择最佳的医疗保健启动。 
申请参加会议信息：www.rejestracja.
medtrends.pl

波兹南经济大学的学生赢得
了“城市运动”竞赛
2018-05-15
来自波兹南经济大学的学生团队赢得了由
波兹南理工大学、波兹南经济大学、波兹
南市政府与大众汽车波兹南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组织的“城市运动”竞赛。 竞赛的
目的是探索波兹南大都市到2050年的发
展战略、特别强调城市交通和物流解决方
案、以及为发展地方政府管理，科学和商
业之间的合作创造场景。 获奖者特别关
注未来运输挑战的双重性，即货物运输和
人员运输。 该团队以应用程序的形式提
供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建议，旨在促进人员
和货物的流动。 获奖团队成员：Cezary 
Brudka、Klaudia Chomiak和Adam 
Rozynkowski -将获得22,000兹罗提现金奖
大众汽车波兹南有限责任公司两个月实习
的机会。

罗兹理工大学科学创新会议
2018-05-16
500强创新者协会和罗兹理工大学将于
2018年5月17日至18日举办一个致力于科
学创新的会议； 英国和波兰的初创企业
专家将出席这次活动。 来自剑桥全球协
会的Allan Barrell教授将表述他本人对英
国和波兰的创新集群的意见；Nicholas 
Coutts 将出席在欧洲各地共同创立的支
持创业公司的项目，创新论坛组织创始人
Mark Tyl将提出一份让年轻创业公司加速
并支持国际发展的提议。 在会议期间，将
会有一个关于筹资启动和研究成果商业化
的讨论小组；工业发展署发展和创新办公
室主任Bartosz Sokoliński、Allan Barrell教

授和波兰能源集团新能源项目总监Daniel 
Maksym将出席小组讨论会。

博物馆之夜
2018-05-16
第15届博物馆之夜将于5月19日在华沙举
行；华沙大学和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多年来
一直在参加博物馆之夜，今年的博物馆之
夜将会邀请各位对参加副总理Jarosław 
Gowin的办公室。 在科学与高等教育
部，除副总理办公室之外，Naukobus和
Planetobus也欢迎各位参观，同时还有
三款可交流机器人SANBOT等着与各位互
动。 华沙理工大学邀请您在下午6点至8点
之间参观大学院校，同时在晚上10点的时
候会向各位展示化学放映光效。 华沙中央
商学院从19:00开始 “云讲座” ，组织者
将讲述 “如何在证券交易所赚取一百万美
元” 。 从20:00开始，哥白尼科学中心将
举办数百场互动式展览，其中包括从今年4
月开放的独立实验室以及100多场全新的互
动展览。

热舒夫大学的跨文化交流
2018-05-16
热舒夫大学的新学年招生已经正式开始； 
今年，热舒夫大学的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
方向 - 社会学和历史系跨文化交流。 热舒
夫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说，这个
新的研究领域是专门为那些希望不仅在喀
尔巴阡山发展自己的技能，而且还希望在
国际舞台上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学生们
提供的。 社会学和历史学院院长Paweł 
Grata教授：“认为新学习领域的优势在
于可以在许多职位上从事与公司内部和外
部沟通以及资源和人力资本管理有关的职
业生涯。” 新学年历史院招生名额为25
人。 更多信息： https://irk.ur.edu.pl/
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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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zej Więcek教授获得了欧
洲肾病学会的奖项
2018-05-16
来 自 西 里 西 亚 医 科 大 学 医 学 院 肾 脏 病
学，移植学和内科疾病主席和诊所主管
Andrzej Więcek教授是获得了欧洲肾病学
会（ERA-EDTA）奖项；这一奖项是对教授
的杰出贡献的认可。 Andrzej Więcek教
授加入ERA-EDTA协会已有三十年；2011
年，他成为秘书财务长，三年后成为该组
织的主席。 在任期间，他稳定了协会的财
务状况， 促成了协会在帕尔马办事处的重
组，并且增加了协会成员的数量。Andrzej 
Więcek教授也是创建ERA-EDTA虚拟博物
馆及其第一任馆长。 颁奖仪式将于5月24
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欧洲肾脏病学会大会
开幕式上进行。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学
生参加国家生物技术日
2018-05-16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生物技术
和食品科学学院的学生们在由弗罗茨瓦夫
大学，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和生命科学大
学共同组织的国家生物技术日中展示了科
学有趣的一面。 弗罗茨瓦夫的生物技术
专家为则为成年人和儿童准备了有趣的实
验；成年人能够在显微镜下看到有色的制
剂和昆虫，了解植物如何在体外生长以及
在犯罪现场如何检测血液。 儿童则动手参
加到许多实验中去，如清洗钱币、非牛顿
液、火山熔岩和其他有色爆炸。 由这三所
大学共同策划了各种新颖有趣的活动，在
活动中可以得到大学的各种学术小工具、
由学生们手工制作的香皂以及AgarArty，
一种葡萄酒中存在的细菌培养物，可以用
玻璃瓶密封保存。

国际学术合作伙伴计划招募工
作已经开始
2018-05-16
波兰大学、科学院以及各科学单位在过去
三年中至少实施了三个国际化活动项目；
今年5月14日起，各研究机构可以申请学
术国际合作伙伴计划。 国家学术交流局作

为项目招聘负责人声称，研究和开发中心
将与教育领域的国际机构合作并且得到补
助资金；该项目的合作伙伴必须至少有3
个在国外设立和注册的大学或科学单位，
并且这些大学或科学单位不是由波兰政府
提供的预算资金。 更多信息： https://
nawa.gov.pl/instytucje/partnerstwa-
akademickie

华沙学术书展
2018-05-16
5月17日至20日，华沙书展将在华沙国家
体育场举行；活动组织者是华沙大学出版
社，华沙理工大学出版社和Murator。 作
为这次活动的一部分，学术书展和科学教
育会也在计划中。 活动期间还会有关于
学术和科学教育最佳书籍的竞赛；华沙理
工大学校长在技术和精确科学领域的最佳
学术刊物和华沙大学校长在社会科学和人
文学领域的最佳学术刊物均会参加比赛。
届时法律日报ECONOMUS （Dziennik 
Gazeta Prawna ECONOMUS）将会颁
发最佳经济类书籍和为Jerzey Skowronek
教授颁发历史和档案领域杰出作者奖。  

Jerzy Buzek教授将在格但斯克
理工大学开设讲座
2018-05-16
Jerzy Buzek教授是波兰政治家和化学
家，1997 – 2001年间任第三届国会议员
及部长理事会主席；自2004年以来，他一
直是欧洲议会议员，并在2009-2012年欧
洲议会主席。 5月18日星期五13点Jerzy 
Buzek教授将在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开设主
题为 “波兰学生在欧洲和世界的未来” 的
讲座；讲座将在管理和经济学院007礼堂进
行。讲座入场费免费，但容纳人数有限。 
讲座结束之后是提问环节，学生能够直接
向教授提问； 在讲座中将会对格但斯克技
术大学的科学活动进行回顾，并将在管理
和经济系的大厅中介绍他们的成就。讲座
的组织者是大学生组织“地平线”和格但
斯克理工大学学生会。

Musielaka教授 “关于宇宙的
秘密” 的讲座
2018-05-17
2018年5月24日，卢布林玛丽亚居里斯科
沃多斯卡大学物理研究所邀请各位参加
Zdzisław Musielak教授的公开讲座 “宇
宙的秘密” 。 Zdzisław Musielak教授是
两次洪堡奖的获奖者以及其他众多出版物
的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在
美国工作和教学，最近在得克萨斯大学天
文系任教。 他还与北约和美国航天局合
作。 卢布林大学发言人Aneta Adamska
说：“这个讲座是一个听到关于宇宙末日
的开始和可能性，暗物质和黑暗能量的作
用，黑洞以及星球绕太阳运行的行星的可
能性的非常好的机会。” 讲座将于5月24
日11:15至12:45在物理研究所的Aula举
行；地址：Akademicka 7。  

Plus住房项目：华沙理工大学
建筑系的项目赢得了一个模型
单户住宅竞赛
2018-05-17
华沙理工大学建筑系赢得了BGK房地产
竞赛，比赛的合作伙伴是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竞赛的目的是发展独栋住房的概念。 
比赛是政府Plus 住房计划的一部分；最好
的解决方案将以原型房屋的形式实施。 理
工大学或建筑工作室均可以申请参加比
赛；在华沙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提交的项目
获得了第一和第二名的成绩，由建筑学院
团队提交的项目也获得了比赛排名。 副
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强调到：“BGK 不动产采取的主动
行动是在科学与商业世界之间搭起桥梁的
又一冲动。 只有在这两种环境的密切合作
以及在经济关键领域有效传播知识的基础
上，才能建立一个创新型国家。”



763

国家科学中心将拨4亿兹罗提
用于研究项目
2018-05-17
国家科学中心宣布将宣布第14届Opus和
Preludium比赛结果；共有3122个项目
参与了比赛，其中669个项目将获得共计
397.5百万兹罗提的赞助资金。 参加Opus
竞赛的有：来自波兰科学院哲学与社会学
研究所的Fabio Parasecoli教授负责的 “
在一个世界性的食物景观中转变”波兰食
物“项目、来自雅盖隆大学法律与行政学
院的Bartosz Brożek教授的 “法律思维的
架构” 项目和来自波兰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的Ewa Kulczykowska博士的  “压力
下的鱼 - 皮肤压力反应系统 - 它是如何工
作的？”项目。 本次本赛获奖的有：来
自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的Agnieszka 
Błęda硕士的 “穆拉萨德拉作品中对古代
哲学的接受”项目和来自卢布林玛丽亚居
里斯科沃多夫斯卡大学数学，物理和计算
机科学系的Szczepan Głodzika硕士的“
磁性外加剂对超导体束缚态的影响” 项
目。 更多信息： https://www.ncn.gov.
pl/konkursy/wyniki/2018-05-15-opus14-
preludium14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物理学家
加入欧洲联盟COST
2018-05-17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通知到：“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物
理学院磁体物理系将实施欧洲科学技术
合作项目（COST）。” 联盟中的荷兰
Radboud大学将负责  “非耗散信息技术
的超快光磁电子学”项目 、波兰科学家进
行的工作将由Andrzej Stupakiewicz教授
负责，比亚韦斯托克大坚信“这个项目将
使国际科学技术环境更好地融入与信息技
术有关的最具创新性的科学领域之一。”   
更多信息： http://www.cost.eu/

雅盖隆大学医学院的临床科室
是波兰最好的医院
2018-05-17
克拉科夫大学医院的乳腺科和泌尿科、肿
瘤泌尿科、临床、、妇科和肿瘤科临床科
一起登上了Wprost周刊的全国排名“2018
医院”中排名第一。 大学医院泌尿科和
肿瘤泌尿科临床科主任Piotr Chłosta教
授说：“由于我们团队运作的经验具有低
死亡率和有利的长期结果，即没有复发的
良好体验； 这些结果都可以与世界上最
好的中心相媲美。“   更多信息： http://
rankingi.wprost.pl/szpitale

波兰 - 法国出版物各国的娱乐
和游戏
2018-05-17
波兹南体育学院Małgorzata Bronikowska
博士出版了一本书“不同文化的趣味和
游戏”，描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传统游
戏和游戏。 该出版物的合着者是来自全
民体育协会（TAFISA）的Jean-Francois 
Laurent。 作者解释到：“通过实施传统
游戏和游戏，例如小环，小学生，混蛋，
拔河比赛，课堂，青蛙或派克等等，您可
以进行“编程运动” ，并且这些游戏不仅
仅是只针对孩童。 据出版社反应，该书籍
是春季和夏季周末活动的最佳读物；这些
游戏可以由体育课的教师使用。 该出版物
对应于新核心课程的假设，该课程假定将
体育团队比赛引入体育课程。

中东欧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纪
念碑会议
2018-05-17
什切青大学邀请各位于5月18日星期五参
加 “与2018年与历史和解之中东欧第二次
世界大战纪念碑” 国际会议。 会议的合
作伙伴是波兰德国合作基金会，波兰 - 德
国科学基金会和欧洲地区波美拉尼亚波兰
市政协会。 在2016年通过关于禁止共产主
义和其他极权主义宣传的法律通过之后，
开始了一波定居潮。 这个行为还涉及纪念
二战中对纳粹主义的胜利，包括苏联红军
的名利和胜利纪念碑以及波兰社会的“感

恩”纪念碑或波兰 - 苏联“武装兄弟”的
纪念品。 会议的目的是分析中欧和东欧二
战纪念碑的处理情况。 与会者将讨论德
国，波罗的海国家，捷克共和国和乌克兰
的情况。   关于会议信息： http://www.
usz.edu.pl/attachments/article/1735/
Pomniki%20II%20ws_program.pdf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在
2018 RoboGames竞赛获得
了金牌
2018-05-17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KoNaR科学角的学生
在美国2018 RoboGames机器人奥林匹克
竞赛中赢得了一枚金牌和四枚银牌；参加
此次竞赛的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828台机
器人。 弗罗茨瓦夫的学生在机器人棋盘项
目的最佳展示类别中获得金牌，其中对手
的角色是由建立在理工学院的社交机器人
EMYS发挥的，并由FLASH Robotics开发
为商业产品。 由Rafał Cymiński设计和建
造的“Sky Wave”和“Navy”机器人赢
得了三枚银牌；第在Nano Sumo类别中。
由MichałP iotrowicz和MichałBurdka
构建的机器人“Stasio”获得了第四枚
银牌。 RoboGames是全球最大的机器
人赛事，每年在硅谷举行。 自2003年以
来，KoNaR科学角一直在弗罗茨瓦夫技
术大学电子学系的控制论和机器人学系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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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招生正式
开始
2018-05-17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招生已经正式开
始，16个院校的61个不同的专业在等待学
生们填志愿；第一轮招生于7月5日结束，
其结果将于7月9日公布、第二批招生将于
7月15日开始。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为本
科全日制留了超过6.3万个名额，硕士研
究生名额为345名。今年非全日制名额为
950名；其中本科名额为600人。新学年理
工大学并没有开设新的专业，但是在计算
机科学管理系将出现一个新的专业：计算
机科学与管理系有一个新的专业：数据科
学（Danology），这门专业在冬季招生
时非常多的感兴趣者。 去年最受欢迎的专
业是由英语授课的的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
术与管理学院的系统工程，基础技术问题
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学院的机电
一体化。 更多信息： http://rekrutacja.
pwr.edu.pl/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将检查波
兰超级环路建造的可能性
2018-05-18
国家研究与开发中心与企业和技术部共同
设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负责检查在波兰真
空隧道中启动铁路建设的可能性。 波兰国
家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Maciej Chorowski
教授在接受“Puls Biznesu”日报的采访时
表示，建设将基于在波兰开发的标准，同
时不会与其他国家造成竞争问题，因为同
样的技术范围内可以有技术解决方案的多
样性。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采用新的解决
方案以加速传统铁路；作为Luxtorpeda 
2.0项目的一部分，今年与波兰国家铁路公
司签署了一份关于新机车原型建设的意向
书。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开放创新周
2018-05-18
5月21日星期一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
开放创新周将开始，届时将有为期四天
的会议，计划举办关于设计思维，3D打
印，众筹，建立联系网络和科学与商业相

结合的讲座和研讨会。 本次会议针对所
有对开放式创新和知识商业化感兴趣的
人士；将呈现下西里西亚智能专业化的
概念。 组织者还宣布了学术创业孵化器
公司的介绍以及众筹议题的介绍。 开放
创新周是作为NUCLEI项目（技术转移和
高级加工行业网络）的一部分组织的；
来自奥地利，捷克共和国，德国，意大
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的十所大学和商业支
持机构将出席会议。 更多信息：http://
openinnovationweek.pl./

德累斯顿的学生们在Ignacy 
Kraszewski博物馆设计了一个
文学园
2018-05-18
来自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和弗罗茨瓦夫生
命科学大学的风景园林学生在德累斯顿
Ignacy Kraszewski博物馆设计了不同的文
学园；这些设计是在波兰 - 德国研讨会期间
创建的。 德累斯顿的Ignacy Kraszewski
博物馆是一位作家在这里生活了六年的别
墅；他在那里创造了一个花园，让他想起
了罗马家庭，他度过了童年最幸福的岁
月。 直到今天，Kraszewski的许多信件
都被详细地保存下来，描述了德累斯顿和
罗曼诺的花园。 波兰和德国的学生，作
家的笔记，重新创建一个德累斯顿文学园 
。 建造德累斯顿文学园是由来自德累斯顿
工业大学的Marcus Köhle教授和弗罗茨
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Justyna Jaworek-
Jakubska博士及德累斯顿Kraszewski博物
馆馆长Joanna Magacz的共同构思。  

锡隆纳葛拉大学与中国杭州大
学之间的合作
2018-05-18
锡隆纳葛拉大学校长Tadeusz Kuczyński
教授和浙江农林大学校长应义斌共同签署
了两所大学教学科研合作备忘录。 两所大
学将在以下领域进行合作：交换科学家和
学生进行共同感兴趣的研究; 邀请科学家参
观讲座; 邀请参加会议，座谈会，研究和培
训; 交流信息，科学材料和出版物; 通过大
学间的交流和访问，促进讲师和学生的流

动性。 锡隆纳葛拉大学此前与其他中国大
学签署了两项合作协议：重庆大学和上海
师范大学。

来自雅盖隆大学的Robert 
Kłosowicz博士获得波兰非洲
社会博士奖
2018-05-18
  Robert Kłosowicz教授是克拉科夫雅盖
隆大学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系的负责人。 
来自雅盖隆大学国际和政治研究学院的
Robert Kłosowicz教授在2017年波兰非洲
社会最佳非洲 - 非洲出版物“发表了“哈
萨克斯坦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功能障碍的
背景”一书。 我们在获奖理由中了解到波
兰非洲社会奖励作者“从方法论上支持对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例子中的功能失调概
念进行实地研究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世
界该地区国家危机的基础并有助于发展现
代国际关系。”。

华沙理工大学与海军学院的合
作协议
2018-05-18
华沙理工大学的Jan Szmidt与和波兰海军
学院的指挥官 Tomasz Szubrycht教授共同
签署了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将有助于“利
用两所大学的潜力，地位，经验和成就，
在保卫国家和海洋经济特别重要的领域开
展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活动。” 作为合作
的一部分，两所大学计划建立联合研究小
组，在实验室进入领域相互提供服务以及
使用技术设备。 华沙理工大学和海军学院
也将交流专家，共同组织科学和技术会议
和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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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医科大学项目在
OPUS 14竞赛中获得资助
2018-05-18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三名科学家项目得益
于OPUS 14竞赛，已经正式获得了由国家
科学中心拨出的补助资金。 获奖者包括来
自大学生物技术学院的Rafał Sądej博士的
项目“FGFR2在乳腺癌自噬调控中的作用 - 
预后意义”和Patrycja Koszałka博士的项
目“CD73（ecto-5'-nucleotidazay）在
乳腺癌促进和进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作为
治疗靶点的评估”。 超过420万兹罗提将
为年轻科学家就职于博士后职位并为学生
和博士生提供奖学金。

克拉科夫哥白尼科学文化节
2018-05-21
哥 白 尼 跨 学 科 研 究 中 心 、 T y g o d n i k 
Powszechny基金会和克拉科夫雅盖隆大
学将于5月22日至27日联合举办第5届哥
白尼科学和文化节。 今年文化节的主题
是致力于事件的概念，参与者将从数学和
物理，生物，心理，哲学和神学角度看
待这个概念。 来自跨学科研究中心哥白
尼和雅盖隆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副院长
Bartosz Brożek教授说：“从一开始，我
们的想法就是举办科学节日，但不同于其
他类似的活动。 指导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口
号：“学习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甚至
是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 。 根据计划，
以下名单将参加文化节：“讲座星”、“
辩论”、“冠军早餐”、“Inventio：先
进的机器”和“Perceptio”、 “纽约时
报”记者Robert H. Frank、哈佛大学心
理学家丹Daniel Gilbert、天文学家兼理
论物理学家Jean-Pierre Lasota、Adam 
Zagajewski、Olga Tokarczuk、Michał 
Heller神父及Henryk Sawka。 更多信
息： https://www.copernicusfestival.
c o m / w y d a r z e n i a - w - r a m a c h -
copernicus-festival-2018-153121

罗兹大学科学会议“战争人物”
2018-05-21
罗兹大学历史研究所于2018年6月7日和
8日组织一系列名为“战争人物”的战争
系列的科学会议。 罗兹大学的网站公告
如是说：“我们的目标是展示写在战争史
上的角色：英雄与叛徒，杰出的领导者与
失败者，知名人士以及那些一直处于阴
影中的人，获胜者与失败者。“ 会议为
跨学科会议；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政治
学家和其他科学学科的代表被邀请参加活
动。 在这次活动中，将有十多位演讲嘉宾
出席：来自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的Andrzej 
Niewiński、来自Opinogóra浪漫主义博物
馆的Rafał Wróblewski将带来主题为“威
廉元帅，有史以来最好的骑士”的演讲、
来自瓦米尔大学的Dariusz Radziwiłłowicz 
的“拿破仑一世的波兰骑兵”，他们会
提醒谁是“被遗忘的波兰师的西伯利亚
指挥官卡齐米日拉姆萨准将”。   更多信
息： http://www.obliczawojny.uni.lodz.
pl/

在卡托维兹经济大学举办的关
于货币的会议：昨天，今天和
明天
2018-05-21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邀请各位参加5月23日
的会议：“昨天，今天，明天，在西里西
亚，不仅是钱。” 其目的是介绍波兰和西
里西亚的货币历史。 鉴于现代市场经济中
发生的变化和相关挑战，组织者还公布了
关于未来货币形式的讨论。 卡托维兹经
济大学，华沙经济学院和波兰国家银行的
研究和教学人员将进行讨论。 参与讨论的
有：来自卡托维兹经济大学银行和金融市
场系的Janina Harasim教授、NBP支付
系统部副主任Robert Klepacz博士、来
自华沙经济学院的Anna Szelągowska、
来 自 波 兰 标 准 付 款 部 门 总 裁 D a r i u s z 
Mazurkiewicz和西里西亚大学经济系的
Jacek Pietrucha教授。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科学家们成
为2018无障碍领袖
2018-05-21
来自建筑部门和通用设计中心的Marek 
Wysocki教授和格但斯克理工大学从总
统Andrzej Duda手中接收了无障碍领袖
2018年的雕像。 Wysocki教授被授予 “都
市主义者类 “的建筑师，并且在立法和科
学领域的长期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改变
公众意识和传播可用的设计和建造标准，
由波兰城市推出。 Wysocki教授是理工学
院建筑系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者；23年来，
他一直在处理有关残疾人和老年人可用空
间设计的问题。 这是波兰第一个由格丁尼
亚当地政府在2014年任命的这个职位。 他
与许多非政府组织合作并且多次被授予奖
项。

弗罗茨瓦夫狙击手在美国参加
比赛
2018-05-21
弗罗茨瓦夫陆军学院的军官参加了第47届
Winston P. Wilson竞赛和武装部队第29届
武装部队技能狙击锦标赛的比赛，参赛队
在美国阿肯色州查菲堡堡。 学院代表与来
自美国，波兰，丹麦，加拿大和意大利的
专业狙击队进行了比赛；两名学员在精密
射击和野外工艺领域进行了任务：包括检
测和消除未知距离的蒙面目标，在白天和
夜间为移动目的拍摄，并在伤员转移时执
行“紧张”任务。 大部分的拍摄都是在“
冷桶”的拍摄中完成的：没有可能纠正火
灾，并按照“盲注”原则下，即未提前通
知下一场比赛的任何信息。 弗罗茨瓦夫的
学员在20个队的总分类中排名第1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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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的毕业生将
成为红衣主教
2018-05-22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的毕业生和罗马教皇的大
主教Konrad Krajewski将成为红衣主教，教
皇Franciszek于2018年5月20日在Regina 
Coeli的祈祷期间宣布将他列入红衣主教学
院。 仪式将于2018年6月29日将在圣彼得
和保罗庆典期间举行， 大主教Krajewski将
成为红雀学院的第七位波兰枢机主教。 未
来的枢机主教Konrad Krajewski于1988年
在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神学毕业。 自1999
年以来他一直在梵蒂冈工作。 他曾在三
位连续的教皇旁担任仪式：Jan Paweł 
II，Benedykt XVI和Franciszek。 2013
年，Franciszek任命他为主教，并委托他担
任教皇办公室的职务。

波兰科学院罗兹分部Peter 
Seeberger教授的讲座
2018-05-22
波兰科学院罗兹分院和波兰科学院分子和
大分子研究中心邀请各位于2018年5月23
日参加波茨坦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所长兼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Peter Seeberger教授
的讲座。 讲座将致力于碳水化合物疫苗在
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 Peter Seeberger
教授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发低聚糖自动合
成的专家。 讲座将开始于 15:30在罗兹
波兰科学院分子和大分子研究中心， 地
址：Sienkiewicza 112，9号大厅。

克拉科夫Space 4.0会议
2018-05-22
五月25日至26日在克拉科夫将举办Space 
4.0会议：宇宙解决方案，会议由克拉科
夫科技大学和克拉科夫科技园组织。 学生
将了解波兰初创公司的加速，卫星数据的
处理，空间技术的融资和支持。在会议期
间，将介绍卫星数据的工作路径，并且通
过在科学中使用它们，以及商业使用的结
局。 会议的嘉宾将是欧洲航天局技术转让
网络协调员Lluc Diaz。 科学界，政府机
构，实施基于卫星数据库计划的大公司，
代表空间业务和刚刚开始利用卫星数据进

行冒险的年轻公司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注册： https://solution-from-the-
sky-2018.evenea.pl/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火星漫
游者参加了火星学会和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的比赛
2018-05-22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信息和推广部门的
Michał Ciepielski说到：“弗罗茨瓦夫理
工大学越野科学圈的学生准备的火星着陆
器“鹰”的设计是在火星学会和NASA比
赛的最后阶段。“ 竞赛任务是开发最简
单，最安全和最便宜的着陆器概念，可以
使用2026年开发的技术向火星运送10吨货
物。 弗罗茨瓦夫的学生们已经提出了电子
产品的3D打印技术，这可以低成本大幅降
低系统质量；现在您可以打印大部分所需
的传感器 - 温度，湿度，压力，风力和紫
外线辐射。 来自波兰，法国和美国以及来
自德国和瑞典以及印度和意大利的联合项
目已经获得了参加决赛资格；获奖者名单
将于8月底在帕萨迪纳的火星学会大会上宣
布。

巴黎发明博览会上托伦大学的
科学家取得成功
2018-05-22
来自托伦尼古拉哥白尼大学的科学家的
发明已经在巴黎举办的第117届国际发明
展“黎巴嫩莱比昂2018”上得到了认可 
来自物理学，天文学和应用信息学系的
Michał Meina硕士和来自数学和计算机
科学系的Krzysztof  Rykaczewski博士的“
确定物体位置的方法，特别是确定人体位
置的方法以及确定人体位置的装置”的项
目获得了法国内政部勋章和“Concours 
Lépine2018金牌。 由来自生物学和环境
保护系Grażyna Dąbrowska博士领导的
科学家团队的“使用生物刺激器进行种子
制备的方法“获得了法国发明家联合会颁
发的的国际艾菲尔奖。 来自材料化学、吸
附和催化部门的Jerzy Łukaszewicz教授和
Anna Ilnicka博士的“生产碳纳米管的方
法”在巴黎获得了的铜牌。

未来产业竞争力中心将在科沙
林建立
2018-05-22
科萨林科技大学，科沙林自治政府，斯武
普斯克的波美拉尼亚区域发展机构和科萨
林科技园区的代表签署了关于建立未来产
业竞争力中心的合作协议。 该中心将充当
培训中心，为企业家提供有关现有技术的
实用知识。 它还将与合作伙伴共同创建示
范性技术职位，并为企业家提供认知，测
试和生产目的。 该中心的技术职位将首先
在科沙林，斯武普斯克和Szczecinek创
建。 在由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共同创建的格
利维采中心之后，未来工业科沙林竞争力
中心是波兰第二个这样的计划。

托伦大学和市政厅联合出版“
当代城市词汇”
2018-05-23
哥白尼大学的研究人员与托伦市政厅一起
创建了“当代城市词汇”，词汇包含与现
代城市概念相对应的条目。出版物作为
Gen-Y City项目的一部分创建。 词典中
的条目清单概述了涵盖各种问题的许多重
要主题 ，从建筑，城市规划和生物生态学
到城市中使用的智能解决方案。 该出版
物由城市研究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大学学生
共同合作：Stefania Środa-Murawska
博士， Elżbieta Grzelak-Kostulska博
士，Jadwiga Biegańska博士，Justyna 
Chodkowska-Miszczuk博士、Krzysztof 
Rogatka博士和旅游系学生 Leszek 
Dąbrowski。 Gen-Y City项目的目的是支
持创意产业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 波兹南
市是Gen-Y城市网络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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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罗兹大学的Michał 
Grabowski教授在Barcode of 
Life国际研究网络
2018-05-23
来自罗兹大学生物与环境保护学院无脊椎
动物和水生生物学系的Michał Grabowski
教授受邀参加了国际生命条形码研究网络
（iBOL），该研究网络使用遗传密码或
DNA核苷酸序列对物种进行现代鉴定和系
列化处理。 使用DNA核苷酸序列的物种排
序是由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的科学家于2003
年开发的。 这是一种新的方法，可以评估
生物的多样性；它使我们想起在大型超级
市场上发送给商品的条形码。 研究人员使
用特定的DNA片段来鉴定一个不能与另一
个混淆的物种。 迄今为止，来自五大洲的
28个国家在iBOL研究网络中共同合作。；
波兰将成为与该组织合作的第七个欧洲国
家。

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博
士生获得了麦哲伦奖
2018-05-23
文学杂志的编辑颁发了麦哲伦奖最佳旅游
出版物；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现代
语言学院的Natalia Kołaczek博士的“
关于瑞典”的文章获得了奖项。 Natalia 
Kołaczek是斯堪的纳维亚语系的博士生，
从事瑞典语翻译和讲师；同时她还在运
行Szwecjoblog网站。 在“旅行手册”
类 别 中 ， 共 有 3 篇 出 版 物 获 得 了 麦 哲 伦
奖： Natalia Kołaczek的“关于瑞典的情
况”。 “Beata Lewandowska-Kaftan
的来自斯瓦希里语世界的传说和Tomasz 
Owsian的”菲律宾黑皮肤下“。 本次比
赛是对尊重旅游质量，唤起旅行热情和培
养新一代环球旅行家的出版商。 今年有76
个蔡赛项目，共颁发了14个主要奖项和21
个奖项以及特别奖。

波兹南科学家成为著名欧洲组
织的成员
2018-05-23
波 兹 南 亚 当 密 茨 凯 维 奇 大 学 生 物 学 院
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研究所的ArturJ 
armołowski教授成为了著名欧洲分子生物
学组织（EMBO）的成员。Jarmolowski
教授将于10月24日至26日参加在海德堡
举行的特别会议期间EMBO组织的欢迎仪
式。 EMBO成员积极参与实施该组织的所
有活动，例如参加EMBO委员会，委员会
和评估提供资金和咨询，青年科学家申请
科学期刊。 EMBO的负责人 Maria Leptin
说，EMBO的各位成员是在生命科学领域
从事各个领域工作的杰出科学家。 他们的
任务是通过他们的联系和国际合作加强欧
洲及其他地区的科学界 。

波兰国家铁路局将与Pesa公司
一起建造一个双驱动机车
2018-05-23
波兰国家铁路货运管理委员会宣布，将于
与Pesa Bydgoszcz公司签署关于建造双
引擎柴电机车的意向书。 自2016年来，作
为国家研究与开发中心实施的Luxtorpeda 
2.0计划的一部，Pesa一直与波兰国家铁
路签署合作合同。 双方表示将建设新一代
铁路机车车辆，特别是用于在电气和非电
气化线路上运行货运列车的双引擎（柴油
和电力）机车和自主机车的研发领域。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Anny 
Pasek比赛获胜者
2018-05-23
Henryk Grzywna 是来自弗罗茨瓦夫环
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环境工程和大地测量学
院环境塑造与保护研究所博士，是Anna 
Pasek奖学金比赛的获奖者。Anna Pasek
奖学金比赛旨在推动波兰科学单位最有才
华的博士生。 在比赛中获奖的设计是展示
遥感技术用于成像湿度条件的时间和空间
变化的有用性。 Henryk Grzywna希望开
发一种可能的基于卫星光谱数据的预测农
业干旱的操作方法。 更多信息： http://
www.annapasek.org/

来自华沙大学的Krzysztof 
Górski教授获得2018年格鲁伯
宇宙学奖
2018-05-24
格鲁伯基金会在美国耶鲁大学宇宙学领
域久负盛名的奖项，今年将著名的奖项
颁发给了普朗克卫星队，这个团队最重
要的成员之一是来自华沙大学天文台的
Krzysztof Górski教授。 自1990年代初以
来，Krzysztof Górski教授参与了宇宙背
景辐射的研究；1993至1996年期间他是
COBE卫星小组的成员，该小组首次测量
了宇宙背景辐射的各向异性（Gruber和
2006年的诺贝尔奖）。 自1996年以来， 
Górski教授直接参与了普朗克团队的工
作。

来自雅盖隆大学的Dariusz 
Dudek教授将领导欧洲心血管
介入协会
2018-05-24
来自雅盖隆大学医学院的Dariusz Dudek
教授当选为欧洲心血管介入协会（EAPCI 
ESC）主席。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波兰人
成为这个组织的主席。 Dudek教授将在
2020年开始正式任职协会主席， Dariusz 
Dudek教授是第二临床心脏病科和心血管
大学医院干预部的负责人，多年来一直在
实施心肌梗塞和混合心脏瓣膜手术的现代
治疗方法，为患者提供创新疗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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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 “科学创业”大会
2018-05-24
技术与创新研究所于2018年6月5至6日举
办 “青年科学家创新理念：科学创业”大
会，会议将在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材料
与纳米技术学院举行。 这次科学大会将在
小波兰创新艺术节期间举行，年轻的科学
家，博士生，学生和科学界将参加会议。 
在会议中，他们将展示自己的科学研究，
技术，组织，财务和营销性质的创新解决
方案，其目的是开发和实施新的或改进的
产品，流程或管理和销售系统。 更多信
息： http://iati.pl/iv-edycji-bezplatnej-
konferencji-pt-innowacyjne-pomysly-
mlodych-naukowcow-nauka-startup-
przemysl/  

来自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博
士生获得了FameLab竞赛
2018-05-24
来自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Ruth Dudek-
Wicher博士赢得了波兰最佳科学推广人
FameLab竞赛的第七届大奖； 并于今
年六月参加在英国举行的国际性决赛。 
FameLab是由英国文化协会共同组织的国
际竞赛，鼓励科学家 - 自然的科学倡导者 - 
公开发表讲话。 科学家面临陪审团和公众
在3分钟内提出他们在研究工作中的作用。 
该讲座为博士生提供了25000兹罗提和参
加国际决赛，涉及骨感染和现代治疗方
法。 竞赛陪审团强调了简单易懂的知识表
达，精心挑选和使用的道具，表达自由，
委婉的幽默感以及彼此之间对博士生的距
离。   更多信息： https://www.umed.
wroc.pl/content/ruth-dudek-wicher-
wygra%C5%82a-konkurs-famelab

悉尼大学Edward 
Norman Dancer教授获得
J.P.Schauder奖章
2018-05-24
澳 大 利 亚 数 学 家 ， 悉 尼 大 学 E d w a r d 
Norman Dancer教授获得了英国Julius 
P. Schauder 奖章2017年获奖，该奖项
将颁给在非线性分析，微分方程理论及

其应用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们。 
Edward Norman Dancer教授是非线性
数学和功能分析领域以及普通和偏微分方
程理论的杰出专家。 他是主要数学期刊
上发表的许多开创性著作的作者。 该奖
项由设立在托伦大学的非线性研究中心J. 
PSchauder选出，每两年颁发一次，用
于科学成就和对非线性分析及其应用的贡
献。 获奖者是从数学单位理事会提出的候
选人以及拥有数学教授头衔的人群中选出
的。

格利维采成立了波兰 - 德国混
合轻量结构中心
2018-05-24
在格利维采签署了关于建立波兰 - 德国混
合轻量结构中心的协议，来自德国和波
兰的专家及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大的科学
家们将共同对新材料和混合建筑进行研
究。 合作协议由西里西亚理工大学、格
利维采市、卡托维兹经济特区和航空公司
联合会“Bielsko”德累斯顿聚合物技术大
学轻工学院和技术大学Bergakademie 
Freiberg共同签署。 合作将在科学，工业
和自治政府代表之间领域进行，并将帮助
开发用于轻型建筑设计的现代技术。 该中
心的建立是对现代工业对创新材料技术开
发和研究成果快速商业化的期望的回应。

西里西亚大学出版社在比赛中
获奖
2018-05-25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出 版 社 在 社 会 科 学 和 人
文科学领域因Marek Głowacki博士
的“S 是西里西亚的超级英雄”书籍获得 
“Academia 2018”的奖项。 “S 是西
里西亚的超级英雄”是在艺术项目提出的
插图和文字集该出版物包含使用传统和数
字技术在漫画公约中创建的超过30幅图
画。 绘画人物的灵感来自西里西亚真正
居民的传记，他们的成就接近了漫画超级
英雄的理想 奖项是在作为第九届华沙书
展的一部分举办的学术和科学书展期间颁
发，Marek Głowacki博士是西里西亚大
学艺术学院绘画研究所的副教授。

华沙个性化医学暑期学校
2018-05-25
2018年6月19日至22日第三届个性化医学
暑期学校新视野将开始，课程的组织者是
波兰个性化医学联盟、华沙玛丽亚罗多夫
斯卡居里研究所和欧洲个性化医学联盟。 
暑期学校的主要目标是提供关于个性化
医疗领域的最新报告和发现的知识，这将
在未来使患者更好地了解患者并选择最佳
疗法。 课程时长4天，课程的参与者是波
兰和欧洲的在放射学，肿瘤学，血液肿瘤
学，分子生物学和分子诊断领域的顶级专
家，届时将进行讲座和研讨会。 更多信
息： http://teach2018.com/

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宇宙矿
业会议
2018-05-25
科学家们和学生在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
召开的宇宙矿业会议期间将会讨论如何评
估小行星，彗星的生命是否暴风雨以及如
何获取太空中的水 等问题。 第一届学生
空间矿业会议由四个研究小组组成：AGH
空间系统、采矿力学科学角、Skalnik科学
角和GEOFON的地球物理地球物理学组。 
会议赞助方是波兰空间局和波兰科学院空
间研究中心。 会议期间将会讨论与宇宙采
矿有关的技术：天体地质学、如何在失重
状态下用3D打印、空间推进、天体岩石取
样、地球物理方法在空间探索和空间机器
人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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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Vistula商学院关于爱尔兰
研讨会
2018-05-25
华沙Vistula商学院将于5月28日星期一组
织一场关于“爱尔兰在国际背景下与波兰
的关系的科学研讨会”，届时爱尔兰驻波
兰大使Gerard Keown将出席并且用英语
开始讲座。 讲座介绍将由Wawrzyniec 
Konarski博士负责，在研讨会期间将重点
讨论：主权国家爱尔兰作为国际关系主体
的地位、努力结束在北爱尔兰的冲突以及
波兰 与爱尔兰关系，从战争期间至波兰加
入欧盟之后。 Gerard Keown从2015年
3月起担任爱尔兰驻波兰大使； 自1996年
以来，他一直在从事爱尔兰的外交工作。 
2016年3月，他出版了名为 “小国的第一
次：1919 - 1932年间爱尔兰外交政策的开
端”的书籍。

来自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科
学家获得了“青年才俊”比赛
的冠军
2018-05-25
来自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是第
二届“青年才俊”竞赛的获奖者；他们
在“科学的成功”和“创新的成功”类别
中获胜。 Jędrzej Grzegrzółka博士来自
组织胚胎学系，在 “成功的科学” 类别
获奖。他的工作重点是寻找可能影响癌症
发展的机制，主要与乳腺癌（IDC）和皮
肤癌有关。 Miron Tokarski--博士来自分
子技术系和和医学分析专业的学生Izabela 
Pielka在 “创新领域的成功” 类别中获
奖。他们在分析技术方面能够快速识别设
备中用于移动诊断的病原体 - Genomtec 
Fresh - 基于特定DNA和RNA片段的扩增和
检测。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将参
加赛艇比赛
2018-05-25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具
体”科学角的学生们设计和建造了一个混
凝土独木舟，它将参加下一届荷兰大学的

Beton KanoRace的赛艇比赛。 来自欧
洲大学的17名学生将参加在埃因霍温的由
混凝土制成的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独木舟比
赛。在比赛期间，参赛者不仅要展示技术
的工程知识，还要展示体能和想象力。男
女混合双人队 将在100、200、400米的距
离上比赛。 来自“混凝土”科学俱乐部的
团队是第七次参加Beton KanoRace帆船
赛，在之前的两届比赛中，西里西亚理工
大学的年轻工程师赢得了“最具创造力的
项目”。今年他们将参加由他设计和建造
的“总统拳头”混凝土。

罗兹大学公开演讲“人与新技
术，人文视角“
2018-05-28
作为5月30日“实践”周期的一部分，罗
兹大学社会创新中心邀请各位参加公开会
议，届时Marta Songin-Mokrzan博士将
带来主题为“人和新技术，人文视角“的
公开讲座。 Marta Songin-Mokrzan是人
文的民族学领域博士，是罗兹大学历史民
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实践学院哲学系的人
类学实验室的助理教授，她所研究的领域
涉及物质人类学，技术人类学，生产过程
民族志，机器哲学和本体论。 讲座将讨论
人类身份问题，以反对非人为因素：动物
和技术产品，如机器人；还将讨论人文学
科在新技术领域的实际应用问题。  

弗罗茨瓦夫学生科学俱乐部国
际会议和大会
2018-05-28
弗罗茨瓦夫第23届国际会议和第35届学
生科学俱乐部会议邀请学生科学界的成员
参加会议，共550名学生和监护人在弗罗
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会面。 会议
期间讨论了各种议题：从人类学的角度
讲述蜘蛛的演变和网络媒体对波兰合作
伙伴选择的影响、巧克力与面粉米勒幼虫
的感官评估、受技术工艺影响的马铃薯
维生素C含量以及从蔬菜浓缩物中获取果
冻。 与会者还讨论了城市交通空间的模
型，研究其对噪音和污染排放的影响以及
波兰韭菜根和马营养的摄入动态。 青年
科学家关注了雪貂肝癌情况以及汽车空调

中的真菌和公路运输中的生态安全等问
题。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
edu.pl/aktualnosci/47904/spotkanie_
studenckich_kol_naukowych_na_
upwr.html  

来自波兹南的学生赢得了最有
趣的体育课的比赛
2018-05-28
波兰第十一届最有趣的体育课程竞赛已经
结束。 在体育教育专家的大学生竞争中，
体育学院的Klaudia Urbanek和Paulina 
Mendowska赢得了比赛。 波兹南的学
生参加的体育课是采用有吸引力的体育活
动形式实施核心课程，并提供来自流行卡
通世界的课程：“探索gummi果汁的成
分，即改善基于胶质故事的基本动作形
式”。 在领奖结束之后，来自波兹南体育
学院的Mikołaj Morawski带来了“在通过
遥远星系旅行时塑造运动技能”课程；来
自Konin国立高等职业学校的Radosław 
Bartycha和Klaudia Łasicka准备的“
我们改善普通健身 - 功能站电路”公开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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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大学研究人员准确预测选
举结果
2018-05-28
华沙大学新闻信息和文献学院的研究人员
研究了庞大的信息收集网络空间数据，
他 们 认 为 这 样 的 分 析 模 式 比 调 查 更 准
确。 审查大数据（Big Data）的团队由
Włodzimierz Gogołek教授负责领带，
在上一次总统竞选期间，该团队开展了
一个关于政治偏好的项目。 华沙大学媒
体信息技术系的Wiesław Cetera博士在
onet.pl门户网站的一个采访中说，他是
媒体信息技术系教研究小组的成员，而且
结果证明，他们的数据分析比选举前调查
的结果准确得多。研究的基础和知识来源
是社交网站和互联网上的各种论坛，研究
人员搜索了互联网用户撰写的关于总统办
公室主要候选人的所有内容。 Cetera博
士补充说：“之后，我们将它组合到算法
定义的统计过程中，并将它与早期的引文
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我们获得的结果与选
举结果几乎相同。” 更多信息： https://
wiadomosci.onet.pl/tylko-w-onecie/
anal i tycy-big-data-wspolczesni -
wrozbici-niezwykly-projekt-polskich-
naukowcow/vqqxs7m

波兰初创公司参加巴黎Viva 
Technology展会
2018-05-28
由Orange Fab加速计划支持的波兰
初 创 公 司 参 加 了 在 巴 黎 举 办 的 V i v a 
Technology 2018国际技术创业博览会。 
在巴黎展会上，他们提出了关于创业的想
法：Whirla为咖啡馆、办公室和购物中心
提出了无线电话充电系统；太阳能工作台
制造商Seedia，NaviParking，专注于优
化和搜索免费停车位的系统；JT Weston
应用程序创建者 Makigami优化耗费时间
的业务流程，如发票。 作为加速计划的
一部分，法国电信公司Orange为测试解
决方案的波兰初创公司提供支持，开发合
作和商业活动模型，为导师和专家提供接
入，并参加会议，展会和国际推广活动。

弗罗茨瓦夫大学历史研究所正
在墙上创作老鹰绘画
2018-05-28
弗罗茨瓦夫大学历史研究所正在创建一幅
壁画，Adam Chmielowiec教授和弗罗
茨瓦夫美术学院的学生介绍了下西里西亚
的鹰与由国徽上面的鹰相结合。 弗罗茨瓦
夫大学研究所副主任Filip Wolański教授解
释说：“这幅画将西里西亚皮亚斯特老鹰
主题与一个典型的银月牙和一个十字架交
织在一起，雕刻的灵感来自于雅盖隆王朝
末期的徽标；这两个不同的鹰组成了一个
整体。“ 该作品在研究所一楼的墙面上
创作，在5月底正式完工并于6月初正式揭
幕。

来自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
Bolidy出现在 Kirkistown赛道上
2018-05-28
西里西亚Greenpower车队在北爱尔兰
Kirkistown赛道赢得了Formula F24 +赛
车的第一名和第二名；西里西亚科技大学
的学生再次证明，他们建造的汽车是独一
无二的。 格利维采学生为比赛投了两辆
车：SG Bullet II和SG Bullet240W。 在赛
道上表现都很好，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和
第二名。 最快的是SG Bullet II，紧随其
后的是SG Bullet240W，这也是最快的一
圈。 Greenpower Formula F24 +比赛是
在职业F1比赛中进行的，Bolide的任务是
在一小时内克服最大距离。 这个周期由九
场比赛组成，包括最后一轮的赛道。 团队
可以参加所有比赛，但在总体分类中有三
项最佳成绩且最后一轮必须参加。

Zimbardo教授访问了弗罗茨
瓦夫大学
2018-05-28
5月28日星期一，Philip Zimbardo教
授，世界上最知名的同时也是最有争议
的科学家之一和心理学家访问了弗罗茨
瓦夫大学。 在访问弗罗茨瓦夫大学期
间，Zimbardo教授宣传了他的最新著
作“live better, love smarter 爱的精明，
活的精致”。Zimbardo教授点评和参阅

了由弗罗茨瓦夫的学生们根据他的 “时间
观点” 一书而准备的题为“Zimbardo的
生活观点”的演讲。 Zimbardo教授是美
国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在二
十世纪七十年代初， 他做了一场迄今为止
都很有影响的监狱实验。 作为开创性研究
的一部分，他将志愿者分成了两组： “囚
犯”和“警卫”以才来观察分配给他们的
角色是否会影响他们的行为。

拉多姆技术与人文科学大学的
四个新专业
2018-05-28
拉多姆技术大学和人文科学新学年招生正
式开始，大学在8个学院开设课程，实施
本科、硕士、博士、本硕连读和学士后
课程。 拉多姆大学在2018/2019学年发
布了四个新专业：医学材料工程，应用
语言学，时装设计和时尚配饰以及机械
和机械制造。 这些专业也可以用英语授
课。 全日制注册报名将于2018年七月11
日结束。 更多信息： www.rekrutacja.
uniwersytetradom.pl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邀请儿童乘
坐电车模拟器
2018-05-28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机械学院铁路车辆研
究所为儿童日为最年轻的儿童日做了特
别的准备，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邀请儿童
及监护人于6月2日乘坐模拟电车。 据克
拉科夫理工大学通知，他们将在11.00点
至下午2点于Jana Pawła II 街道37号等
待大家，活动针对5至岁18岁的儿童和青
少年开放。 这是波兰第一个运作的NGT6
电车模拟器，参观者能够体会到驾驶者的
角色，并能够面对真实驾驶过程中可能
发生的情况。模拟电车会模拟在滑道，
行人或汽车进入道路或车辆故障。 模拟
器真实地反映了电车客舱情况。 更多信
息： https://www.facebook.com/
events/209254040103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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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卢布林的学生是全国医学
模拟大赛中获得了最佳成绩
2018-05-29
卢布林医科大学的学生参加了在格但斯克
医科大学医学模拟中心举行的全国医学模
拟竞赛。 来自第10所医学院的团队必须解
决临床情况的任务：急性心力衰竭的院前
干预、心脏骤停的心肌梗死治疗和呼吸心
肺复苏术、管理肺水肿和哮喘、接受分娩
和手术治疗伤口。 参赛队由具有国际比赛
经验的裁判进行评估。 获得第一名的是卢
布林医科大学，第二名是克拉科夫雅盖隆
医学院，第三名是波兹南医学院。 共有八
十九名参加者参加了比赛。

来自绿山和格但斯克考查学生
宇宙射线对组织细胞的影响
2018-05-29
锡隆纳葛拉大学空间医学科学学会与格但
斯克技术大学SimLE研究所合作，开展了
第一个平流层任务，作为ANTARES项目的
一部分。 任务是提升到平流层 - 在那里观
察到更高强度的宇宙辐射组织细胞。 在托
伦进行的实验中，带有样本的平流层气球
达到24万657米，仪器显示的辐射量比地
球表面大12倍。 学生现在正在进行样品测
试，以了解可能由宇宙射线数量增加引起
的变化。 ANTARES项目专注于宇宙射线影
响下的致癌过程。 这是该大学的学生计划
与科学俱乐部Simle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合
作开展的一系列任务中的第一项。

下西里西亚资本俱乐部授予“
青年才俊”奖
2018-05-29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学生和博士
生参加了下西里西亚资本俱乐部举办的
第三届“青年才俊”竞赛。 竞赛的目的
是促进和奖励在创新和创业活动中取得
重大科学，艺术，社会和体育成功的学
生和年轻科学雇员。 来自生物技术系的
Kinga Pilarska和来自兽医学的Safoura 
R e z a 在 “ 社 交 活 动 的 成 功 ” 类 别 中 获
胜；Żaneta Król博士在 “创新领域的成
功” 类别中获胜；Katarzyna Kornicka

博士和Sabina Lachowicz博士在 “科学
成功” 类比获胜。 第三届“青年才俊”竞
赛的赞助者有弗罗茨瓦夫大学的校长，下
西里西亚资本俱乐部的代表，企业家，地
方和地区当局。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47912/
mlode_talenty_2018_sukces_upwr.html

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的逻辑学
术会议
2018-05-29
位于奥尔什丁的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以及
波兰言语治疗协会的瓦尔米亚马祖里分会
的波兰研究和逻辑学研究所将于2018年6
月8日至9日邀请各位参加“言语障碍患者
的诊断，治疗和支持”会议。 根据奥尔
什丁大学报道，组织者希望把重点放在诊
断，治疗和支持语言障碍患者的问题上。 
除了诊断和言语治疗的问题之外，还要特
别注意支持言语治疗的形式，例如：戏
剧，艺术，音乐和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以
及各种语言和交流障碍情况下的机构护理
和法律援助。

罗兹大学的研究人员获得了欧
洲委员会“最佳”奖
2018-05-29
来自罗兹大学生物与环境保护学院的研究
人员在罗兹Arturówek区获得了欧洲委员
会的最高荣誉 “最佳”奖，用于清洗坦
克。 来自罗兹大学的团队的项目和活动被
认为是欧洲“环境”类别中的最佳解决方
案。 该项目的负责人是Maciej Zalewski
教授，团队的工作由Tomasz Jurczak博
士领导。项目“休闲水库的生态水文回
收”Arturówek“（Łódź）作为城市水库
开垦的示范方法”于2010-2016年实施。 
由于罗兹科学家的工作，包括Arturówka
水库在内的Bzura河流域上游水质在短时间
内得到了显著改善。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校友大会
2018-05-30
2018年6月8日至9日，卢布林天主教大学
世界校友大会将在卢布林举行。 6月8日的

活动将由卢布林大都会大主教Stanisław 
Budzik主持。Stefan Sawicki教授将开设 
“卢布林100年天主教大学---意图和挑战“
的公开讲座；并且在活动期间展开”自由
学生“的活动讨论。 Marcin Kydryński和
波兰著名歌手Anna Maria Jopek将带来
音乐之夜的艺术活动。

Krystian Jażdżewski 教授被选
为Gazeta Wyborcza年度人物
2018-05-30
Gazeta Wyborcza将来自华沙大学新
技术中心的Krystian Jażdżewski教授
评选为 “科学” 类年度人物。Krystian 
Jażdżewski教授对遗传性肿瘤方面的研究
颇受读者赞赏。 据华沙大学报道，2017
年由Krystian Jażdżewski教授和Anna 
Wójcicka 博士带领的团队推出了一个数
据筛选项目；在www.BadamyGeny.pl
网站注册并输入医疗数据后，您只需提供
血液样本并等待结果。 测试成本比全球
任何地方低几倍，只需要599兹罗提（约
合160美元）。 研究人员能够评估遗传性
癌症的风险，并指出有助于避免疾病的行
为。 更多信息： www.BadamyGeny.pl

北京代表团在国家学术交流局
2018-05-30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代表团参观
了国家学术交流局的总部；会晤涉及大学
与科学单位之间的合作以及科学家交流的
各种可能性。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是北京政府机构，负责提高研究人员的
流动性。 向与会者介绍了国家学术交流机
构的使命和优先事项，以及该机构开展的
项目。 中方在与波兰交换研究人员方面较
为感兴趣并支持校际合作并且强调，这可
以在原子能机构实施的学术国际伙伴关系
方案框架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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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公学博览会上托伦大学出
版社的奖项
2018-05-30
托伦哥白尼大学的科学出版社在第二届
学术和学术书展ACADEMIA和华沙书展
获得了ACADEMIA 2018比赛奖项。 华
沙大学校长Przemysław Urbańczyk教授
的“Bolesław Chrobry - 咆哮的狮子”
（波兰科学基金会系列专著）赢得了在社
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书教授的领域最好的
学术刊物奖，在2018学院的特别编辑工
作的最佳学术和科学出版物颁发给了由
Miroslaw Strzyżewski教授编辑的Zygmunt 
Krasiński 新版文集 Anna Drążkowska博
士的 “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的内衣
历史” 在2018学院竞赛中获得最佳学术和
科学出版物。

Alina Wieliczko教授是利沃夫
大学兽医和生物技术的博士生
2018-05-30
弗 罗 茨 瓦 夫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的 A l i n a 
Wieliczko教授成为利沃夫兽医和生物技术
大学的荣誉博士，她是这所大学历史上第
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Wieliczko教授在弗
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兽医系兽医学系兽
医学与鸟类和外来动物诊所工作。 她是兽
医学方面的杰出专家，是禽类病理学领域
丰富科学和普及成就的创造者。 Wieliczko
教授在接受 “Głos Uczelni” 的采访时
表示，在被授予教授之后，拿到了博士的
头衔，这对她来意味着更多。当然，这种
尊严可以在不是教授的情况下获得，因为
它是为了取得特殊成就而获得的，但它是
对许多领域而不仅仅是科学领域的极大荣
誉，区别和赞赏。 这也是对综合活动的欣
赏。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
edu.pl/aktualnosci/47907/prof_alina_
wieliczko_doktorem_honoris_causa_
lwowskiej_uczelni.html

现代双体船在格但斯克大学运营
2018-05-30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海 洋 学 系 开 始 运 营 现
代“Oceanograf”科学研究双体船；所

涉及的有实验室：湿式，测量式，无菌，
恒温以及研讨会和电脑室。 海洋学研究所
所长Mariusz Sapota说：“它的航海能
力的非常好，单位非常稳定，而且提供双
层船体设计的巨大工作平台的优势不容忽
视。” “Oceanograf”是一艘全长49.5
米，宽14米的双体船，侧面高度为3.80
米，与上层甲板的高度为6.55米，船的吃
水仅为2米。 双体船将对波罗的海的环境
和自然进行生物，化学，物理和地质研
究，并为学生提供教学课程。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学生赢得编
程冠军
2018-05-30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自动化，电子和计算机
科学系的一名学生在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
获得波兰程序员编程锦标赛冠军。 来自全
国各地的90多名学生和学生参加了比赛的
最后阶段。 Marcin Podsiadły是自动化
和机器人系的学生，在专业类别中获得第
一名，并在自动化和IT行业获得了实习机会 
：Procom系统 并且为该大学提供的5个额
外软件年度许可证。 比赛的组织者是弗罗
茨瓦夫理工大学和“Automatatyk”学生
科学协会，波兰PLC程序员锦标赛是波兰
各地学生和学生以及来自工业自动化领域
的潜在雇主的聚会。

华沙大学举行 “1968年的波
兰、欧洲、世界”科学会议
2018-06-01
2018年6月27日至28日将在华沙大学举行 
“1968年的波兰、欧洲、世界” 科学会
议；华沙大学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学院主
管部门在会议的邀请函中写道： “在1968
年的事件过去了50年之后，我们意识到，
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国家，还关系到世界
其他地区。 “反叛的年轻人”、反传统
文化，国家的新价值观，更多的民主和参
与形式是我们在6月会议上讨论的决定因
素。” 会议期间将有6个讨论小组： 1968
年3月的新一代年轻人、新时代即将到来：
社会如何变得政治化、我受到的冲击：社
会政策中显而易见的结局、我们都想改变
世界：反叛一代的反传统文化和改革、这

个世界的阴暗面和邪恶面：冷战时期的6年
和1968年“铁幕”之后的出路。 政治学和
国际关系学院院长Stanisław Sulowski希望
参加这次会议能激发人们对五十年前以及
与当代世界相关事件的有趣思考。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研究人员制
定了在华沙绿化标准
2018-06-01
华沙首都理事会通过了“塑造华沙绿化标
准”提案，文件由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科
学家与波兰树木学会合作编写。 据华沙
生命科学大学报道，这是一项重要的专家
研究，预计将提高波兰首都绿色空间的质
量。由风景园林主席和环境保护部的员工
编写。 支持市政当局在华沙塑造绿化领域
的工作，为建立和维护绿地统一整个城市
的程序做出贡献。

VI科学和卡托维兹文化野餐
2018-06-01
欧洲科技园中心邀请各位于6月8日星期五
前往卡托维兹参加科学文化野餐活动。充
分提升人们对生态和能源效率的认识，促
进社会责任感和代际合作。活动组织者承
诺这将是一场科学音乐和娱乐相结合的活
动。 野餐会和上届新经济论坛的口号将
是“通往COP24气候峰会的途径”。活动
旨在帮助年轻人理解复杂的科学理论，围
绕自然现象，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生态和
社会意识。 作为此次活动的一部分，也将
包括音乐会，以支持“西里西亚 - 阿勒颇
的孩子”行动；在这期间，神父作为活动
的负责人将会获得一张支票，支票会用于
帮助战争的受害者建立一个专门的儿童日
托中心。  



773

比得哥什的科学家的
EUROINVENT创意与发明创新
博览会
2018-06-01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的科学家的
发明 “带有滚筒间盘的滚磨机”荣获罗
马尼亚第十届欧洲创新与发明博览会的两
枚奖章。 这项发明由Józef Flizikowski教
授、 Andrzej Tomporowski博士、 Adam 
Mroziński博士和Weronika Kruszelnicka
博士共同研发。发明荣获EUROINVENT 
2018金奖和印尼发明与创新促进协会奖
章。 EUROINVENT博览会致力于通过介绍
技术学校，高等教育机构，研究单位，个
人发明家和公司的活动和成果，致力于在
欧洲推广创意。 此次是波兰第六次参加博
览会并且带去了六项发明；并且此次荣获
六枚奖牌：四枚金牌和两枚银牌。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将与中国的
大学合作
2018-06-01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签
署了为期五年的合作协议。 在访问中国
期间，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校长和副校长开
始与其他四所大学进行会谈，并参加了西
安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会议。 格但斯克大
学校长Jacek Namieśnik和组织部副主任
Janusz T.Cieśliński教授还访问了哈尔滨工
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长安大学和上海
科技大学。 会谈结束后宣布了将在未来一
一合作。 格但斯克大学的校长还参加了丝
绸之路大学联盟国际会议，来自36个国家
的135所大学聚集在一起，其目标是实现高
等教育的国际化，并刺激与丝绸之路经济
带有关的国家的经济发展。

第22届科学野餐将在华沙国家
体育场举行
2018-06-04
2018年6月9日欧洲最大的户外科学活动
第22届科学野餐将于在华沙国家体育场举
行，活动由哥白尼科学中心和波兰电台举
办。 今年的活动的主题是运动“Ruch”

，组织者准备了一些相应的活动：世界
在运动：原子，行星，空间、运动中的人
们：社会和交通、运动机器：操纵器，
机器人，车辆、身体在运动。 在哥白尼
科学中心的展位帐篷旁，您将能够“探索
身体和心灵的可能性，从宇宙角度审视世
界，感受积极的共鸣”；哥白尼科学中心
的动画师将帮助大家制作自己的火箭并
将其发射到太空，学习发动机结构的秘
密，并告诉您如何构建自己的望远镜。 更
多信息： http://www.kopernik.org.pl/
projekty-specjalne/piknik-naukowy/

中国河南省代表团访问了罗兹
大学
2018-06-04
应罗兹大学当局邀请，由河南省行政机关
代表和中国大学代表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
罗兹大学，代表团参观了经济学和社会学
系，并且确定每年都有学术教师前往罗兹
大学讲学，并准备在罗兹大学开展研究。 
中国代表团由河南省教育厅厅长荣希海和
郑州大学国际教育系主任史茂生带领。 此
次访问的目的是为了加深罗兹大学与郑州
大学在2 + 2经济学（前两年在波兰学习，
之后两年在中国学习）的合作，这是中国
教育部在波兰和中国大学之间认可的第一
个这样的计划 并与河南省其他高校建立新
的合作形式。

克拉科夫小波兰省创新节
2018-06-04
2018年6月4日起克拉科夫日本艺术与科技
博物馆 “Manggha” 举办的小波兰省创
新节将进行，其主题是社会创新或提高整
个社会群体生活质量的解决方案。 此次活
动将从“创新的社会维度”会议开始，讨
论创新技术和社会层面的边界。 在活动期
间，将会介绍小波兰省的学生和科学家的
发明，您将能够看到一个智能的Find Air吸
入器，它可以让您预测呼吸困难的发作。
这是一种纳米胶囊，提供诸如药物或食品
补充剂等选定物质和地质聚合物 。由火山
凝灰岩制成的非常材料，制造成本低廉，
非常耐用，可吸收水分和气味。

关于保护性疫苗接种的科普大会
2018-06-04
2018年6月7日在华沙大学Artes Liberales
学院将举行一场关于 “Edward Jenner
提出有关天花疫苗接种概念220周年预防
性疫苗接种纪念日 “的科学会议。 在会
议期间，来自波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
Andrzej Karpiński教授将带来主题为“恐
惧 - 早期现代欧洲的流行病”的讲座、来
自文学研究所的Anna Nasiłowska-Rek
教授的“从瘟疫笛福到瘟疫之流：流行病
和文学”讲座。同时，研究生教育医疗
中心的科学家将介绍疫苗接种必要性的医
疗条件。Teresa Jackowska教授将带来
主题为“保护性疫苗接种 - 事实和神话”
的讲座， Janusz Ostrowski博士则将带
来“Hilary Koprowski和脊髓灰质炎疫苗接
种”讲座。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的建筑设计
师赢得了arturbain.fr比赛
2018-06-04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建筑系的员工和学生
在arturbain.fr国际比赛中获得了前三名
的荣誉；今年比赛的主题是 “让公众无
障碍倾倒” 、 “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的公
共空间网络” 。 获奖者是： Katarzyna 
Z i e l o n k o - J u n g 建 筑 设 计 师 （ 博 士 ）
、Izabela Burda建筑设计师（博士）、波
兰共和国建筑师协会建筑师Janusz Gujski
以及理工学院建筑系的学生：Patrycja 
Marcińska、Anastasiia Volyk、Aneta 
Szrot、Alicja Sikorska，Arnaud Gaultier
和Pauline Ribault。   arturbain.fr国际比
赛27年来一直由巴黎耐用生态城居住环境
公益组织SéminaireRobert Auzelle组织， 
获奖作品和颁奖典礼将于6月8日在巴黎举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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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西里西亚医疗和法律会
议将在卡托维兹举行
2018-06-04
第四届西里西亚医疗和法律会议由西里西
亚医科大学、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西
里西亚医疗中心、卡托维兹区律师委员
会、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博士学生会以及地
方政府共同组织。 今年的会议主要针对律
师和医生，博士生以及医学和法学学生，
并且分为两部分举行。会议稍微第一部分
将于六月六日至六月八日举行，届时将介
绍专家的角色及其在刑事和民事程序中的
重要性。 发言者将讨论任命专家的既定
规则，这两个专家都是机构专家团队中活
跃的，并且被任命为“特设专家”。 这次
会议的目的是要对抗法律和医学从业者和
理论家的立场，以及确定司法当局的需求
和期望。 会议的第二部分计划于10月举
行；将完全致力于解决与医疗失误有关的
问题。 更多信息： http://mckgorzow.
pl/dni-gorzowa-2018-energia-miasta-
program/

弗罗茨瓦夫大学古生物学家
邀请各位参加“Stefania z 
Gorzowa的生与死”科学野餐
活动
2018-06-04
弗罗茨瓦夫大学古生物学系的研究人员邀
请各位于6月8日至10日参加兹维耶克日活
动；届时将会谈到在建设环城公路期间发
现的被称为斯特凡尼亚（Stefania）的灰
背隼的犀牛框架。 犀牛遗体已超过12万 
年，是波兰保存最完好的动物骨骼之一。 
6月8日星期五卢布林省，兹维耶克市和弗
罗茨瓦夫大学将就促进古生物学知识的联
合活动签署一份意向书。 弗罗茨瓦夫科学
家将为凯诺克公园创造一个概念，他们将
在周五在卢布斯基博物馆讨论这个概念；
星期六，将举行论文会议、星期日是“古
生物学的乐趣” 的教育电影，电影将介绍
骨骼，岩石和矿物，以及用石膏制作犀牛
和菊石。   更多信息： http://mckgorzow.
pl/dni-gorzowa-2018-energia-miasta-
program/

Köhlera教授在弗罗茨瓦夫医
科大学关于远程医疗的讲座
2018-06-05
弗 罗 茨 瓦 夫 医 科 大 学 和 基 金 会 科 学 家
Wratislavenses邀请各位参加柏林Charité
医 科 大 学 心 血 管 远 程 医 学 中 心 负 责 人
Friedrich Köhler教授的公开讲座，讲座将
于2018年6月8日作为国际心脏病学创新日
会议的一部分举行。 Friedrich Köhler教授
是著名科学杂志上的许多出版物的作者，
以及远程医疗解决方案传播和实施领域的
奖项获得者。 他也是欧洲心脏协会的成
员。 届时主题为“心力衰竭患者远程管理
方案的概念和实施”的讲座将以英文同声
传译的方式进行。

关于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创业
公司
2018-06-05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创新与技术转移中心和
学术创业孵化器以及格利维采力学，技术
和运输学院将于2018年6月6日星期三共
同举办“本地智能实验室 - 启动成功从孵
化到加速“的科学会议。 会议将致力于
机器制造，材料工程和运输领域的解决方
案；以讲座结合的方式进行，专家与实际
讲习班进行专题讨论。 在专家组会议期
间，专家们将会介绍如何通过社交媒体有
效促进企业发展，当地政府如何通过各种
举措支持企业发展，以及从哪里获得资
金来支持创意并在哪里寻求支持。 更多
信息： https://www.facebook.com/
events/191896891444324/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代表团访问
美国
2018-06-05
2018年5月27日至6月2日，由Łukasz 
Wojdyga领导的国家学术交流局代表团
参加了在费城举行的NAFSA展会和会议。 
NAFSA是全球最大的处理国际教育的非政
府组织。 国家学术交流局局长会见了国际
教育学院院长Alan Goodman，并参加了
维拉诺瓦大学的国际化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提议小组。 波兰科学家，波兰协会代表以

及维拉诺瓦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其他机构
的科学家参加了此次活动。 全国学术交流
机构代表团在芝加哥会见了来自伊利诺斯
州，威斯康星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大学代表
以及波兰媒体。

波兰 - 法国华沙大学科学与创
新论坛
2018-06-05
2018年6月12日 “波兰 - 法国科学与创新
论坛” 将在华沙大学图书馆举行；活动
的目的是促进波兰和法国在研究和创新领
域的合作，庆祝法国文化中心和华沙大学
法语研究60年的存在，并强调欧洲研究
计划提供的机会。 活动将从华沙大学科
学事务副主任Maciej Duszczyk博士的演
讲开始，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和法国驻波兰大使Pierre LEVY
届时将会出席。 在会议上，与会者将讨
论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国际化，2013-2018
年波兰 - 法国科学领域合作的平衡和前景
以及初级卫生保健中心的双边计划。 更
多信息： https://docs.google.com/
forms/d/e/1FAIpQLSehAkldQmZOl_
T 2 T Z b n g S f K a D M I s 5 M v 8 s T p g i 1 g -
V7Tf42cRQ/viewform

在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举行“有
意识的消费者”会议
2018-06-05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与滨海省卫生监督局将
于2018年6月7日举办“自觉消费者 - 膳
食补充剂，食品，化妆品，环境警告，标
签，信息“会议。 在活动期间，格但斯
克地区卫生和流行病学站的食品卫生，营
养和物品部主管Regina Szymańska将带
来关于“补品”的讲座、格但斯克医科大
学医学院和布鲁姆医学院的Małgorzata 
Grembecka博士将带来“适合服用补品
的人群及合适进补”的讲座、来自格但斯
克大学临床中心的Paulina Metelska将解
释“如何理解食物信息，标签和配料”。

Photo by Markus Spiske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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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舒夫大学与广东技术师范大
学代表会面
2018-06-05
热舒夫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说：“
热舒夫大学领导层会见了广东技术师范大
学（GPNU）的代表；会议的主题是在“
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方向上，制定有
关教育过程组织的详细规则。” 会议期
间，还制定了实施假定学习计划所需的科
学和行政人员交流的详细规则。 共同合作
的学习中，前两年的课程将用英语教学，
之后两年用中文教学。热舒夫大学学费为
1500欧元每学期，在中国的学费为一万三
千人民币每学期。如Maciej Ulita博士认
为，这是一个与全球经济，工业和文化交
流有关的未来方向；如果有人对中国文化
和商业的具体细节感兴趣，那么这个学习
就是值得的。  

诺贝尔奖得主将在哥白尼科学
中心开设讲座
2018-06-06
波兰科学院与青年科学家和哥白尼科学中
心共同邀请各位于6月14日18.00点参加
Tim Hunta教授的讲座；Tim Hunta教授
是2001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获得者。 
Tim Hunta教授届时将谈论他关于细胞周
期调控的研究并分享他对成功研究事业的
看法。 在讲座之后，Tim Hunta教授将就
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科学家们在
当代世界中的角色、如果保持开放与竞争
力以及如何在专业和个人生活之间做出在
科学平衡与大家展开讨论。

在“建筑师”竞赛中，西里西亚
科技大学的建筑学生获得提名
2018-06-06
来自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
学生Karolina Balcer和Magdalena 
Skrocka赢得了“建筑师”第一届波兰年
轻工程师比赛。 参赛者必须完成主办方提
出的四项任务之一。 其中两个是项目任
务，另外两个是实施项目。 西里西亚科
技大学的学生选择了实施任务。 他们的工
作主题是“钢筋混凝土天花板施工的技术

和经济比较分析”。 青年工程师竞赛是作
为“青年工程师建造者”项目的一部分实
施的，该项目旨在支持学生和年轻的土木
工程师进行创造性和专业发展。 它以独
创性，开放性，高质量的项目，注重细节
和应用材料的正确性和技术解决方案为特
征。

城市对现代经济竞争力影响
2018-06-06
华沙中央商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正在组织
一届关于创新和竞争力的国际科学会议，
今年6月15日在会议上将就城市如何在现
代全球经济中为竞争优势做出贡献的问题
展开讨论。 会议将分析国际竞争力和城市
化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包括大都市创新体
系，智慧城市，国际化和文化多样性的概
念。 考虑到他们的城市化模式以及波兰和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的发展趋势，还将介绍
对选定经济体竞争地位的研究成果。

请联系BraveCamp如果你想
开发科学和商业项目
2018-06-06
华沙大学孵化器所通知，截止2018年6月
8日，华沙大学和华沙医科大学的学生，
博士生，员工和毕业生均可申请下一届
BraveCamp每周暑期学校，在暑期课
程期间，参与者将就科学和商业项目发
展自己的想法。 7月8日至14日，参加 
BraveCamp暑期学校的学院将在处理项
目管理，自我介绍，市场营销和销售的专
家的监督下完善和塑造他们的想法。 在
暑期课程结束时，两所华沙学院的学生，
博士生，员工和毕业生将提出他们的解决
方案，陪审团将选择一个项目，其作者将
获得10,000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s://
www.iuwnet.org/

比亚韦斯托克 “跨界数学”
2018-06-06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和比亚韦斯托克大
学于2018年6月15日至17日举办一次跨学
科会议“跨界数学”。 会议目标是在我们
生活的各个领域普及数学的使用和存在：

建筑，艺术，自然，空间甚至音乐。 会
议的任务是连接波兰东部边界两侧的环
境，同时寻求数学和其他科学领域之间的
桥梁。 主办方邀请所有来自波兰和东部
邻国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
的所有感兴趣人士。 更多信息： http://
mp.wi.pb.edu.pl/index.php/en/

第十四届卡托维兹新经济论坛
2018-06-06
新经济第十四届论坛将于6月8日星期五在
卡托维兹科技园欧洲中心举行，科学，商
业，行政和社会组织的代表届时将谈论西
里西亚省的公平能源转型。 今年会议的主
题是“西里西亚在前往COP 24气候峰会途
中”。 除了研讨会和小组讨论之外，还计
划召开国际企业家会议。 在全体会议期间
还将邀请能源，社会学和环境保护方面的
权威人士，为卡托维兹12月气候峰会做准
备。 此次会议将为就促进企业家精神和支
持能源企业发展的工具的最佳实践交换意
见。 更多信息： https://www.forumng.
pl/

波兰学生参加了火星机器人比
赛大学罗孚2018挑战赛
2018-06-06
从琴斯托霍瓦理工大学的火星车赢得了
2018 Rover挑战赛，边第三名是凯尔采理
工大学队，第四名是罗兹技术大学团队。 
世界上最好的火星漫游者设计和引导了琴
斯托霍瓦理工大学的机电设备和机器计算
机设计科学界的胜利学生，并且组成了
PCz Rover团队。 今年在美国犹他州沙漠
地区举办的火星机器人比赛决赛中，来自
10个国家的36个团队参与其中，其中6个
团队来自波兰。 获胜的漫游车获得世界顶
级火星探测器是世界上最好的漫游者。 比
赛的奖项包括在国际火星学会大会的国际
会议上展示机器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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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tas学院就巴勒斯坦事态发
展研讨会
2018-06-07
巴勒斯坦驻波兰大使馆和Civitas委员会于
2018年6月21日共同组织 “巴勒斯坦局势
发展前景”研讨会。 会议将于2018年6月
21日18点在Civitas学院礼堂Aula B（华沙
文化科学宫12楼）举行，届时将由波兰巴
勒斯坦国大使Mahmoud Khalifa发表开幕
演讲。会议期间还会有一场关于巴勒斯坦
的宣传电影的辩论和放映。 2018波兰高等
学校展望排名中，私立大学Civitas学院在
社会学和国际关系方面名列首位。

Różański将军在拉多姆经济学
院发表演讲
2018-06-07
2018年6月3日，Miroslaw Różński将军在
拉多姆商学院举行的武器大会中，发表了
面对国家和北约军队和全球安全体系的挑
战的演讲。 2011年，MirosławRóżński将
军获得了国防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2015
至2017年间，他被任命为武装部队总司
令。 在讲座期间，MirosławRóżński将军
对于内部安全与管理领域的一年级硕士学
生，重点强调了国家武装部队在属于北约
组织结构和波兰武装力量现代化的背景下
塑造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 并且着重强调
了华盛顿条约。该条约规定北约成员国有
义务保持其个人抵抗攻击的能力。

西里西亚大学的小雕像获得 
“Amicus Librorum”奖项
2018-06-07
卡 托 维 兹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的 小 雕 像 获 得
了 西 里 西 亚 图 书 馆 颁 发 的 “ A m i c u s 
Librorum”奖项。 这个雕像是一个表彰对
丰富和加强文化，地区和城市作出贡献的
杰出人物和机构。 该奖项是在西里西亚大
学成立50周年之际颁发的。 它表达了对大
学的欣赏及认可其对该地区发展的贡献。
西里西亚图书馆的许多科学和科普作品是
由于丰富的，通常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
的研究成果。 2006年建立了西里西亚数字
图书馆。 该项目促进文化和科学，提供在

西里西亚收集的文化遗产和特别宝贵的科
学出版物，教育和教材。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获得波兰
智能发展奖
2018-06-07
在波兰共和国专利局的赞助下，波兹南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创 新 与 技 术 转 移 中 心 的
EkoBioFood项目 - PULS PLANTINOVA 
PPNT荣获波兰智能开发奖2018年大学创新
未来解决方案奖。 波兰智能发展奖在全国
范围内得到了欧盟和国家项目中由科研机
构，研究机构和公司参与的最具创新性项
目的奖项；它将赋予以其创新活动和面向
未来的方向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并提高当地社区生活水平的实体。 颁奖典
礼将在2018 Uniejów3.0智能国际发展论坛
期间举行。 http://www.ciitt.up.poznan.
pl/Projekt-ININ,p82.html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获得了
KOKOS 2018学生建筑竞赛奖
项
2018-06-07
弗 罗 茨 瓦 夫 理 工 大 学 的 学 生 在 K O K O S 
2 0 1 8 学 生 建 筑 竞 赛 中 获 得 了 三 个 奖
项，颁奖仪式在克拉科夫举行。 PWR 
Aerospace团队的 “App4Hab” 项目
获得了奖项，在该项目中，年轻的施工人
员将带有移动电话的气球作为车载电脑送
到平流层。 裁判团将这个项目归为在空中
和空间中移动相关的结构竞争类别。 来自
PWR车团队的学生在汽车类别中获胜，在
那里驾驶汽车，汽车和其他汽车领域的元
素进行了战斗。 他们设计的RT08赛车是独
一无二的。 轻型电动摩托车莱姆猎鹰赢得
了百搭类别。 来自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
太阳能船Solar Boat在生态学领域获得了
奖项。

来自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
荣获国际Digilent设计大赛奖项
2018-06-07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自动化，电子和计算
机 科 学 系 的 学 生 获 得 在 罗 马 尼 亚 克 卢
日 - 纳波卡举办的第14届国际Digilent设
计竞赛第三名。 获奖者为Przemysław 
Mazur，Robert Nawrath和Marcin 
Beberok。他们已经开发出符合国际标准
的工业PLC，包括中央单元，APB总线，
功能块模块，I / O模块和串行总线接口。 
设计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带有操作面板
的程序员。 作为演示的一部分，学生编写
了演示程序，从而证明了他们的驾驶员的
高性能。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规划教育与
发展国际会议
2018-06-08
2018年6月7日至9日，比亚韦斯托克大学
教育心理学系将举办一场专门规划教师教
育与发展的国际科学会议；会议主题为 “
为21世纪设计教师教育和专业发展：未来
的当前趋势，挑战与方向” 。 会议的组织
者是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教育心理学系和欧
洲教师教育协会（ATEE）。 比亚韦斯托克
大学发言人Katarzyna Dziedzik强调，来
自世界各地的近160位研究人员和教育机构
的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会议的主要目标
为就21世纪教师教育和培训的趋势，挑战
和前景展开国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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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斯托霍瓦青年发明家学院
2018-06-08
琴斯托霍瓦Jan Długosz人文与自然科学
学院将实施“青年发明家学院”项目，项
目旨在扩大儿童和青少年创造性思维的视
野。 年轻发明家学院将致力于向年轻人展
示学习可以成为一种乐趣，将在动员儿童
和青少年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激发想
象力，解决问题和创新行动的同时使他们
获得和深化知识。 该项目仅涵盖培养项目
参与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必需的关键能力和
普遍技能 - 横向技能的教学活动。琴斯托
霍瓦大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系的技术和人力
资源将投入开展活动。

Hermann Maurer教授将在弗
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开设讲座
2018-06-08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邀请各位于6月12日星
期二参加奥地利科学家Hermann Maurer
教授的公开讲座，讲座主题为“我们需
要很多想象力来解决大人类面临的一些问
题”。讲座将作为跨学科科学研讨会的一
部分举行。 Hermann Maurera教授来自
格拉茨理工学院，1965年，他获得数学科
学博士学位，并且从卡尔加里大学毕业。 
他曾在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德国，
新西兰和美国的大学讲学。 他在信息技
术，数据收集和处理或互联网络发展领域
开发了许多创新解决方案。 跨学科科学研
讨会主席ArkadiuszWójs教授说，该讲座
主要针对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例如人口
过剩，全球变暖或数字化）的非常规解决
方案进行处理。  

下西里西亚网络安全集团成立
2018-06-08
由弗罗茨瓦夫技术大学倡导设立了下西里
西亚网络安全集团，网络安全集团的主要
任务的是对于关键IT资源的保护和安全以
及安全软件的设计和开发。 网络安全集
团的任务将涉及以下领域：保护和保护机
构，业务系统和工业控制; 管理，法律和
审计 - 管理安全和风险分析团队，并根据
适用法律规定对最重要的IT系统进行技术

审计; 取证科学 - 从数字系统中获取和分
析证据以找到与信息和信息系统安全相关
的痕迹和获取证据以及电磁安全。 创建
者还宣布将识别和评估信息系统中潜在
的攻击和漏洞以及实施的防御系统。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nowy-klaster-zadba-o-
bezpieczenstwo-w-sieci-10884.html

热舒夫大学盛宴
2018-06-11
2018年6月7日，热舒夫大学庆祝其建校纪
念日，当天各位博士以及博士后的名称都
被提升，且热舒夫市长Tadeusz Ferenc
授予Anne Blom教授热舒夫大学荣誉博士
奖项。 开场典礼在Bożena Stasiowska-
C h r o b a k 博 士 指 导 下 的 合 唱 团 演 奏
Gaude Mater Polonia，并且由热舒夫大
学校长Sylwester Czopek教授致辞。 典
礼结束后 Sylwester Czopek校长说：“
我要感谢所有发起人和参加今天的严肃宣
传活动期间的博士们付出的努力。 我希望
各位博士们能够进一步发展他们的科学兴
趣。“ 庆祝活动的第二个部分为荣热舒夫
市长Tadeusz Ferenc授予Anne Blom教授
热舒夫大学荣誉博士奖项以及为其他工作
人员办法奖项。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克洛多
夫斯卡大学编程学院的最后一
场比赛
2018-06-11
2018年6月11日，在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克洛多夫斯卡大学举行了第一届“算法
与数据结构” 的决赛。 大学新闻办公室
Katarzyna Kozielewicz 讲到，：“编程
学院”是一项旨在普及卢布林省学校学生
信息技术的长期教育项目，学院为广泛对
编程感兴趣的学生提供课程。“ 竞赛组织
者希望激励年轻人拓宽视野，并证明IT问
题可以以有趣和可访问的形式呈现。 最
终，“学院”将提供完整的编程课程循
环，从编程的基础知识到涵盖信息技术主
题的课程。

EcoPark在格但斯克大学校园内
2018-06-11
EcoPark在格但斯克大学的校园成立，这
是滨海省唯一一个将教育，科学和娱乐功
能相结合的项目。 其总成本几乎为300万
兹罗提，其中超过200万兹罗提来自欧洲
基金的共同融资。 EcoPark创建于格但斯
克奥利瓦大学校园内的生物学，化学和数
学，物理学和信息学系之间。 这是一个
保护和促进生物多样性的领域，同时为整
个当地社区提供教育，科学和娱乐功能。 
EcoPark还将对需要特殊护理和实践课的
学生进行研究，将通过增加进入绿地的途
径，为格但斯克的生态价值增加做出贡
献，并为三连城的学生和居民提供适宜的
休闲娱乐区。

波兰科学院的EMBL会议
2018-06-11
波兰科学院生物学研究所将于2018年6月
19日至20日举办波兰EMBATH会议，会议
旨在纪念波兰加入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EMBL），并通过召开科学研讨会汇集波
兰和世界专家和 参与生物医学研究的科学
家。 科学研讨会将巩固社区处理分子生物
学。 在活动期间，生物学学生，博士生和
研究人员将能够获得与EMBL合作的全面
信息。 更多信息： http://embl.nencki.
gov.pl/

什切青大学政治社会工程会议
2018-06-11
什切青大学政治学和欧洲研究所邀请各位
于6月12日和13日参加全国科学会议，主
办方打算在政治领域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营
销领域对社会工程活动进行重要考虑。 主
办方宣布为期两天的会议将讨论以下议
题：政治社会工程与政治营销的关系，社
会工程文书; 社会技术影响主题，政治主题
活动中的社会工程学; 在政治和媒体上贬低
政治对手和社会工程的破坏性方法。 会议
将结合“什切青人文主义”周期事件，在
会议期间 Mirosław Karwat博士将讲述与
什切青和西波美拉尼亚有关的历史和社会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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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弗罗茨瓦夫夏季音乐学院
2018-06-11
弗罗茨瓦夫音乐学院邀请各位参加第十届
夏季音乐学院，参与者可以为音乐学院内
部教师及学生，也可以是往届毕业生和其
他音乐学校教师。 夏季音乐学校计划将于
6月26日至7月1日在优秀音乐家和老师的
指导下进行。 申请截止日期为6月12日。 
夏季音乐学院的课程主要面向音乐小学、
音乐中学、青少年、毕业生以及音乐学校
教育工作者。 弗罗茨瓦夫音乐学院将提供
演奏技巧和演绎的改进，声乐技巧和演绎
的改进，以及合唱音乐和交响演奏领域的
技巧，以及塑造构图技巧的基础和创造性
表达的语言以及艺术个性的发展。  

Emilio Meneses教授在罗兹大
学的讲座
2018-06-11
罗兹大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系邀请各位于018
年6月12日参加Emilio Meneses教授主题
为“中欧和拉美：前线或周边地区”的讲
座。 讲座将讨论在美中俄竞争的背景下的
中美洲和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地位和经济
重要性问题。 Emilio Meneses教授毕业于
乔治敦大学和牛津大学。 在1981 - 1984年
期间，他曾是智利国防部长顾问；之后，
他一直在担任智利天主教大学国防部研究
部主任和智利海军战争学院国际关系部主
任的工作。

沃姆扎创新公司信息会议
2018-06-12
2018年6月13日上午10:00将在沃姆扎工业
园区举行一次关于支持开展创新项目的公
司的信息会议，届时投资和发展部副部长
Adam Hamryszczak将出席会议。 活动
期间，参与者将学习有关的业务支持方案
智能创新项目，波兰东部计划和区域计划
的波德拉谢省支持企业发展的原则。 研讨
会结束后，将与执行欧洲基金的机构的专
家进行个别磋商。

弗罗茨瓦夫大学夏季民主学校
2018-06-12
弗罗茨瓦夫大学政治学研究所邀请各位于
6月17日星期天参加夏季民主学校，今年
的参与者将在现代世界中讨论信息，并讨
论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 组织者宣布，在
夏季学校上课时，学员将讨论当代媒体的
运作情况，信息如何使用以及它如何影响
社会。 还将讨论社交媒体领域的问题，未
来的假情报，平民主义和媒体发展机会问
题。 在信息访问无限的情况下，正确选择
和验证到达我们的内容非常重要。 通过
这种方式，创造和接受无所不在的信息所
需的能力的重要性就会增加。 暑期学校
将持续到6月28日。 更多信息： http://
summerschool.politologia.uni.wroc.pl/
Programme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赢得
了马拉松比赛
2018-06-12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在巴黎RKC卡丁
车巴黎的Battery Electric Prototype类别
中赢得了生态马拉松比赛。 Smart Power
团队的学生成功通过了技术检查，并在
Battery Electric Prototype类别中名列第
一。 设计师希望来自法国的经验将有助于
在7月份计划的壳牌生态马拉松欧洲锦标赛
中取得成功，第34届节能建筑竞赛将在伦
敦举行。 此前，他们在氢气地平线汽车挑
战赛中获得了最佳大学称号。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QGIS用户
会议
2018-06-12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环境工程学院将于2018
年6月19日举办关于QGIS用户会议，这是
最受欢迎的免费空间数据处理程序；届时
商业公司与地方政府将出席会议。 QGIS
计划最初是作为处理空间数据和创建地图
的工具而创建的，来自许多国家的程序员
和科学家加入了QGIS项目的创建。现在它
被用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组织的
遥感培训基地平台。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环
境工程学院是波兰第一个以QGIS平台为基

础进行教育和研究的学院之一，目前克拉
科夫理工大学创建了一个经过认证的QGIS
培训中心。

在红衣主教大学将成立医学院
2018-06-12
华沙红衣主教大学将成立医学院，在议会
教育期间，科学和青年委员会对在红衣主
教大学设立医学院提出了积极意见。 近
几年来，华沙大学一直努力培养未来的医
生； 2014年，实验中心在医学领域开展
基础研究、2016年，虚拟解剖与手术模
拟中心成立，生物学专业在生物学领域启
动。 大学校长Stanisław Dziekoński教授
在众议院时强调，医学院是波兰医学界获
得新的国际合作伙伴的机会。 近年来，红
衣主教大学与罗马的Gemelli综合医院，
卢加诺瑞士大学的欧洲眼科高级研究学院
（ESASO）以及慕尼黑的Isarklinik建立了
合作关系。

“欧洲的波兰DIAS”会议
2018-06-12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在欧洲委员会，欧洲航
天局和其他欧洲空间部门的代表共同组织
了“欧洲的波兰DIAS”国际会议。 这次
会议将于2018年7月2日在华沙哥白尼科
学中心举行，将DIAS对波兰和整个欧洲的
重要性。 在活动期间，将介绍波兰空间部
门在处理和使用卫星数据领域的潜力。 更
多信息： https://www.nauka.gov.pl/
rejestracja-na-konferencje-a-polish-
dias-for-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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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大学和什切青警察的合作
2018-06-13
海事学院和什切青省警察总部共同签署了
合作协议，目标是支持所有倡议和联合
行动，以改善所有道路使用者和支持这
些活动的机构和组织之间的道路安全和
改善汽车文化。 合作协议由什切青省警
察局长 Jacek Cegieła和海事学院院长
Wojciech Ślączka上尉共同签署。 警察局
长 Jacek Cegieła说：“在对指挥官的评
估中，关键将是开发新的道路安全改进项
目并积极实施。 我们相信，与警方合作，
学院可以利用知识和经验；观察日常生活
和分析结果并且创造一个对所有道路使用
者友好的空间 。”  

哥白尼科学中心的华沙大学学
生作品展
2018-06-13
华沙大学波兰文化研究所和邀请合作的艺
术家以及研究人员共同完成了“Powiśle
项目”，项目为针对城市的创造性研究。
哥白尼科学中心邀请各位于6月16日至7月
15日前往观看展览。 展览主要由文化动画
学生编写的照片，视频作品，戏剧和互动
装置组成。 波兰文化研究所“Powiśle项
目”项目负责人Joanna Kubicka博士强
调到：“学生们利用当代艺术的策略，探
索了该地区的社会，物质，视觉和听觉领
域。 该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穿过大
学的围墙，与周围的环境建立关系，寻找
与Powiśle社区合作和交流的机会。” 更
多信息： https://www.facebook.com/
events/1016836625133123/

根据最新的考古研究 20世纪冲
突和犯罪的重要遗骸
2018-06-13
第二次世界大战博物馆科学部与格但斯克
省历史古迹保护办公室共同举办的 “根
据最新的考古研究，20世纪冲突和犯罪
的重要遗骸”会议将于6月14日和15日在
格但斯克博物馆举行。 会议期间，来自
波兰和乌克兰各地的学术中心和博物馆的
23位演讲者将发表论文；与会者将向大

家介绍他们的工作成果，已开展活动的新
方向，并介绍与使用获得的文物有关的机
会。 这些问题还包括乌克兰及Rawka和
Bzura附近的挖掘和考古工作，道路建设
期间的发现以及波兰海域的研究成果。 还
有关于考古学问题的计划，例如媒体的接
待。 更多信息： https://muzeum1939.
pl/konferencja-naukowa-materialne-
pozostalosci-konfl iktow-i-zbrodni-
xx-wieku-w-swietle-najnowszych/
aktualnosci/1347.html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专家将
与50个波兰城市的企业家会面
2018-06-13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本着执行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长的提议和申请共同融资的规则策
划了与波兰企业家见面的会议，会议将在
波兰不同的50个城市举行。 在会议期间，
专家们将介绍获得补助资金的可能性以及
公司引入创新解决方案。 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主任Maciej Chorowski强调：“许
多企业家不从事创新活动，可能是因为害
怕风险，也不了解在科学家参与下获得项
目实施支持的可能性；我们的活动满足了
这些公司的需求。 我鼓励大家参加会议并
利用我们的优惠。” 更多信息： https://
www.ncbrdlairm.pl/

关于商业，经济和工作的微观
研讨会
2018-06-14
2018年6月15日，在罗兹大学校长和罗兹
省省长的主持下 “商业，经济和工作的超
级化” 研讨会将在罗兹经济特区举行。 
研讨会将试图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超级
传播如何影响商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新一类的“随需工作者”会给我们带来什
么？ 在研讨会期间，将解决以下问题：确
定创建并破坏传统业务模式的新解决方案
和商业模式; 预测“优化”对公司就业，
支付系统，法律法规和市场活动的影响; 分
析变化中的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和威胁。 
更多信息： http://pam.uni.lodz.pl/w-
pam-center/uberyzacja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获得波兰
银行协会奖和“太阳之光”基
金会奖
2018-06-14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获得波兰银行协会和
太阳之光基金会的奖项， 该大学因为残疾
人的杰出创新技术解决方案而备受尊敬。 
该奖项的发起人是“太阳之光”基金会，
与业务合作伙伴一起以这种方式奖励机构
和公司，以便利用新技术支持残疾人社
区。 该奖项是在华沙举行的第13届电子经
济大会上颁发的。 Jerzy Borowiec代表理
工大学校长接受了奖章，他在获奖时说：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因为
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正在参加比赛。 我们
更加高兴的是，我们正常的日常工作为残
疾学生获得奖励”。

波兹南经济大学博士生赢得了
EFC学院竞赛
2018-06-14
来自波兹南经济大学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
系博士Marcin Flotyński成为了EFC学院（
欧洲金融大会）内最有趣的论文竞赛的获
奖者；他的获奖文章“波兰在欧元区 ：我
们应该进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是从波
兰和海外的一百多件作品中选出来的。 作
为欧洲金融大会在格但斯克欧洲团结中心
的一部分，年轻科学家参与了开设EFC学
院的小组。 金融大会对波兰和欧盟联合
成功的良好解决方案进行了辩论，其目的
也是为了在关于发展和安全的国际讨论中
提出波兰的观点。 约1,300名商业管理团
队，媒体，国家管理部门，咨询公司，科
学家，政治家，监管人员和监管机构的代
表将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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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尔斯克 - 比亚瓦的技术和人
文科学院的学生赢得了紧急医
疗护理竞赛
2018-06-14
别尔斯克 - 比亚瓦的技术和人文科学院的
学生获得了第九届全国紧急医疗服务大学
竞赛， 雅盖隆大学是今年参加锦标赛的组
织者，共有25个团队参加了比赛。 在比赛
期间，学生必须展示医疗救援行动领域的
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团队必须完成八项
任务，并提供广泛的医疗场景。 救援人员
必须处理，其中包括由于使用药物而患有
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患者，一名12岁儿童的
腹部枪伤以及支气管哮喘发作。 这是波兰
别尔斯克科技与人文科学院历史上的第三
个冠军，明年的第十届比赛将在别尔斯克 - 
比亚瓦举办。

诺贝尔得奖者Ben L. Fering在
波兹南大学做了一次演讲
2018-06-14
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化学系和波兹南
市邀请您参加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Ben L. 
Fering的开放式讲座 “建设小城镇的艺
术” ；讲座将开始于 6月21日星期四12点
在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化学系礼堂（264
室）举行。 Ben L. Fering教授是荷兰最
高科学奖的获得者，除了2016年的诺贝
尔奖（Jean-Pierre Sauvage和J. Fraser 
Stoddart爵士）之外，他还获得了许多
其他设计和合成Fering分子机器的著名奖
项；2004年的斯宾诺莎奖和2012年的洪
堡基金会奖。 Feringa是超过800种科学
作品的共同作者，被引用近50,000次。 波
兰化学会将居里夫人奖章的最高奖项授予
Fering教授。

弗罗茨瓦夫陆军学院与国家纪
念研究所合作
2018-06-14
弗罗茨瓦夫陆军学院与国家纪念研究所签
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合作协议旨在发展科
学并塑造未来青年波兰知识分子的坚定爱
国和民间态度。 合同涉及对波兰武器历史

的研究，以及寻求在独立和波兰国家统一
的斗争中遇难的人们的安息之地。 它还在
纪念历史事件，地点和人物以及举办爱国
活动和宣传军人精神方面开展合作。 签署
方还将组织关于波兰最新历史的专题讨论
会，科学会议，展览和讨论小组。 此外，
合作协议将允许两个机构在互惠基础上
提供其档案馆和图书馆馆藏供科学用途使
用。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将培养学生
的创业精神
2018-06-14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已获得国家研究与发
展中心“青年探索大学”计划中的另一
个项目的资助，这次将开发学生们在创
意，创新或创业领域的能力。 比亚韦斯
托克大学东部技术转移中心主任Karina 
Sachpazidu-Wójcicka博士解释，该项目
旨在发展劳动力市场所需的普遍能力，未
来将可以使用该能力，无论哪个行业或公
司将会工作。 最新项目资金为34.3万兹罗
提， 项目的教育为三个模块：合作、认为 
、解决;  ABC创业; 我自己的创业 - 从创意
到实施。 该项目的招生将从9月份开始。 
来自波德拉谢省小学的144名学生将能够参
加课程。

波兰科学网络：罗兹医科大学
的科学
2018-06-14
2018年6月21日至23日波兰科学网络会
议：科学与医学将在罗兹举行。 会议的主
要目标是创建一个论坛；这是一个为科学
家和医生设法在临床实践中实施医学最新
成果的共同空间。 会议由波兰科学院青年
科学家学院、科学与高等教育部、波兰科
学基金会奖学金俱乐部和罗兹医科大学共
同合作举办。会议主要针对非临床科学家
和临床医生，以及所有希望通过与医生和
科学家合作来支持创新的机构和公司。 在
会议期间，科学家将展示表观遗传学，癌
症，生物化学，脑科学，发育生物学，生
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和生物模型领域最
有趣的项目。 更多信息： psn.pan.pl

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登上第一
届建筑大赛
2018-06-14
砖结构建筑竞赛的目标是提出可以分两类
实施的最佳解决方案：房屋建筑和未来建
筑。 华沙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学生Klaudia 
Lachcik的“多线程”项目赢得了由建筑
陶瓷雇主协会和波兰建筑师协会组织的未
来建筑类竞赛组织的竞赛。在住宅建筑类
别 - 单户住宅中，第二名的获胜者是来自
华沙理工大学的Piotr Zalewski，他为登山
爱好者设计了房屋。 此次来自13所大学的
学生提交了54个项目参加竞赛。

生命科学大学毕业生在第15
届“弗罗茨瓦夫白玉兰”中获
得成功
2018-06-15
“弗罗茨瓦夫白玉兰”是一项竞赛，旨
在推广最好的硕士论文，提高弗罗茨瓦
夫居民的舒适生活。 来自弗罗茨瓦夫环
境与生命科学大学景观设计专业毕业生
Natalia Kordysz在弗罗茨瓦夫白玉兰竞
赛中过的第一名，Aneta Szymoniak在最
佳硕士论文“弗罗茨瓦夫白玉兰”的竞争
中同样也获得了殊荣。 Natalia Kordysz
介绍了弗罗茨瓦夫Oława河沿岸码头的
开发项目，在她的设计理念中，建立了沿
河宽绿道的保护和景观特征的使用，以整
合居民和推动城市。 Aneta Szymoniak
为弗罗茨瓦夫Ślęza河地区的发展创造了
一个概念，在Grabiszynku设计弗罗茨
瓦夫地区，并且根据可持续空间开发原
则和绿色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原则。   更
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
pl/aktualnosci/48009/xv_edycja_
wroclawskiej_magnoli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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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波兹南的科学家是“2018
年医学超级分析”竞赛的获胜者
2018-06-15
波兹南医科大学神经化学和神经病理学系
Alicja Kalinowska-Łyszczarz副教授（博
士）赢得了“2018年医学超级人物”竞
赛，今年的参加者有数十位来自学术界
和临床医院的与医学相关的医生和毕业
生。 Alicja Kalinowska-Łyszczarz负责多
发性硬化症的诊断和治疗，并开展促进医
生和患者MS知识的教育活动。 在她的科
学和研究工作中，处理多发性硬化症和相
关疾病的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理学问题。 
Supertalenty是自2012年“普尔斯杂志”
举办的比赛，它的目标是挑选和奖励年轻
一代的医生和兼顾方向的毕业生，这些人
将在未来几年影响波兰卫生保健部门的变
化。

华沙大学研究人员在阿尔巴尼
亚发现了一座古城
2018-06-15
华沙大学东南欧古代研究中心的研究人
员在阿尔巴尼亚西北部的挖掘工程中发
现了2000多年前的遗迹。 这些发掘揭示
了希腊化时代的硬币和陶器，以及被称为
Cyclopean墙壁的石制建筑遗迹。 持续
数日的挖掘活动允许发现另一道门，其中
有两个堡垒和防御性的围墙，面积约为20
公顷。 研究人员的目标是确定被发现城市
的实际名称，据推论，它可能公元前被巴
桑尼亚的罗马人破坏。 更多信息： http://
www.novae.uw.edu.pl/

高温节 – 活的艺术
2018-06-15
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邀请各位参加国际
高温节日，这是波兰唯一的开放式艺术
活动，在活动期间，各位艺术艺术大师
与观众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 第十一
届艺术节的主题是“火的艺术”，来自
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将于6月22日至24
日在弗罗茨瓦夫展示他们的创造力和技
能。 节日活动分为三个部分：金属; 陶瓷
和玻璃。 在活动的第一部分，关注能够

看到制作小型雕塑形式的铝，青铜和铸
铁，制作珠宝的过程。 在第二个部分，
将尝试在不使用电的情况下滚动陶轮，
第三个部分将展示用蜡制雕塑铸造石膏
模型的方法。 还将有玻璃装饰车间通过
磨削，打磨和雕刻。 更多信息： http://
festiwalwysokichtemperatur.pl/pl/

波兰为德国科学家提供奖学金
比赛正在进行中
2018-06-18
波兰科学基金会启动了第二十二届波兰荣
誉科学奖学金比赛，由于这个奖学金计
划，德国的科学家们可以来到波兰进行短
期的交流。6月15日至10月1日，波兰科
学家可申请奖学金。 该奖学金旨在奖励获
奖者的科研成果，并促进波兰和德国研究
人员之间的长期合作。 基金会计划活动副
主任Tomasz Amendment说：“对基金
会来说，这是将波兰推广为波兰和外国研
究人员日益吸引人的科学实践的途径之一 
。”

华沙大学COST研讨会
2018-06-18
7月2日将在华沙大学举办COST欧洲科学
技术研究合作研讨会。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国际合作主要专家Jadwiga Mrozowska
将在研讨会上向大家解答一下问题：什
么是COST计划？ 一位波兰科学家如何
参与COST计划活动？ 如何加入当前活动
（COST行动）？ COST是36个欧洲国家
和以色列（作为合作国）创建的欧洲科学
技术合作计划（欧洲科学技术合作），其
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成员国的多边科技
合作。 报名信息： http://bob.strony.
uw.edu.pl/seminarium-cost-europejski-
program-wspolpracy-w-dziedzinie-
badan-naukowo-techn icznych-
european-cooperation-in-science-
and-technology/

格但斯克大学博士生赢得了
FameLab竞赛
2018-06-18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生 物 学 院 博 士 P a u l i n a 
Jędrak的“长生不老药的秘密”演讲赢
得了 Kościuszko基金会赞助的FameLab
竞赛的总决赛。 Paulina Jędrak博士在
决赛中讲述了身体的衰老和染色体末端的
作用：端粒。 一些细胞，例如癌细胞产生
称为端粒酶的酶，其在每次分裂后重建丢
失的端粒片段。她说：“在我的演讲中，
我想向观众们传到我们可以使用端粒酶来
设计新的癌症疗法或延长人类生命的信
息。” FameLab是一个国际性的竞赛，
在这个竞赛中，科学家们将面对陪审团和
观众在三分钟内展示他们对他们研究工作
充满热情的内容。 在波兰，由哥白尼科学
中心组织。

生命科学大学的景观设计师开
发了弗罗茨瓦夫法布里奇纳公
园
2018-06-19
项目开发团队负责人Justyna Rubaszek
博士说：“弗罗茨瓦夫法布里奇纳公园将
建在弗罗茨瓦夫的封闭铁路边墙上。 这是
连接新办公楼和公共绿地的城市的首次投
资；这个设计理念是在弗罗茨瓦夫环境与
生命科学大学风景园林研究所的研究与设
计工作室创建的。” 公园的设计理念是
将战后地区转变为绿色地区的全球趋势的
一部分，公园是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们将功能性和空间分散的绿
色区域和开放区域连接起来，从而便于进
入。 他们的线性布局也是生态的。 公园
总长约600米，与弗罗茨瓦夫新商业中心
Strzegomska街和Fabryczna街区的新办
公区一起计划。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47862/
powstanie_park_linearny_wroclaw_
fabryczn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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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大学的韩文语言学已存
在15年
2018-06-19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邀请大家参加韩国
语言学会15周年纪念活动，庆祝活动将
于6月21日星期四 上午10:00在Lubranski 
Collegium Minus大厅举行。 作为庆祝活
动的一部分，将计划举办“韩国论坛3”
会议；受邀嘉宾为：韩国大使馆、华沙大
学、雅盖隆大学、弗罗茨瓦夫大学和韩国
外国语大学的大学代表以及韩国语文学专
业的毕业生。 语言学学生不仅学习韩语，
还学习韩国的文学，文化和历史。 他们可
以参加韩国语课程，作为与大韩民国进行
学术交流的一部分，并在韩国大学进行研
究或学习。 毕业生均参加了一下工作：
外交官，韩国最大公司的经理，翻译，商
人，部长级官员，学术教师和企业雇员。

格但斯克大学在Promyk 2018
比赛中获奖
2018-06-19
大学发言人Beata Czechowska-Derkacz
博士说：“格但斯克大学的“寻找遗失的
礼堂”项目在Promyki 2018竞赛中获得
了“新媒体”类别的殊荣 。” “寻找遗
失的礼堂”是空地上的逃生室，也是三连
城的第一个学生计划。 在比赛期间，学生
和大学工作人员在格但斯克校园寻找隐藏
的有趣地点，并了解他们的情况，解决了
难题和任务；该项目由格但斯克大学电台
MORS与学生研究俱乐部“Inspiar”共同
实施。 Promyki是促进大学营销和交流活
动的最佳项目的竞赛，八年来一直由PR和
波兰大学推广协会组织，该协会与波兰最
大的公立和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联系在一
起。  

弗罗茨瓦夫昆虫学家获得皇家
昆虫学会奖
2018-06-20
弗罗茨瓦夫大学环境生物学研究所的昆虫
学家Marcin Kadeja和Adrian Smolis博
士 的共同项目获得了英国皇家昆虫学会（
皇家昆虫学会）颁发的奖项。 皇家昆虫学

会成立于1833年，它是处理昆虫问题的最
老的机构之一，办法奖项周期为每两年一
次。 该奖项授予昆虫保护和工作多样性类
别，其主题是欧洲方法中的甲虫监测；深
山锹形虫是我们大陆上最大的昆虫。 在
许多国家它处于危险之中，因此需要制定
一个监测方案来评估人口的当前和未来状
况。 获奖作品的作者基于许多欧洲国家的
经验提出了一种最佳和普遍的研究方法。

Zagłębiowska媒体中心已经
运行
2018-06-20
西里西亚和Zagłębie地区的居民可以使用
Zagłębiowska媒体中心，这是一个集借
阅读室、多媒体、区域收集于一体的致力
于为儿童带来科学与幻想之、文化橘园，
带宽阔露台的地方。 媒体库收藏包括20
万册和3千本有声读物，200个棋盘和电子
游戏，以及儿童多媒体设备和玩具，游戏
机，书店。 在6月底之前，您可以参观西
里西亚大学建校50周年举办的展览。 在开
放日期间，媒体中心举行了展览，与作者
开会，研讨会，讲座，电影放映和野餐。 
该活动的参与者还可以看到由在西里西亚
大学运作的科学团体成员编写的科学示
范，并在晚上进行3D映射表演。

什切青大学总结了
PhilosophUS项目
2018-06-20
什切青学校学生参与了2017-2018年在什
切青大学人文系实施的Philosophus项目和
辩论会。 项目的目的是提高滨海省小学生
的议论和沟通技巧水平；将涉及该地区的
10所学校 - 九所高中和一所初中，其中人
文学院的员工和博士生进行哲学教育。 该
项目由业务计划知识教育发展基金共同出
资。 在辩论中，学生们展现除了他们的辩
论技巧，并且寻找以下问题的答案：“电
脑能像人一样思考吗？ “有普遍的文化价
值吗？”; “你能理解其他文化吗？”和“
后真相和谎言。 他们是一样的吗？ 后事实
是一种真相还是谎言？“

国际 “可再生能源 - 技术创
新” 科学大会
2018-06-20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地质、地球物理
和环境保护学院能源系、克拉科夫农业大
学生产工程、能源部机械工程和生物学系
于6月20 - 22日在Krynica 举办第五届“
可再生能源 - 技术 创新”国际科学大会。 
能源行业相关的科学界，地方政府和企业
家的代表将出席会议，会议的主题范围将
涵盖现代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理论和实践
方面，如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和生物
质燃料，燃烧，共烧和热电联产，热泵或
风能等方面。   更多信息： http://www.
renewenergy.pl/

弗罗茨瓦夫三所大学的学生实
施了联合建筑计划
2018-06-20
弗罗茨瓦夫三所大学总结了联合建筑倡
议，体育学院，理工学院和美术学院的学
生与教师一起合作，共同消除残疾人公寓
的建筑，沟通和技术障碍。 团队的建设出
发点针对一下几种病症：痴呆症患者、多
发性硬化症、盲人、轮椅使用者、他们还
开发了康复和教育中心的建筑理念，为普
瑞德威利（俗称小胖威利症）综合症患者
提供了独立的住所。 项目显示了从不同位
置的角度来看病症的重要性；学生和导师
在帮助患有各种疾病综合征的人群中的工
作可以为投资者/患者制定正确的方法，
将他们置于项目的中心，而不是作为接受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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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是丝绸之路商学
院联盟的成员
2018-06-21
格但斯克大学已被正式考入丝绸之路商学
院联盟（ASR），该联盟的目标是在新丝
绸之路上与各国的科学和商业机构进行
合作 丝绸之路商学院联盟成立于2016年
6月，汇集了150多所大学。 除了50多所
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之外，协会成员还包括
来自亚美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捷克共和国，柬埔寨，哈萨克斯坦，立陶
宛，拉脱维亚，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塞
尔维亚的20个国家近100所大学。 格但斯
克大学的录取在中国国际商业教育一带一
路会议上宣布。 在会议期间，大学科学与
国际合作办公室主任Katarzyna Świerk博
士获得了关于该大学国际化进程的文章和
论文的二等奖。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在
国外获奖
2018-06-21
来 自 弗 罗 茨 瓦 夫 理 工 大 学 的
PaulinaGocoł和Wojciech Motyka的两
件作品被法国波兰建筑师协会（SARP）授
予了同等奖项；Zoia Fedorów在伦敦语
言博物馆设计的国际竞赛中获得第三名。 
法国建筑师协会颁发最有趣的工程项目
奖。 来自18所高校的18件作品参加了今年
的比赛。 评审团选择了Paulina Gocoł题
为“Introversus：实验剧院和长廊，弗罗
茨瓦夫 - Na Grobli” 的项目和Wojciech 
Motyka的“冬宫：创意作品之家”的项
目。 另一位理工学院学生Zoia Fedor的作
品在Archasm举办的伦敦语言博物馆国际
竞赛中获得第三名。 她成功在来自世界各
地的专业建筑师和学生创作的近300幅作品
中脱颖而出。

波兹南理工大学参加费城
NAFSA会议
2018-06-21
波 兹 南 理 工 大 学 参 加 了 在 费 城 举 行 的
NAFSA会议，并且在NAWA全国学术交流
机构上推出了大学的推广活动：“准备好

学习了吗？来波兰吧！” 在会议期间，与
哥伦比亚Areandina大学和韩国天主教大
学签署了两项新的合作协议。 与现有合作
伙伴举行会议以加强合作，并与美国，墨
西哥，智利，西班牙和法国的新合作伙伴
建立了联系。 NAFSA是全球最大的处理
国际教育的非政府组织。 其年度会议和展
览会致力于中国。 外国学生和大学国际化
大约有一万人左右 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参
与者。 今年的会议以“多样声音，共同承
诺”为口号。

“直接国际化”系列会议
2018-06-22
6月29日，波兰国家学术交流机构邀请各位
来华沙参加 “直接国际化” 系列的会议。 
此次活动将致力于印度，中国和乌克兰的
市场营销，用户体验和教育市场培训。 会
议针对的是负责对外招生和招聘外国学生
的大学代表；将以Study Portals总经理
Edie van Rest和EAIE总理事会成员的演讲
开始。 Van Rest是专门从事搜索和选择学
习课程的最大门户网站的负责人，EAIE新
星奖得主和Change the World组织授予
的荣誉。 更多信息： https://nawa.gov.
pl/images/art.-biurowe-i-spozywcze/
Program-29.06.pdf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科学家获
得“2017年最佳技术成就”竞赛
2018-06-22
波兰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协会宣布了全国范
围内“2017年最佳技术成就”竞赛的结
果。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机械系科学家
在“研究与开发工作和职位”类别中获得
第一名。 工程工作机器和工业车辆系负
责了 “具有自适应操作特性的新一代电
动汽车作为普遍应用的基础平台”项目。 
Piotr Dudziński，Gustaw Sierzputowski
和Adam Konieczny教授所负责项目的特
点是独特的模块化底盘结构，可以配置各
种车型，包括任何悬挂系统，车辆转弯布
局，驱动轮数量和底盘几何形状。 该建筑
可用于采矿，农业和建筑工业，也可用于
军队和消防队。

华沙大学2018夏季学校
2018-06-22
2018年7月2日至13日，华沙中央商学院
的夏季课程将开始，这是为期两周的经济
与管理国际课程，所有课程均由讲座和研
讨会组织，包括众多案例研究，讨论和小
组项目。 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通过参加华
沙夏季大学将有机会获得全球公认的4或8
个ECTS学分。 夏季课程如下：财务管理; 
公司治理，投资项目管理; 创新经济学; 品
牌管理和跨文化谈判。 夏季课程的讲师
将是华沙中央商学院的老师，并邀请参加
Erasmus + KA107交换项目的合作大学的
嘉宾以及国际公司的从业人员。 更多信
息： http://suw.sgh.waw.pl/

世界Unihockey曲棍球锦标赛
将在罗兹举行
2018-06-25
6月26日至30日，罗兹理工大学将举办
Unihockey世界曲棍球锦标赛，来自8个
国家的250名竞争对手将参与其中。 根据
罗兹工业大学学术体育协会通知， 来自捷
克，芬兰，日本，波兰，新加坡，斯洛伐
克，瑞士和瑞典的学生将参加比赛。 比赛
将由女性和男性组成六人队。 锦标赛将在
罗兹工业大学运动之湾举行， 6月26日至
28日为小组赛；6月30日星期六，将进行
决赛。 在上周六的比赛后，优胜者的装饰
和Unihockey世界锦标赛的闭幕式定于晚
上八点。

国家科学理事会中心成员候选人
2018-06-25
2018年6月21日，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宣
布为克拉科夫国家科学中心理事会成员招
募候选人。 国家科学中心理事会成员的
候选人报告：“实体至少是A类的科学单
位 ，能够提交代表科学团体的两个科学代
表和实体的候选人 ，能够为每个组提交
两名候选人 科学领域”。 候选人提交的
资料除了个人资料外，还必须描述科学成
就，并提供关于候选人科学活动的信息，
包括出版物数量和引用次数，描述对执行
安理会成员职能有用的资格和专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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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附上已完成或已实施的研究项目清单。 
申请可以在2018年7月20日前提交。 更
多信息： https://www.nauka.gov.pl/
komunikaty/nabor-kandydatow-na-
czlonkow-rady-narodowego-centrum-
nauki_20180621.html

波兹南经济大学“第16届
INFINITI国际金融大会”
2018-06-25
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参加了波兹南经
济大学举办的“第16届INFINITI国际金融大
会”国际会议。 这是在波兹南大学举办的
最负盛名的欧洲金融会议之一。 今年的会
议是三个学术中心 - 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
院，澳大利亚墨尔本莫纳什大学和波兹南
经济大学之间的合作成果。 来自欧洲，澳
大利亚和北美的200多人参加了会议。 80
％ 参与者是科学员工。 介绍科学工作成果
的会议论文包括国际金融，金融市场，资
产评估，投资组合多样化，公司治理，行
为方面以及在国际金融领域分析的许多其
他问题。

第十八届innoSHARE大会：让
我们鼓舞波兰
2018-06-26
6月27日至29日在华沙文化科学宫举行的
第十八届innoSHARE大会的主题是 “让我
们鼓舞波兰” 。 来自十几个国家的近千名
人士将分享他们在创新发展与合作，科学
与商业合作，商业国际化，创业与独立发
展，研究与创新技术商业化或开创性研究
领域的知识与经验。 本次活动主办方是波
兰创新基金会，主办方希望通过会议找到
创新者，科学家和企业家和初创公司的国
际网络，以促进国际和科学。 会议将涉及
以下领域：人工智能，空间技术，电子，
生物技术或现代材料。来自波兰的科学家
和企业家也会参加此次会议，并且展示他
们创造新技术，开展开创性研究。 更多信
息： http://www.innoshare.pl/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开
放式暑期学校
2018-06-26
暑期学校的主要目的是支持克拉科夫科技
大学建筑系的教学科学活动，波兰和国外
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将参加七月份的课程。 
课程将由波兰和外国学术中心，建筑师和
技术专家的代表主持，结识将采取演讲和
演讲的形式。会议参与者将处理当代建筑
和城市规划问题。   更多信息： http://
www.cracowsummerarchitecture.
pk.edu.pl/

波兹南国际会议期间关于旅游
的讨论
2018-06-26
在第二届全国科学大会“旅游体验实验
室”在波兹南体育学院举行，会议期间来
国内及海外的四十名科学家就“现代旅游
经济争议和问题旅游体验实验室，关于现
代旅游经济的争议和问题”主题展开了讨
论。 讨论关于旅游业及其形式的丰富，特
别是有争议的话题，如：进步后的变化，
生产者的创造力，旅游部门的创新使得越
来越多的游客专业化发展成为经验社会时
代的一种试验场。 在讨论结束之后，最好
的会议论文将发表在波兰体育和旅游杂志
上。

最佳教育文章竞赛
2018-06-26
截 至 6 月 3 0 日 大 家 均 可 以 申 请 参 加 以
Roman Czernecki教授命名的最佳教育文
章竞赛，竞赛通过欣赏和传播在该领域开
展科学和新闻活动的人员的工作，并且对
波兰教育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参加竞赛
所提交的文章必须以波兰文或英文出版，
并且申请人必须为文章作者或者共同作者
之一，且在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
日期间发布的文章才可以提交竞赛。 2018
年第一届比赛的奖项将分为两类 - 科学论
文（奖金为2万兹罗提）和新闻报道文章（
教育活动奖金的金额高达10,000兹罗提）
。 更多信息： https://efc.edu.pl/

什切青大学国际研讨会
2018-06-26
什切青大学自然科学教学研究中心邀请
各位参加6月27日至29日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组织的国际研讨会。 会议将着手制
定区域环境管理计划框架和准则，以便在
大洋中脊特别是合同所涉领域发生多金属
硫化物。 ISA的代表，承包商，科学家以及
世界各地处理海洋环境保护问题的非政府
组织的代表将参与会议。 ISA是由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成立的一个自治国际组织，主要
负责处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底地区，
特别强调矿藏地区。 更多信息： http://
u s z . e d u . p l / m i e d z y n a r o d o w e -
warsztaty-w-centrum-dydaktyczno-
badawczym-nauk-przyrodniczych-us/

西门子为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
员工提供研究成果奖
2018-06-26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Dariusz 
Mikielewicz教授和Jan Wajs教授获得了西
门子研究奖，该奖项颁发给致力于科学研
究及其可行研究成果的科学家们。 教授们
获奖的项目为 “通过使用ORC循环再利用
来自通风口的蒸汽和新的高性能换热器结
构从动力装置进行废热管理”。 自1995年
以来，西门子奖项一直在支持波兰科学家
和研究团队；该奖项旨在促进波兰学术界
和非学术界机构的员工在技术和研究领域
取得的杰出成就，同时在电工，能源，电
子，ICT，自动化，铁路运输，生物医学工
程和环境工程等方面取得了实际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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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弗罗茨瓦夫小学的学生获
得了发明学院的奖项
2018-06-26
来自弗罗茨瓦夫第25小学的学生关于支撑
婴儿车的驱动系统的设计赢得了发明学院
的奖项。 发明学院旨在唤起年轻人对科
学的兴趣，并鼓励他们进行创造性思考；
这是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第八次加入该项
目。在今年的比赛中，评审团认可了由弗
罗茨瓦夫25小学的学生设计的独立驱动系
统支持婴儿车的设计。 婴儿车的驱动由两
个电动马达提供动力并且根据前行的速度
来调节婴儿车的动力 设备是较安全的，
当您的手指离开启动按钮时，电机会自动
关闭。学校将收到5000兹罗提的奖金用
于装备技术工作室。 更多信息： http://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gala-inalowa-akademii-wynalazcow-
boscha-na-pwr-10916.html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工程学
院的学生赢得Builder月度比赛
2018-06-27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的学生获得了由“Builder”组织的第一
届年轻建筑工程师竞赛；所有理工大学的
毕业生和博士生都可以参加竞赛。 比赛
作为“未来建筑师”计划的一部分进行，
旨在促进年轻建筑师和建筑工程师的职业
发展。 参与者必须选择其中一项设计任
务 - 设计脚踏车或市政地面车库，或实施
任务 - 优化钢筋混凝土天花板的实施。 获
奖者是 Veronika Olczak、Małgorzata 
Zielińska、Martyna Lewek和Mateusz 
Psiuk 。他们选择了实施任务。 Martyna 
Lewek在理工大学官网上说 ：“准备工
作非常苛刻，我们检查了不同的加固方
式，天花板，最终我们能够准备正确的项
目。”

沈阳东北大学波兰文化日
2018-06-27
6月28日至30日，波兰文化日将在沈阳东
北大学举行；波兰 - 中国项目自2013年
开始实施，且东北大学与西里西亚大学已

经开始合作。 在沈阳举办的今年波兰文
化日活动由西里西亚大学的波兰语言教师
Paulina Tabor负责 ，届时会讲授波兰文
化（包括波兰动画电影）和波兰语言（当
代波兰语）。 文化节还包括波兰舞蹈研讨
会和波兰歌曲会议。 中国学生也可以自己
制作西里西亚饺子和典型的波兰三明治，
以及尝试波兰酸汤和wodzionki（由陈旧
面包，脂肪和水或牛奶制成的西里西亚面
包汤）。 波兰文化日开幕仪式为6月28日
中国时间下午2点。

法国波兰建筑师协会授予生态
与管理学院毕业生奖项
2018-06-27
华 沙 大 学 市 场 与 国 际 合 作 部 门 的
Katarzyna Nowakowska通知到：“来
自华沙生态与管理学院的建筑师工程师
Volodymyr Melymuka在由法国波兰建
筑师协会组织的竞赛中获得了“现代艺术
博物馆和多样化剧院博物馆”项目的荣誉
奖和奖金。” 我们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和
多样化剧院博物馆”项目的描述中可以看
到，该项目所在的位置于波兰首都非常具
有吸引力的地方，位于Deilad广场上的科
学文化宫下方， 地点是该项工程的主要设
计轴之一，因为该建筑必须进入环境，同
时引起对该地块附近的兴趣（......），并且
恰好位于许多通信线路之下，其中包括两
条地铁线路，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作者将此视为一项资产，并将一个停车场
和一个巴士站放置在大楼的地下室 。 项目
在Artur Bulawa-Gabryszewski博士的带
领下完成。

波兰立陶宛研究小组获得竞赛
2018-06-27
在由国家科学中心和立陶宛科学理事会组
织的第一届DAINA大赛中共提交了253份
项目申请。 近1,500万兹罗提的项目资金
将用于16个项目。 波兰立陶宛研究小组
在所有科学领域进行研究可申请支持。 在
DAINA 1竞赛的获奖者将研究波兰和立陶
宛的共同文化和自然遗产；他们将研究18
世纪和19世纪的野牛和原始森林。 作为
天文学研究的一部分，科学家们将组织一

场波兰 - 立陶宛的“寻找银河系黑洞”；
在生命科学领域，将研究植物长距离电信
号系统。 来自波兰和立陶宛的研究人员也
将检查如何适应从水到土地的环境变化。 
更多信息： https://www.ncn.gov.pl/
konkursy/wyniki/2018-06-25-daina1

来自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的教授
在国际会议上取得成功
2018-06-28
Sławomir Smyczek教授、卡托维兹经
济大学Aleksandra Burgiel教授Jolanta 
Zrałek博士在罗马举行的全球商业研究
研讨会（GBRS）国际会议上荣获 “最
佳论文奖” ；Smyczek教授还因为编
写最佳论文评论而获得 “最佳讨论者” 
奖。 今年由圣彼得堡举办的国际GBRS
会议的主题是“商业的未来：技术，创
新和监管”。获奖文章是由 Sławomir 
Smyczka教授撰写的 “消费者的可持续
消费和价值”、Aleksandra Burgiel教授
个Jolanta Zrałek博士的文章“基于访问
的消费：其技术决定因素和对未来业务的
影响 - 波兰例子”将在国际期刊“商业评
论”上发表。   更多信息： https://www.
gbrsconference.org/

波兹南市科学奖颁发给
Edward Balcerzan教授
2018-06-28
来自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Edward 
Balcerzan教授是第二十八届波兹南市
科学奖的获得者，委员会还向波兹南大
学的两名年轻研究人员颁发了奖学金。 
Piotr Alexandrowicz和Anna Walczak
获得了由委员会颁发的奖学金。 Edward 
Balcerzan教授是一位文学学者，诗人，
散文作家，翻译家和散文家。 委员会强
调了Balcerzan教授在波兰战后科学研究
方面取得的成就对文学的重要性。 由于
Balcerzan教授的理论研究，使得波兹南
以人文研究中心而闻名。同时他也是结构
和符号学校的共同创始人。 在“文学性，
模式，层次，实验”的著作中，他证明了
波兰的文学研究理论思想必须向外国科学
界提出原创性的概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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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Jan 
Cwajna教授是Henry Clifton 
Sorby奖得主
2018-06-28
来自西里西亚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冶金学
院的Jan Cwajna教授获得了由国际金属
学会Henry Clifton Sorby颁发的奖项。 
Cwajna教授毕业于西里西亚理工大学，
他于1991年在母校获得材料工程博士学位
和博士后学位，2002年获得教授职称。 
他的科研成果包括381件作品（其中专著
7部，国际期刊80部，国家期刊58部）
，科研著作84部，欧洲专利4部。 Henry 
Clifton Sorby奖主要针对国际科学界为广
泛理解的金相学和材料工程做出全面贡献
的人士。

琴斯托霍瓦理工大学吉普赢得
了2018罗孚挑战赛
2018-06-29
由琴斯托霍瓦理工大学机电设备和机器计
算机设计科学界的学生设计和制造的火星
漫游者获得2018大学罗孚挑战赛。 来自世
界各地35支队伍的500多名学生参加了美
国犹他州南部火星沙漠研究站的比赛。 来
自琴斯托霍瓦的学生的建设赢得了胜利。 
理工学院超过了密苏里科技大学队的防守
队员超过30分；赢得第三名的是凯尔采理
工大学团队。 获奖团队的领导者是来自
琴斯托霍瓦大学机械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学
院的学生Piotr Ptak，整个项目由Dawid 
Cekus教授负责指导。 更多信息： http://
urc.marssociety.org/home/urc-news

诺贝尔得奖者在弗罗茨瓦夫科技
大学纳米光子学会议上的演讲
2018-06-29
诺贝尔奖得主William E. Moerner教授将于
7月2日在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举行的第11
届纳米光子学国际会议ICNP2018上发表演
讲。演讲时间为7月2日上午9点，地点为弗
罗茨瓦夫理工大学D-20教学楼。 William 
E. Moerner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工作，他负
责处理单个分子的光谱学，追踪他们的运

动并将其捕获。 William教授也是超分辨
率显微镜的先驱之一，他与Eric Betzig和
Stephan Hell一起于2014年获得诺贝尔化
学奖。 讲座的主题为“基于个体分子和光
的纳米光子学上升到3D超分辨率成像和超
越”，ICNP2018将讨论纳米和微米级光
学和光子学领域的最新发展和解决方案。 
更多信息： http://www.icnp2018.pwr.
edu.pl/conference/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教授获得斯
普林格出版商奖
2018-06-29
来 自 卡 托 维 兹 经 济 大 学 的 T o m a s z 
Wachowicz教授获得斯普林格出版社二
等奖，并且将作为2018年在中国南京举
行的集团决策和谈判会议的最佳出版物。 
该出版物涉及计划到组织和分析双边谈判
实验研究成果时的研究错误和局限性，这
些研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进行。Tomasz 
Wachowicz教授提到必须考虑许多因素，
这些因素决定了不同层次普遍性文化差异
的发生，例如：国家，组织和集体文化的
学生文化。 获奖的文章为：“组织和分析
文化间和文化间谈判实验的一些方法论考
虑”，共同作者是康科迪亚大学蒙特利尔
分校的Gregorym Kersten博士和比亚韦
斯托克大学Ewa Roszkowska教授。

Gliwice @ 2018商业与创新网
络会议
2018-06-29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邀请各位于7月2日和3
日参加在格利维采举行的BIN @ Gliwice 
2018会议，会议将与西里西亚理工大学
区域联络点项目食者的周期性活动相结
合。 会议的目的是将来自不同学科和行业
的合作伙伴结合在一起；发言和讨论将集
中讨论科学和技术领域当前的挑战和解决
方案，以及合作伙伴的合作和联合体的创
建。 会议的具体议题是：重点行业循环经
济面临的挑战; 创意技术 - 游戏，扩展现实
和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和工业4.0。 
BIN（商业和创新网络）是一个连接技术大
学和商业世界的网络，致力于支持创建一
个交流良好实践和创新机会的持久论坛。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无人驾驶车
辆竞赛
2018-07-02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邀请各位参加2018年智
能自动驾驶汽车及无人驾驶车辆竞赛，竞
赛将于7月6日上午9点至下午3点在格但斯
克大学体育中心举行。 竞赛包括三项比
赛：无人机、标记搜索和自由发挥；参赛
者将凭借其独创性给观众带来惊喜。 比赛
由电子和信息技术; 电工学和自动化以及
SafeIDEA科学角组成。 竞赛将在IAV 2019
专用于智能自动驾驶汽车会议之前进行。 
参加比赛可以采用自主和遥控车辆。 希望
尝试自己动手组建的参赛者可以在以下网
页先进行注册：eti.pg.edu.pl/safeidea/
rejestracja。

“科学为你服务”竞赛正在进行
2018-07-02
“科学为你服务”竞赛是副总理Gowin提
出的 科学为你服务战略的第三部分 - 科学
的社会责任下实施的项目之一。 有1000
名学生和近150名有资格参加第一阶段比
赛的老师参加比赛。 截止2018年7月24
日，73支团队的导师将参加在线研讨会，
在此期间他们将学习如何运用科学方法，
自己创建教育辅助工具以及如何编写研究
项目草案。 最佳作者将参加2018年8月
最后一周举办的原型制作夏季学校 - 通知
科学和高等教育。 更多信息： https://
naukadlaciebie.gov.pl/kategoria/
nauka-dla-cieb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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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dzińska教授是国际室内空
气质量与气候学会主席
2018-07-02
卢 布 林 理 工 大 学 副 校 长 M a r z e n n a 
Dudzińska教授被选为国际室内空气质量
和气候学会（ISIAQ）主席，任期为2018-
2020年。 2018年7月24日Marzenna 
Dudzińska教授将在ISIAQ全体会议上正式
上任。 ISIAQ是一个国际性独立的多学科
的非盈利科学组织，其宗旨是支持内部环
境质量的行动。 它的成员是来自50多个国
家的近800人组成：参与室内空气质量研
究的科学家，制定标准和原则的政策制定
者，医生，建筑和空调工程师，建筑师以
及专门从事环境保护领域的律师。 ISIAQ
致力于赞助和支持诸如关于室内空气质量
的会议和研讨会等举措，其中包括最著名
的室内空气和健康建筑。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致力于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
录中的古迹
2018-07-02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开始与波兰塔尔努夫山
土地爱好者协会共同合作，合作主要是保
护和开发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名录的塔诺戈尔古迹。 合作协议在波兰
塔尔努夫山共同签署，这是这是与波兰大
学之间的第一个运营具有全球网站等级的
非政府组织的协议。 合作协议包括交流经
验并获得投资的补助和补贴，其中之一将
是银矿的蒸汽发动机露天博物馆的现代化
改造。 额外资金也将用于保护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建筑物。 签署
方将准备研究和教学项目，组织研讨会和
会议，以及合作实施和传播科学和研究工
作的成果以及组织实习。

欧洲之星-2竞赛的提案征集工
作已经开始
2018-07-03
第10届Eurostars-2竞赛申请可以由在波
兰开展业务的微型，中小型企业申请，竞
赛的目的是支持研究与开发方面的国际合

作。 据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报道，欧洲
之星-2竞赛没有专题限制：项目必须以市
场为导向，即预期新产品，流程或服务的
开发，并且必须具有民用目的。 欧盟以
外的合作伙伴是加拿大，韩国，南非和土
耳其。 申请可在2018年9月13日之前提
交。 更多信息： https://www.eurostars-
eureka.eu/apply-funding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技术基本
问题学院成立50周年
2018-07-03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技术基本问题学院庆
祝正式成立50周年；目前学院有的研究
领域为：技术物理、计算机科学、生物医
学工程、量子工程和光学。学生为两千
名。 技术基本问题（WPPT）学院成立于
1968年9月1日，是波兰第一个该领域的
学院。 目前学院教职工为180人：其中教
授为19人，持有特许任教资格证的博士为
32人，持有博士学位为100人。 到目前为
止，WPPT的7.5万名毕业生已完成学业；
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在公共管理、科学
和商业领域担任或占据重要地位。 学院的
员工在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几乎所有研
究领域开设数学和物理课程，为数以万计
的工程师的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更多信
息： http://wppt.pwr.edu.pl/50-lecie-
wppt

华沙理工大学的假期科学营
2018-07-03
华沙理工大学科学营是一个科学和娱乐性
质的度假项目，面向对精确和技术科学感
兴趣的小学，中学和高中学生。 华沙理
工大学2018年科学营将在Giżycko附近的
Piękna Góra举行。这是一个理想的假期
学校，为正在考虑在华沙理工大学或其他
大学教授精确和技术科目的人们度假。 科
学营的目标是为每位参与者提供参与由华
沙理工大学的研究和教学人员，华沙大学
的毕业生和学生进行的精选的25小时科学
研讨会。 更多信息： https://klatrat.org/
projekt/oboz-naukowy-pw-2018

西里西亚大学已经为制备聚醚
二醇的新方法申请了专利
2018-07-03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获
得聚醚二醇的新方法：聚醚二醇，将用
于生产聚氨酯的产品，尤其是鞋类，汽
车，家具和建筑行业；新研究方案已经
获得专利。 新方法能够使用更有效的分
子量增加的聚合物可以降低工艺能耗，减
少副反应。 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聚醚二醇
可用作表面活性剂，润湿剂，润滑剂和抗
冲改性剂并且产生冲击强度。 新方案共
同研发者为Zbigniew Grobelny博士和
Kinga Skrzeczyna硕士，以及关于材料的
计算机科学和科学系的Andrzej Swinarew
博士、Justyna Jurek-Suliga博士和
Jadwiga Gabor硕士。

西里西亚大学职业发展学院
2018-07-04
西里西亚大学邀请各位参加职业发展学
院的培训研讨会，研讨会组织方是西里
西亚大学就业办公室以及合作公司的代
表：波兰凯捷、VEO全球服务、普华永道
SDC、WEM咨询和波兰Belbin 。 职业发
展学院是为西里西亚大学的学生和毕业生
提供的一系列假期培训。 课程将于7月、8
月和9月在卡托维兹大学的学生活动区举
行，地点为 Bankowa街道 12号，133
室。 职业发展学院该项目面向希望发展技
能并增加劳动力市场机会的志愿者，每位
参与者将收到确认参加研讨会的证书。 会
议的主题将涉及有效的沟通，自信，团队
合作，时间管理，电子品牌和应对压力。 
更多信息： www.bk.us.ed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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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发展基金会为视频游戏作
者提供十万兹罗提的支持
2018-07-04
你想创建一个视频游戏并且需要投资者支
持你的想法吗？想要获得高达十万兹罗提
的资金来实现你的想法吗？ 波兰发展基
金会宣布，第四届ARP游戏加速器已经正
式开始。ARP游戏加速器专门为具有有趣
而独特的想法，同时具有很高的创造力的
团队提供。至少拥有两个有国籍的且有机
会并愿意在波兰建立公司的志愿者均可以
申请参加ARP游戏加速器。 报名申请截
止2018年7月31日。 更多信息： https://
www.startup.pfr.pl/pl/aktualnosci/
ruszyla-4-edycja-akceleratora-arp-
games

在华沙哥白尼科学中心举行特
斯拉日
2018-07-04
华沙哥白尼科学中心于2018年7月8日邀
请各位参加特斯拉日活动，活动作为尼古
拉·特斯拉诞辰纪念日举办。目前该活动
获得了120多项发明专利，其中包括：电
动机，自行车发电机，无线电，水力发电
厂，荧光灯和交流变压器。 所有购买哥白
尼科学中心门票的游客都可以参加特斯拉
日活动，在特斯拉日活动当日将在“高压
剧院”下的两场演出：雷霆演奏者--关于风
暴和音乐流的挣扎、和特斯拉变形金刚演
奏。

3D打印技术在卡托维兹的发明
和创新博览会上获奖
2018-07-04
由比得哥什研究人员研发的用于支持儿
童上肢虚弱力量的3D打印技术的被动外
骨骼在卡托维兹举行的第11届国际发明
创新产业展INTARG 2018中获得三项大
奖。 托伦哥白尼大学医学院和比得哥什
的Kazimierz Wielki大学的联合项目赢得
了卡托维兹大奖赛，白金奖（连同投资和
发展部长的文凭）以及克罗地亚代表团颁
发的特别奖。 外骨骼应该支持儿童的肌
肉活动，并有可能将其应用扩展到成年

人。 由于使用3D打印，每个外骨骼都是
根据未来用户的尺寸单独制作的， 3D扫
描作为个性化治疗（患者定制治疗）的一
部分。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5533

奥波莱理工大学的欧盟硝酸盐
指令
2018-07-04
来自波兰，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
国，芬兰，立陶宛，斯洛伐克，瑞典，匈
牙利和英国的学术中心和企业的农业工程
专家参加了奥波莱科技大学的国际研讨
会。 奥波莱理工大学生产工程和物流学院
生物系统工程系，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和
Twardawie研发中心是“波兰的硝酸盐指
令和下一步行动”研讨会的主办方。 硝酸
盐指令是欧盟颁布一份建议减少农业硝酸
盐对水的污染的文件。 与会者讨论了在没
有大量氮肥和植物保护成本的情况下保持
高产的方法。 多年来，由于来自欧盟法规
适用国家的客人的参与，波兰专家有机会
学习许多有趣的解决方案。

来自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
在大众汽车组织的BE THE BEST
竞赛中获奖
2018-07-04
来自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自动化，电子和计
算机科学系的学生赢得了全国大众汽车BE 
THE BEST竞赛奖项，Marek Bonk和Antoni 
Zegartowski开发了一套创新的焊接车间
故障监控系统设计以及移动设备应用。 BE 
THE BEST竞赛是由波兹南大众集团组织的
比赛，参赛者以单独或以双人团队的形式
选择一个主题，由专业部门描述为案例研
究并创建自己的项目。 竞赛最佳作品将获
得奖励，且创新理念有机会在大众汽车工
厂实施。 BE THE BEST竞赛是科学与商业之
间实际合作的一个例子。 学生开发的创新
项目涉及公司员工每天处理的问题。 这是
一个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商业情况对抗的机
会。

波兰航天部门参加“波兰DIAS
欧洲”会议
2018-07-05
欧洲委员会，欧洲航天局和其他在空间部
门工作的欧洲机构的代表参加了由华沙哥
白尼科学中心和科学高等教育部组织的“
波兰DIAS欧洲”国际会议。 此次会议强
调了哥白尼数据和信息访问服务（DIAS）
对波兰和整个欧洲的重要性，并展示了波
兰空间部门在处理和使用卫星数据方面
的潜力。 运营DIAS平台的是Creotech 
Instruments股份公司。 它是目前波兰航空
业发展最快的公司；由该公司签署的运营
DIAS平台合同金额约为1600万欧元，是迄
今为止波兰机构在欧盟空间部门计划下签
订的最大合同。

华沙大学考古学家在萨尔瓦多
的发现
2018-07-05
由华沙大学Jan Szymański博士带领的哥
伦比亚研究中心团队在中美洲的圣伊西德
罗镇进行的研究表明，这个地区不一定属
于玛雅文化文明的边缘地区。 科学家在目
前种植甘蔗的地方建立了一个研究场所，
初步的工作证明约有20个古代平台或金字
塔遗迹。 几千年前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或
许祭拜过、做过行政及居住过。 通过无人
机的帮助，科学家们能够测量田野的精确
高度图，而这以发现很可能是推翻萨尔瓦
多西部地区作为文化玛雅文明边缘的论点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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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投资银行将资助2700万欧
元给波兹南医科大学
2018-07-05
欧洲投资银行向波兹南医科大学提供了来
自容克计划的2730万欧元贷款，这笔钱将
用于建立和装备医疗模拟中心。 作为投资
的一部分，将从创新制药技术中心建立一
个新的医学院医药工厂，这笔资金还将用
于建设眼科和医院救援部门。 欧洲投资银
行副行长Vazil Hudák，欧洲卫生和食品安
全专员Vytenis Andriukaitis以及投资和发
展部长Jerzy Kwieciński共同参加了正式签
署协议活动，波兹南医科大学由大学校长
Andrzej Tykarski教授代表参加，合作协议
由欧洲战略投资基金的担保。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
Jacek Cichoń教授被评选为
弗罗茨瓦夫学生最喜欢的讲师
2018-07-05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Jacek Cichoń
教授被评选为成为弗罗茨瓦夫学生在学术
广播Luz比赛中最受欢迎的讲师。广播电
台组织了第二届“讲师杯”公民投票。 弗
罗茨瓦夫所有大学的讲师以及往届获奖者
均可以参加。 理工学院信息和推广部门的
Michał Ciepielski说：“Cichoń教授总
共获得了3089票，这是整个比赛历史上最
好的结果。获得 第二名是来自弗罗茨瓦夫
医科大学的Zygmunt Domagała博士，
获得了2592票，第三名是来自理工学院化
学系的Piotr Drożdżewski ，他获得了1729
票。” Cichoń教授在Luz广播播出期间
说：“我感到非常荣幸自己能够获得这个
奖项，获得学生们的喜欢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但最重要的是我的学生们觉得我也喜
欢喜欢他们 。”

Civitas学院为媒体和数字教育
举办的课程
2018-07-06
波兰现代基金会和华沙Civitas学院为高中
学生免费组织了媒体和数字教育课程，研
讨会的目的是培养青年人在沟通，合作，批

判性思维和创造性解决问题以及创新活动方
面的能力。 为期两天的课程将由大学讲师
在Civitas学院总部（华沙文化科学宫）举
行。 第一天将专注于媒体和数字能力的特
定领域：使用信息，媒体环境中的关系，媒
体语言，网络安全，版权和媒体法，媒体
运营的经济方面和数字能力。 第二天，课
程的主题将集中在媒体运作的法律和经济方
面。 课程申请截止日期为2018年8月1日。 
更多信息： http://edukacjamedialna.
edu.pl/info/warsztaty/

热舒夫附近将建造欧洲航空模
拟器中心
2018-07-06
波兰企业发展局与四家公司签订合同，共
同资助“欧洲航空模拟器中心”项目，该
项目将在位于热舒夫附近的“Aeropolis”
科技园实施。 波兰企业发展局通知道：“
项目的目标是在教育，培训和娱乐领域推
出与飞机模拟器服务相关的“Royal Fly”
品牌。” 波兰企业发展局共同资助的项目
金额近1050万兹罗提，它们将成为世界上
第一批结合使用技术先进的飞行模拟器，
在真实飞机上进行的专业航空培训和联合
航空爱好者的航空活动的服务。

Andrzej Górak教授获得了北
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的优异奖
2018-07-06
来自罗兹理工大学过程工程与环境保护学
院的Andrzej Górak教授获得了北莱茵 - 威
斯特法伦州的优异奖。 Andrzej Górak教
授在一直参与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和波
兰科学单位之间的合作。 Andrzej Górak
教授是化学工程领域的知名和受人尊敬的
科学家，波兰科学的传播者，同时也是国
际合作理念的狂热者。 他特别参与了波兰 
- 德国科学机构和工业单位的合作。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创
建了公寓管理应用程序
2018-07-06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一名学生创建了以
简单的方式结算账单，并允许控制家庭预

算的应用软件。 软件不仅可以由业主和物
业经理使用，也可以由租户使用。 应用
程序的创建者Paweł Abramowicz解释
到，Naym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自己经历的
结果，因为在他的学习期间，他与六个室
友住在一起。 该应用程序以简单的方式结
算账单，制定住宅预算，自动计算每个租
户的应收账款，并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提
醒即将到来的付款日期。 Naym还将帮助
公寓的业主和经理精确计算月费，包括出
租费用，电力和水。 只要在表格中输入适
当的金额就足够了，应用程序将自行计算
应收账款，并向所有租户发送具有确切金
额的电子邮件或短信。 更多信息： http://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naym-apl ikacja- -ktora-pomoze-
zarzadzac-mieszkaniem-10917.html

别尔斯克 - 比亚瓦大学参加索
邦大学国际会议
2018-07-06
别尔斯克 - 比亚瓦科技与人文科技大学作
为波兰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大学参加了在
索邦大学举行的致力于发现年轻人才职业
服务日的国际会议 。 来自欧洲各地的130
所大学和合作机构参加的会议为职业办公
室和支持性公司和机构提供了与合作大学
交流经验和了解欧洲支持学生在劳动力市
场发展趋势的机会。 会议由索邦大学和索
邦大学合作伙伴JobTeaser共同组织；迄
今为止，该学院已经为学生和毕业生实施
了欧洲最负盛名的高等教育机构。 该学院
的学生和毕业生是波兰第一个获得平台的
学生和平台，为学生们提供了从职业指导
和工作和实习选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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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得哥什科学家在INTARG 
2018获得金牌
2018-07-06
来自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的团队在卡托
维兹的INTARG 2018年大会上获得两枚
金牌。 Marek Macko教授和Zbigniew 
Szczepański工程硕士因光固化牙科植入
物的开发而获奖。 Joanna Paciorek-
Sadowska教授、Marcin Borowicz
工程硕士、 Bogusław Czupryński教
授、 Joanna Liszkowska博士、 Ewa 
Tomaszewska工程硕士因为用于开发用于
废弃物管理的亲生态工业技术，用于建筑
行业生产聚氨酯的聚（乳酸）作为替代多
元醇原料的项目获得金牌。 INTARG的特
点是跨学科，它们在生态学，医学或IT领域
展示了广泛的新颖性，以及针对各种行业
和日常用品的新解决方案。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气候现实
项目会议的研究人员
2018-07-09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的代表参加了柏林气
候现实项目组织的国际会议，此次会议的
目的是提请注意全球变暖问题及其经济，
环境和社会后果。 Bożena Ryszawska教
授和 Piotr Szymański教授与该组织的创始
人--前美国副总统及诺贝尔和平奖Al Gore
的获奖者进行了会晤。 他们还获得了“气
候现实领导团”证书。 弗罗茨瓦夫大学是
气候现实项目的第一个波兰合作伙伴。 弗
罗茨瓦夫大学参与了旗舰项目承诺100％ 
；这与校园可再生能源的过渡有关。 这些
活动符合巴黎协议，全球领导人致力于减
少碳排放，开发可再生能源和发展绿色经
济。

格但斯克大学将与中国南阳师
范大学合作
2018-07-09
格但斯克大学与中国南阳师范大学签署了
合作协议，合作协议规定了学术人员，
学生，雇员以及联合研究和出版物交流
领域的学术合作问题。 合作协议于中国
代表团访问格但斯克期间由副校长Piotr 

Stepnowski和南阳师范大学副校长阚云
超共同签署， 两所大学之间的未来合作将
集中于让博士生参与这两个机构的创新研
究。 南阳师范大学成立于1907，是中国河
南省十大大学之一，拥有24个研究所和26
个实验室。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毕业生获
得了西门子奖竞赛
2018-07-09
西 里 西 亚 理 工 大 学 机 械 工 程 系 毕 业 生
Paweł Mync 获得了第8届比赛西门子自
动化和机器人专业二等奖，这位年轻的工
程师因其硕士论文“应用专家系统诊断选
定的自动化系统”而获奖。 获奖论文中讨
论的主题是指需要采用新的方法和措施，
以实际实施工业4.0的概念。 该工作中提
出的解决方案构成了一种创新和实用的方
法，用于构建在云计算中运行的诊断专家
系统。 在今年的比赛中共提交了26篇论
文，评委会成员认为这些论文的成绩非常
高。 根据创意的创新性，实际应用可能
性，科学水平和所完成工作的质量评估作
品。

罗兹理工大学学生赢得了家用
风力涡轮机项目国际竞赛
2018-07-10
来自罗兹理工大学的学生团队GUST赢得了
荷兰NHL应用科学大学组织的2018年国际
小型风力涡轮机大赛的国际竞赛。 来自世
界各地的十个团队参加了今年的家用风力
涡轮机项目。 GUST（Generative Urban 
Small Turbine）是自2015年10月启动的
学生项目，在理工学院流体流体机械研究
所的学生科学界的电力工程师中运作。 在
荷兰的比赛期间，罗兹理工大学的团队首
次展示了两台涡轮机，一台采用水平涡轮
机，另一台采用垂直旋转轴。 罗兹理工大
学的学生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颁发的
最佳竞赛项目资助2.0！。

Wojciech Polak教授成为国家
纪念研究所主席
2018-07-10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政治学和国际研究学
院的Wojciech Polak教授当选为国家纪念
研究所的主席。 该学院是研究所主席的咨
询和咨询机构。它的职责是采用年度活动
报告，表达对总统提出的管理职位候选人
的意见，提出意见和建议活动方向和研究
计划，批准记录，存储，开发，保护，共
享和发布文件的规则。 Polak教授是历史
学家，同时也是托伦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
究学院政治冲突系主任；他讲述了波兰的
最新 “团结” 的历史，PRL中的州教会关
系以及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 他是25本书
和许多文章的作者，也是许多集体作品和
历史资料出版编辑。

比得哥什科技与生命科学大学
的发明在Třinec获奖
2018-07-10
比得哥什科技与生命科学大学的两项发明
在捷克Třinec举行的2018年发明专利和发
明技术创新展览会上获得金奖。 获奖发
明由技术和化学工程系和机械工程系提交
的项目。 获得第一枚金牌的项目是由技
术与生命科学大学的Marek Domoradzki 
教授、Wojciech Poćwiardowski博士
和Joanna Szulc硕士共同研发的“用螺
旋桨 - 螺杆驱动系统振动设备的粒状材
料清空罐的设计”。 获得第二枚金牌的
项目是由Stanisław Jung 博士、Marek 
A n d r y s z c z y k 工 程 硕 士 和 M a r c i n 
Głowacki工程师共同研发的“桡骨腕关
节康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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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格但斯克的学生在全国生
理学知识竞赛中取得了成功
2018-07-10
来自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学生Małgorzata 
Styczewska赢得了波兹南全国大联合知
识竞赛的个人竞赛。 比赛由波兰生理学
会赞助，此次比赛共有来自9所医学院的
57名学生参加。 在比赛的第一部分，参
与者解决了选择的考验。 在选出12名决
赛选手之后，举行了比赛的第二次测试
部分，问题难度增加。 来自格但斯克大
学的Małgorzata Styczewska，Mikołaj 
Młyński和Izabela Kotlewska在团队比赛
中获得第三名。 9个学生团队的竞赛包括
在使用实践技能的生理知识的模拟场景中
解决临床问题。 经过激烈的战斗，来自波
兹南的学生们从卡托维兹队赢得了对阵球
队的胜利。

克拉科夫举行医学国际会议
2018-07-10
2018年7月15日至18日由波兰生物材料学
会、国际生物医学聚合物、生物材料学会
以及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材料科学陶
瓷学院共同合作组织了一次致力于生物医
学聚合物和聚合物生物材料的国际会议。 
会议将涉及与医疗用聚合物材料相关的问
题：获得创新聚合物植入材料的方法、特
性、细胞和组织反应、实验和临床结果分
析以及应用实例。 这将是一个由将材料科
学、化学、生物技术、生物学和医学等多
学科结合在一起的国际性会议。 更多信
息： https://isbppb2018.org/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的Łucja 
Bieleninik博士获得了波兰科学
院院长奖
2018-07-11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研
究所临床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系的Łucja 
B ie lenin ik博士获得了波兰科学院院长
奖。 该奖项授予年轻的科学家（年龄不
超过35岁），以表彰他们在心理学理论，
心理学研究，社会科学方法论和跨学科研
究领域的杰出科学成就（其中一门学科应

该是心理学）。 今年它是第14次颁奖。 
Bieleninik博士是格但斯克大学心理学研
究所的第二个获得此著名奖项的人员。 
2015年，该奖项授予格但斯克大学也来
自临床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系的Michał 
Harciarek教授。

来自华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在波
兰 - 德国比赛中获奖
2018-07-11
华沙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Mikoła j 
Gomółka在年度波兰 - 德国综合奖BDA-
S A R P 竞 赛 决 赛 中 获 得 两 项 荣 誉 之 一 。 
Mikołaj Gomółka获得了“Postcity”文
凭作品的优异成绩。 缩小城市的一个例
子“Bytom”，项目主管为Sławomira 
Gzella教授。 该项目提出了城市人口减少
的现象，并以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介绍了城
市的例子。作品的作者寻找解决问题的方
法，重点是将城市中心，周边地区转变为
花园。 这种方法在密集和繁荣的城市是不
可能的，但对于城市的减少，它可以成为
一个令人鼓舞的命题。

来自什切青的学生参加了芬奇
建筑大赛的决赛
2018-07-11
来自西波美拉尼亚理工大学的学生参加了
Vinci Construction 竞赛的决赛，竞赛
目的是准备以下类别的概念设计：未来建
筑，可持续建筑以及城市上下城市。 西波
美拉尼亚理工大学的团队准备了一个名为
的项目 “浮动的波兰花园”意指什切青的
条件，其中超过一半的区域被水和绿地覆
盖。 学生提出了基于4R原则的解决方案：
使用旧海运集装箱（重复使用）实施具有
高能源标准的小型住宅单元（减少）; 他
们的能源供应使用可再生能源（可再生） 
- 光伏板和使用水冰相变换的热泵 - 限制对
环境的影响。计划将在小型污水处理厂（
回收）中处理水。

卢布林夏季波洛尼亚
2018-07-11
2018年7月11日，波兰社区下一届波兰社
区年的开幕式将由卢布林的玛丽亚居里斯
科沃多斯卡大学波兰语和外国人波兰语
言和文化中心组织。 玛丽亚居里斯科沃
多斯卡大学新闻办公室发言人Katarzyna 
Skałecka说：“夏季波洛尼亚是为外国人
和波兰侨民准备的各种波兰语言和文化课
程，卢布林大学每年的七月份都会举办；
今年的夏季学校将有150名参与者，除了
提高波兰语，还会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
化。” 作为夏季课程的一部分，2018年波
兰语言和文化暑期学校将由国家学术交流
中心共同资助。 来自29个国家的79人来到
卢布林参加活动。

波兰研究和开发部门正在实施
网络安全项目
2018-07-12
通信研究所、国家研究所、科学和学术计
算机网络以及EMAG创新技术研究所已开
始联合实施网络安全项目KSO3C。 这项
工作的结果将是建立一个组织结构，并开
发统一的方法来评估和认证ICT产品和服务
的安全性。 KSO3C项目即“符合通用标准
的IT产品和系统的安全和隐私评估和认证国
家计划”，由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共同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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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毕业生获得
了2017年最佳进步硕士论文奖
2018-07-12
西 里 西 亚 理 工 大 学 的 毕 业 生 在 作 为
Progress 3联盟的一部分举行的2017年最
佳进展3硕士论文奖的四个类别中赢得了
五个奖项。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的Nicola 
Rusková在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获得奖
项、来自理工学院的Jakub Bodys在医
疗保健和应用领域的原材料领域赢得了奖
项、Kamila Dydlińska在能源和环境保护
领域获得了奖项、Krzysztof Kubiczek信息
技术和电气工程领域、Paulina Cieśla在
材料研究方面赢得了奖项。 Progres 3联盟
包括来自三个国家的十五所大学，其中成
员有波兰，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 每个
联盟的大学都可以在五个主题类别中的每
一个中提交最多两个参赛作品。

“学术论坛” 比赛
2018-07-12
“学术论坛”的编辑宣布第14届比赛的
主题为“既复杂又简单，年轻学者们与他
们的研究”, 竞赛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荣誉赞助。 参赛条件为：35岁以下年轻
学者，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以及
博士生。 比赛将接受波兰语的文本，字
数为10-12万字。 参与竞赛请在2018年9
月11日之前提交文章，并将文章邮寄至
下列地址： Forum Akademickie，ul. 
Zana 38,20-601  Lublin，pok 407 更多信
息： https://forumakademickie.pl/wp-
content/uploads/2018/06/Regulamin-
XIV-Konkursu-Skomplikowane-i-proste.-
M%C5%82odz i -uczen i -o- swoich-
badaniach.docx

波兰总理颁发了科学成就奖
2018-07-12
2017年部长理事会主席为科学，科学和技
术，艺术，博士后和博士论文颁发了50个
奖项。 这个奖项是在1994年波兰科学院
的倡议下建立的。 主要为在科学或艺术
领域的成就以及杰出的学术或艺术成就的
人士颁发；授予博士论文或博士后论文的

基础，博士论文的区别和科技成果。 今
年的获奖者是Agnieszka Słowik教授和来
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医学院的Tadeusz 
J. Popiela教授，他们获得了由大学急
性缺血性中风治疗中心协调的 “用于机
械性血栓切除术治疗急性缺血性中风的
Małopolska计划 - CITO” 科学和技术成
就类别的一等奖。 科学成就获奖类别的获
奖者是Ewa Górecka教授，她在液晶化学
和物理领域取得了杰出的科学成就，特别
是对液晶材料结构和性质研究的开创性贡
献的项目获得了奖项。 更多信息： http://
bip.kprm.gov.pl/download/75/34943/
ListapracwyroznionychNagrodaPrezes
aRadyMinistroww2018r.docx

国际军事学术论坛在弗罗茨瓦
夫陆军学院举行
2018-07-12
陆军学院代表团参加了国际军事学术论坛
（iMAF）。 会议的目的是为将来由欧洲
军事大学实施的新培训模块提出建议。 在
布达佩斯国立公共服务大学组织的论坛期
间。 还致力于为军官候选人提供教育系统
领域的解决方案，以使他们更加统一。 学
院的代表会见了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
代表团并且讨论了大学之间的合作，特别
是学员和学术人员的交流。 大学与学术论
坛之间将很快将签署合作协议。 IMAF是在
执行小组主持下组织的欧洲联盟国家军事
大学之间的教学和培训合作平台。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代表参加哥
本哈根科学会议
2018-07-12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的Aleksandra Burgiel教
授和Jolanta Zrałek博士参加了在哥本哈根
举行的国际科学会议。 他们介绍了他们对
波兰消费者可持续行为的研究结果。 她们
在会议上提出了“可持续消费感知矩阵”的
演示以及展示了“非所有权和协作消费作为
波兰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可持续替代品”的
海报。 可持续消费研究与行动倡议与哥本
哈根商学院合作举办的“可持续消费：培育
良好实践，迎接21世纪挑战”会议有200多
名学术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参加。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科学家
在发明和创新展览会上获得了
十枚奖牌
2018-07-13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科学家在卡托
维兹举办的国际发明创新大会（INTARG 
2018）上获得了10枚奖牌。 获得金奖的发
明是：“从蔬菜自然资源中获得的新抗静
电剂”、 “新型天然表面活性剂 - 安全有
效的木材防腐剂”、 “具有药理成分的离
子液体，获得新生物产品的方向”、 “在
冲击机中使用共振”和“在混凝土中钻孔
的核心钻”。 获得银奖的发明是：“用于
研究平面形态，特别是混凝土形态的设备
的移动平台”“药用植物生产的天然抗氧
化剂”、 “使用超声波兰波浪对运动中板
材进行非接触式质量控制”、 “创新型液
压保险杠 “和”环氧树脂涂料制造剂及其
应用“。

玛丽亚居里斯科沃多夫斯卡大
学研究员获得国际版画三年展
大奖
2018-07-13
来 自 卢 布 林 玛 丽 亚 居 里 斯 科 沃 多 夫 斯
卡大学艺术系凸版印刷系助理的Karo l 
Pomykała获得了在克拉科夫举办的2018
年国际版画三年展大奖的奖项。 他的获奖
作品名为“单向”，通过借助VR眼镜，
观众在人群中完全移动并且成为安装的一
部分。该装置结合了使用linocut技术制造
的传统图形和以虚拟现实为代表的现代技
术；它是当前与虚拟的碰撞，二维模拟图
形向计算机生成的三维世界的转移。 这种
处理旨在加深观众进入创造的世界并加强
感官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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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校际协议
2018-07-16
哥白尼大学医学院和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
科学大学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旨在加强
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合作教学。 教学
的主要目标是为医疗保健、生产和建设工
厂、现代修复医疗技术领域、医疗设备和
研发的学生们提供全面的教育。 教育范
围包括医学，技术和IT知识的所有重要元
素。 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从事研究的学生
将实施一项研究计划，计划的重点是实践
技能，在与患者接触，医疗保健机构和生
产医疗设备的科研机构在医疗环境中的合
作，计划将丰富创业课程。

来自华沙中央商学院学院的学
生参加美国Enactus决赛
2018-07-16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会见了华沙中央商学院的一个学
生团队，他们代表波兰参加了Enactus比
赛并且赢得了比赛。 Jarosław Gowin
说：“我们的目标是使波兰科学，我们的
研究成果和波兰科学家在国际舞台上更加
引人注目。 我们非常高兴在科学道路的
开始，即研究，我们的学生参加著名的国
际比赛。” Enactus在全球36个国家（波
兰的14所大学）开展业务，聚集了来自近
1,700所大学的700000个成员。 参加比赛
的大学团队将作为社会责任企业（CSR）
的一部分，面向当地社区实施教育和商业
项目。

西里西亚大学邀请大家参加商
务会议
2018-07-16
西里西亚大学经济合作办公室邀请大家于
7月17日星期二上午 9.30参加商务会议活
动，活动为扫描，建模和3D打印专题。 活
动将在卡托维兹大学校区（二楼，159号
房间）举行。 卡托维兹ScanTech公司与
克拉科夫的CADXPERT专业从事扫描和3D
打印领域的代表宣布参加会议，主要针对
研究主题与建模和3D打印相关问题。 本次
会议是创新+孵化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旨

在支持科学研究和开发工作成果的管理过
程，特别是在商业化领域（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的非竞争性项目）“支持研究管理和
科学单位研发成果的商业化和企业“）。

来自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的
学生火箭在美国比赛中获得第
二名
2018-07-17
AGH发言人AnnaŻmuda-Muszyńska通
知道： “由克拉科夫AGH理工大学的学生
创建的 “湍流” 火箭在液体燃料火箭类别
中排名第二。 AGH空间系统队是波兰迄今
为止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参加了著名的太
空港美洲杯2018年比赛的团队。” 来自世
界各地的132个团队参加了比赛，共有六
个类别参赛。 在使用液体燃料发动机的火
箭部分中，湍流达到了超过9公里的上限。 
评审团对每个团队在技术文件，最终设计
的质量，火箭的飞行和恢复，手工制作和
设计元素的数量以及对团队专业性等方面
进行了具体评估。 考虑到所有标准，“湍
流”在比赛中获得了了第二名。

KITS在克拉科夫开设创新产品
2018-07-17
克拉科夫市创业基金会、小波兰省省政府
和瑞士银行UBS邀请各位于7月20日前往克
拉科夫市政厅参加KITS开放式创新活动。 
该活动旨在帮助克拉科夫大学将开发的技
术引入商业世界。 组织者表示，会议面向
大型企业有能力在实践中吸收创新技术的
企业以及中小型公司或初创企业。 在活动
期间，除了讲座和讨论小组外，还将举行
一系列个人会议，以便建立直接的业务联
系。 更多信息： https://www.facebook.
com/events/1844847399150924/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科学家
作为创新领导者
2018-07-18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a的荣誉赞助下，弗罗茨瓦夫科技
大学的研究人员赢得了创新领袖的称号。 
奖项是在创造性领域的特殊优点而颁发

的。 来自化学系Joanna Feder-Kubis博
士在“女性发明家”类别中获奖。 她因为
科学活动而获奖，这项活动不仅对科学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创新型经济也具有
重要意义，其创新经济的成果包括众多波
兰和欧洲专利和专利申请，以及在国内和
国际上获得的许多奖项。 来自机械工程学
院的Wiesław Fiebig教授在“技术”类别
中获奖，他的“使用机械共振来驱动冲击
机器”发明获得了许多国际奖牌和荣誉，
有助于降低这种机器的推进系统的能耗。

AGH理工大学地质极地考察
2018-07-18
来自克拉科夫的AGH理工大学的地质极
地探险队将于2018年8月24日对北极进行
地质研究，并将继续留在斯匹次卑尔根
岛。 探险队在Maciej Manecki博士和来
自AGH地质、地球物理和环境保护学院的
矿物学，岩相学和地球化学系Jarosław 
Majka博士的带领下进行。研究人员将重
点关注同位素测年和岩石的岩石学，地球
化学和结构研究，这些研究构成了斯瓦尔
巴群岛最古老的晶体基质。 这项研究将使
整个北极地区的地质历史和构造演化逐步
重建15亿年。 部分研究资金来源于波兰国
家科学中心的“Opus”项目和挪威研究理
事会资助的 “北极野外资助”项目。

外国学术中心招聘波兰语教师
2018-07-19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NAWA）宣布向印
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蒙古和俄
罗斯的外国学术中心招聘波兰语教师。 申
请截止日期为2018年7月31日。 据NAWA
通知，讲师的任务是通过开展与波兰知
识传播和与波兰外交使团和文化机构合作
的语言课程和课程，在国外教授和宣传
波兰和波兰文化。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奖
学金获得者的职责还包括参加针对外国
学术中心的学员年度会议以及参与该计
划的评估。 更多信息： https://nawa.
gov.pl/jezyk-polski/program-lektorzy/
ogloszenie#ogloszenie-o-naborze-nr-
14-2018-z-dnia-16-07-2018-ii-n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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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ta Hanc-Kuczkowska博
士成为波兰穆斯堡尔光谱学会
主席
2018-07-19
来 自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材 料 科 学 研 究 所 的
Aneta Hanc-Kuczkowska博士被选为波
兰穆斯堡尔光谱学会（PTSM）的主席。 
Aneta在第十二届Mössbauer光谱学国
家研讨会期间召开的PTSM会议期间当选, 
Hanc-Kuczkowska博士是该协会的前副
主席，她接替了Krzysztof Ruebenbauer
教授的职位；管理委员会的任期为四年，
当局成员以名誉方式履行职责，不领取任
何报酬。 波兰穆斯堡尔光谱学会支持并开
发与穆斯堡尔光谱学方法相关的科学，技
术，教学和推广活动；目的在于使用这种
方法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来自雅盖隆大学的研究人员获
得了美国临床解剖学家协会颁
发的奖学金
2018-07-19
来 自 雅 盖 隆 大 学 医 学 院 解 剖 学 系 的
Przemysław Pękala博士和Brandon 
Michael Henry博士获得了美国临床解
剖学家协会AACA的奖项。 AACA是世
界上最大，最负盛名的解剖学领域科学
家协会。 Przemysław Pękala博士获得
了最佳科学海报奖（生物力学背后与年
龄相关的Achilles Tendom解剖学变化）
；Brandon Michael Henry博士获得了
最佳解剖学出版物（平面报告的共识指
南） 解剖学质量保证（AQUA）检查表
框架内的解剖学研究伦理学研究。 获奖作
品是在雅盖隆大学医学院解剖学系Jerzy 
Walocha教授和Krzysztof  Tomaszewski
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科学家荣获
双重奖章
2018-07-19
来自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生物制药与药效学
系主任Michał J. Markuszewski荣获由波
兰科学院分析化学委员会颁发的以Andrzej 

Waksmundzki教授命名的奖项和优异奖章
赞成波兰分析化学奖章。 Waksmundzki
教授在色谱和相关技术领域拥有巨大的科
学成就，Waksmundzki教授（1910-1998
）是色谱研究领域的杰出专家。 他也是公
认的教学和色谱教科书和脚本的作者。 波
兰分析化学的优异奖章表达了对分析化学
普及贡献的大力支持； 第24届电液相分离
技术国际研讨会和2017年索波特XI波兰色
谱会议赞助了奖章。

波兰成为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
室成员
2018-07-20
Andrzej Duda总统签署了关于批准建立
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协议的法
律条款。 2017年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理
事会接受了并批准了波兰成员资格申请。 
EMBL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成立于1974
年，是欧洲领先的专业研究和培训研究中
心之一。 自1997年以来，实验室有授予
人员博士学位的权利； EMBL的目标是在
分子生物学领域开展科学研究，包括研究
新的学科仪器。 EMBL将在波兰建立另一
个实验室创造；这将成为中欧和东欧的第
一个实验室。 EMBL成员目前包括24个欧
洲国家和两个友好国家：澳大利亚和阿根
廷。

奥波莱理工大学的博士生赢得
了能源领域创新解决方案竞赛
2018-07-20
来 自 奥 波 莱 理 工 大 学 机 械 工 程 学 院 的
Dawid Piwowarski能源领域创新解决方案
竞赛。 获胜的项目为 “使用配备有红外热
像仪的无人驾驶飞行器的供暖系统分析” 
；即使用无人机进行诊断。他获得了一万
兹罗提的奖励资金。竞赛由奥波莱科技
园、奥波莱理工大学和孵化器网站共同组
织。 更多信息： https://warmupbiznes.
pl/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
生在意大利举行的Formula 
Student比赛中获得第三名
2018-07-20
弗罗茨瓦夫大学信息与推广部的Michał 
Ciepielski通知道：“PWR赛车队的赛车在
意大利瓦拉诺的Riccardo Paletti比赛中获
得第三名。” 来自格拉茨奥地利理工大学
的 团队获得了第一名，获得第二名的德国
纽伦堡大学的团队。 弗罗茨瓦夫理工学院
将继续参加下两场比赛：7月31日至8月4
日在捷克共和国举行的比赛和8月6日至12
日在德国举行的比赛。 Formula Student
是一项国际工程竞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
生团队参加竞赛。 竞争对手必须设计一
辆汽车，在轨道上进行构建并获得最佳效
果，并展示其车辆的商业概念。

波兰参加北极圈科学会议
2018-07-20
著名的北极圈大会将于2018年10月19日至
21日在雷克雅未克举行，届时将由波兰极
地联盟的成员组织一次题为“北极环境变
化的生物指标”的讲座。 据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报道，波兰在大会上所展示的讲座是
从100份申请中选出的切科学理事会评分最
高的讲座。 它将致力于“由于冰盖通过和
极地地区气候变暖导致的植物和灌木的适
应和扩展的新现象”。 北极圈大会是一个
年度论坛，用于介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个
别国家和组织在北极地区的成就和计划以
及促进科学，经济和教育活动。 来自60多
个国家的科学，政治和商业世界的2000名
代表届时将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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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理工大学的科学家的
发明生态鞋底
2018-07-20
位于格鲁琼兹的MSU上市公司将使用由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化学系高分子技术系
的发明来使用聚氨酯废料生产生态鞋底。 
Janusz Datta教授和Józefa Haponiuka
教授发明的可以回收利用后期生产的切割
产生的聚氨酯废物，以及对自然环境造成
重大负担的二手产品，目前发明已经受到
商业化发明和专利保护。 MSU上市公司与
Gdańsk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已经达成了可
使用该发明的协议，以经济合理的方式使
用生产废弃物。 从长远来看，该项目的成
果可能使技术发展到从其他企业获得的聚
氨酯废物的加工能力。

华沙证券交易所是科学项目中
市场，消费和商业周期研究所
的合作伙伴
2018-07-23
华沙证券交易所与市场消费和商业周期研
究所签署了合作协议；将就国家研究所的
科学项目“资本市场工具发行人的定量和
数量特征评估算法系统”展开合作。 合作
项目将由市场消费和商业周期研究所实施 
-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已根据“DIALOG”计
划拨款近100万兹罗提的项目补助紫金。 
根据合作协议规定，华沙证券交易所将传
播其教育活动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目的为
向劳动力市场开放科学，提高与经济环境
合作的有效性，支持创新过程并使研究成
果商业化。

波罗的海和太空集群成立
2018-07-23
在波兰海事集群大会期间，决定扩大活
动并建立波罗的海和太空集群（BaltSea 
Space Cluster）；宇宙集群委员会主席是
来自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机械系波兰科学院
空间科学委员会主席 Edmund Wittbrodt
教授。 波兰海事集群由几十个实体组成，
其中包括企业实体和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海
洋工程和造船系。 波兰海事集群用于交换
信息，开展联合活动和实施项目。 它将通

过将科学，商业和行政管理纳入海洋经济
和空间技术领域来履行其任务。 更多信
息：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ontent/powstal-baltycki-klaster-
morski- i -kosmiczny-prof-edmund-
w i t t b r o d t - p o k i e r u j e - k o m i s j a - d s -
kosmicznych

阿尔及尔国立理工学院的研究
人员访问西里西亚大学
2018-07-23
来自阿尔及利亚国立科学院的科学家访问
了位于卡托维兹的西里西亚大学，此次访
问谈及了将来双方建立合作的可能性。 双
方之间的合作可以促进在科学成就、专
利、甚至波兰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经济合作
的实施和发展。阿尔及利亚国立科学院的
科学家们正计划使用生物方法来净化和富
集磷酸盐矿石。 西里西亚大学生物学家打
算开展的解决方案是开发环保方法，从磷
矿石中去除镉。 第一项工作已经开始实
施；项目由Hakim Rabia硕士，阿尔及利
亚理工大学学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学
金计划优化研究方法的获奖者负责。

波兰科学基金会计划拨款1亿
兹罗提
2018-07-24
波兰科学基金会计划将为TEAM-NET拨款1
亿兹罗提，资金来自智能发展业务计划的
资源；竞赛提案征集将于2018年10月1日
至10月31日进行。 计划的目的是鼓励波
兰的科学单位和研究人员建立更密切的科
学合作；申请人必须准备一个由至少3至6
个团队实施的联合 跨学科研究项目，涵盖
至少两个科学领域。 项目的主题应符合国
家智能专业化的清单，并考虑到研发工作
的实施，以便项目的效果可以应用于经济
实践。 项目将由管理团队以及执行管理和
咨询职能的科学和经济委员会监督。 更多
信息： https://www.fnp.org.pl/oferta/
team-net/

西里西亚大学波兰语言文化暑
期学校
2018-07-24
来自近30个国家的近250人将参加由西里
西亚大学波兰语言文化学院组织的第二十
七届波兰语言文化暑期学校。 课程将于
8月1日正式开始。 课程时长为一个月，
学员们除了学习语言之外还将参加关于历
史、文学、艺术、文化、社会和经济变
化，波兰政治局势以及我国在国际舞台上
的形象的讲座及研讨会。 课程计划包括
语言游戏和游戏，诗歌会议，演出，音乐
会，西里西亚盛宴。 今年的学生中有来自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波兰共和国参议院和
该大学合作大学的学生；来自北京理工大
学和重庆西南大学的学生为40多人。

申请梦幻化学奖
2018-07-24
年轻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博士可以申请
参加下一期的梦幻化学奖；今年的获奖者
将获得一万欧元的奖学金以及小塑像。报
名申请应于7月底之前提交。波兰科学院物
理化学研究所与捷克科学院有机化学和生
物化学研究所一起组织竞赛。 梦想化学奖
旨在帮助研究人员实施化学领域科学项目
或其与物理学，生物学，医学或材料工程
的边界的竞赛。下一届比赛将在华沙和布
拉格交替进行。 2011年以后（包括2011
年）且年龄在37岁以内成为博士的志愿者
均可以申请参加竞赛。候选人可以由具有
博士学位或更高学历以及至少10年精确或
自然科学经验的研究人员提交。   更多信
息： www.dreamchemistryawar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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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弗罗茨瓦夫的学生获得建
筑设计奖
2018-07-24
由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建筑系的Joanna 
Wnuczek设计的迪拜庄园在“多功能舒适
之家”国际学生竞赛中获奖。 今年的第14
届比赛由Saint-Gobain以及在迪拜市政府
和迪拜物业集团的支持下组织举办。 参赛
者将在迪拜Al Jaddaf海湾的海岸准备一
座建筑和城市设计的房屋。 在初选过后， 
来自28个国家的50件作品将进入决赛环
节。 参赛者所提交的设计方案必须融入当
地传统的建筑潮流；作者还必须考虑到迪
拜的天气状况。 在夏季，当地平均气温超
过40摄氏度，炎热的气候伴随着强风，引
发沙尘暴。 Joanna Wnuczek在她的项目
中使用了具有东方特征的宽敞的露台，玻
璃幕墙的建筑物和传统的风塔。

来自克拉科夫的科学家获得了
美国发明节的金奖
2018-07-24
由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的Joanna Ortyl博士带领的科学团队所负
责的“由紫外和可见光在阳离子，自由基
和杂合光聚合过程中的新型光引发体系”
项目获得了美国国际发明节（硅谷国际发
明节--SVIIF）的金奖。 据克拉科夫科技大
学的研究小组介绍，Ortyl博士发明了新的
光敏剂。 她还开发了“基于新型光敏剂的
自由基，阳离子和杂化光聚合的新型光引
发方法”。 该解决方案的创新基于使用全
新的化合物作为光敏剂；克拉科夫科研团
队的研究成果对油漆，清漆和光固化粘合
剂的生产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粘合剂用
于化妆品，汽车，印刷和家具行业。

Maria Katarzyna Lasatowicz
博士成为波德协会主席
2018-07-24
来自奥波莱大学德国语言学研究所主任
Maria Katarzyna Lasatowicz教授被
选为波德协会主席。 Maria Katarzyna 
Lasatowicz教授称： “我能够有这个荣幸
被选为协会主席，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

信任的证明；另一方面，它开辟了许多不
同的可能性，其中包括我们的德国研究。 
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协会是一个将来自波
兰各地的德国科学界聚集在一起的组织，
这为科学合作，经验交流，建立大学之间
的联系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 波德协会成
立于1990年，主要任务是支持研究工作，
传播德国研究领域的科学成就，组织波兰
德国研究所和外国机构之间的合作。

波兰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新的虾类
2018-07-25
ZET电台通知到： “来自罗兹大学逆变器和
水生生物学系的波兰科学家团队和什切青
大学无脊椎动物学和湖沼学系发现了一种
新的虾类。” Atyaephyra vladoi是新物
种的名称，是在位于阿尔巴尼亚和黑山的
Skadar湖水域发现的。 这是一种仅在该地
区存在的物种。 Michał Grabowski教授
解释到：“我们的研究说明该地区的淡水
动物群比以前认为的更加多样化，其形成
主要与海平面波动和以前地质时代的土地
隆起有关 。”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员获得了
西里西亚省荣誉徽章
2018-07-25
西里西亚大学语言学院比较文学系主任
Zbigniew Kadłubek教授获得了西里西亚
省优异奖的金徽章。 Zbigniew Kadłubek
教授是古典文献学家，散文家和比较文学
家。 他还是西里西亚古老和当代文化的素
描和书籍的作者，同时也是散文“圣美狄
亚”和地理小说“法多”的作者。 他2008
年的小说“罗马来信”（西里西亚民族文
学中的书信小说）即将在舞台上呈现给大
家。 西里西亚省的荣誉徽章主要颁发给为
该省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的个人或机构，地方政府单位，企业家和
组织。

Piotr Dardziński科学部部长
2018-07-26
Piotr Dardziński博士被任命为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部长；在这之前他在科学部负

责创新和国际合作。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称，Piotr Dardziński自2015年11月起担
任科学部副部长。他负责欧盟有关研究和
创新，科学计算机化和高等教育以及国际
合作的计划。 并且一直在负责国家研究与
发展中心，国家学术交流中心，信息处理
中心 - 国家研究所和波兰技术开发中心。 
Piotr Dardziński博士在1997 - 2002年期间
在雅盖隆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和法律理
论的历史系完成了博士学位。 他是瑞士弗
里堡大学的奖学金获得者。

来自亚洲的学生将在奥波莱夏
季大学提高英语水平
2018-07-26
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和吉
尔吉斯斯坦的学生参加了奥波莱夏季大学
的课程。 他们将在夏季课程里学习英语
并了解波兰和欧洲的历史。 共有60名学
生来自合作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西南
大学和中国大连语言大学以及印度尼西亚
Brawijaya大学。 学生们将在三个星期内
集中练习英语，并且将分组进行跨文化能
力和沟通，学术英语文学学习。 晚上将计
划进行艺术和文化活动，并在周末前往弗
罗茨瓦夫，克拉科夫和欧洲各国首都。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研究员在
斯洛伐克获奖
2018-07-26
来自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生物制药和药效学
系的Magdalena Buszewska-Forajta博
士在第24届分离科学强化研讨会和第21届
国际会议分析方法和人类健康研讨会上获
得了最佳报告奖项。 专题讨论会和会议在
斯洛伐克的亚斯纳举行。 获奖作品“福
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FPE）或新鲜组
织、哪种基质更适合代谢组学？”作为与
病理学和神经病理学系合作的一部分，在
Ewa Iżycka-Świeszewska教授的指导下实
施。该演示文稿是国家科学中心作为索纳
塔竞赛的一部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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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白尼科学中心观看月全食
2018-07-26
今年7月27日星期五将发生最长的月全食。 
华沙哥白尼科学中心正在为这一独特现象
做准备，望远镜可供探索公园的有关人士
使用。 在哥白尼科学中心“近距离”观看
日食。 在活动期间，还会提供关于月食现
象的讲座。 在圣十字桥和国家体育场可
以更好的观察月亮，体育馆关闭了夜景灯
光和特效以供大家能够更清楚的观看月全
食。 完整的月食将在21:30左右开始，到
23.13结束。 下次的月全食会在2123年出
现。

改良酵母可以帮助对抗环境清洁
2018-07-26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生物技术和
食品科学学院的Aleksandra Mirończuk博
士将研究使用解脂耶氏酵母分解塑料的可
能性；国家科学中心为该项目拨发了近110
万兹罗提的研究费用。 酵母将解脂耶氏酵
母的天然酵母特性与其代谢工程相结合，
可以使塑料生物降解。 Mirończuk博士
说：“我希望研究可以有助于对抗环境污
染，通过改良酵母来破坏塑料的成分，因
此他们将建造自己的生物质；通俗地讲，
它们将在这些塑料上生长。”  

国家学术交流中心邀请波兰大
学参加推广会
2018-07-27
国家学术交流局（NAWA）与外交部和
外交使团一起提供机会在世界各地的教育
展览会期间，在联合准备的展台上推广
波兰大学的教育。 对此兴趣的大学可以
参加秋季在韩国，新加坡，阿塞拜疆，
印度尼西亚，秘鲁和厄瓜多尔举办的展览
会。 国家学术交流中心的活动“准备，学
习，GO！ 波兰“从今年开始一直是欧洲
研究项目的一部分，项目由欧盟委员会负
责。 作为活动的一部分，国家学术交流局
邀请波兰各大学参加九月份在印度、十月
份在中国以及十一月份在乌克兰举行的推
广会。 更多信息： https://nawa.gov.pl/
promocja-i-targi/targi

波兹南科学家加入国际地质科
学史委员会
2018-07-27
来 自 大 学 的 波 兹 南 密 茨 凯 维 奇 大 学 的
Janusz Skoczylas教授成为国际地质科学
联合会（INHIGEO IUGS）的荣誉会员。 
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INHIGEO IUGS）
是一个促进当前地球科学史研究的组织；
联合会每年都会赞助并促进各项关于地
球科学领域地质和历史研究历史的个人
和集体作品的出版物。 国际地质科学联
合会（INHIGEO IUGS）成立于1967年，
目前有来自57个国家的约300名成员。 
Skoczylas教授来自密茨凯维奇大学地理和
地质科学学院的地质研究所有关。 他的科
学兴趣包括 岩石学（考古学），区域地质
学，动态地质学，地质学（地质学），地
质学史，勘探，开发和利用岩石原料。

弗罗茨瓦夫购物中心屋顶的养
蜂场
2018-07-27
位于下西里西亚省首府的中心地带的购物
中心的屋顶上有五个养蜂房； 这是购物
中心和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的
合资企业，负责照顾蜜蜂。 来自生物和
动物繁殖部门的Paweł Migdal说：“在
五个蜂房中，每个蜂房拥有5万到6万个成
员。 当然，选择合适的蜜蜂品种进行繁殖
才能获得非常温和的蜜蜂，如Kraińska蜜
蜂。” 他负责蜜蜂家族的准备和移动工
作。 第一大都市养蜂场成立于巴黎；目前
在慕尼黑、哥本哈根、苏黎世、华沙和克
拉科夫都拥有都市养蜂场。它们也将在弗
罗茨瓦夫省政府和音乐剧大厦上成立。 更
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
pl/aktualnosci/48154/otworzylismy_
pasieke_w_centrum_wroclawia.html

来自美国的学生参加Civitas学
院的课程
2018-07-27
Civitas学院的为美工学生提供的暑期学校
课程即将结束；2018年5月至7月，来自美
国的60名学生参观了华沙大学。 学生们参
加了有关安全，网络犯罪和文化多样性的
课程；来美国的客人在参观博物馆和文化
机构期间也获得了有关波兰文化和历史的
知识。 他们参加了音乐会并访问了克拉科
夫。 此外，他们还了解了柏林 “冷战”历
史。 大多数课程的参与者已经返回美国。 
11名学生继续在华沙参加华沙起义博物
馆，犹太历史研究所和恐怖主义研究中心
（Collegium Civitas）的实习计划。

哥白尼大学天文学中心将对其
射电望远镜进行现代化改造
2018-07-27
哥白尼大学的天文学中心获得了近160万
兹罗提的项目经费用于32米射电望远镜设
备的现代化，这将通过大规模干涉测量法
进行观测。 超长基线干涉测量（VLBI）方
法允许通过将射电望远镜组合到网络中从
而从根本上提高射电天文观测的分辨率，
使得该网络的元件对充当干涉仪。 在2019
年，在欧洲所有在VLBI网络中工作的射电
天文观测站，观测方法的标准将会改变：
数据采集速度将提高到2 Gb / s，然后再提
高到4 Gb / s。 现代化的改革允许望远镜
确保托伦与其它网络元素和国际合作继续
参与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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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格丁尼亚的科学家参加海
洋管理委员会
2018-07-30
来 自 格 丁 尼 亚 海 军 学 院 海 军 导 航 和 军
备部门的Karolina Zwolak上尉，海军
博 士 被 提 名 为 指 导 委 员 会 的 海 洋 图 表
GEBCO（General Bathymetric）
；GEBCO是处理大面积测深海洋地图而创
建的国际组织的管理委员会。 GEBCO汇
集了代表科学和商业政府组织的水文学，
海洋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 GEBCO产品
基于世界上最大的研究航行测量数据库，
以多种形式开发，可免费用于科学和商业
应用。 GEBCO的成立可以追溯到1903
年，当时水下命名委员会开始开发大西洋
的第一个普通测深图。 目前，GEBCO在
国际水文组织和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支
持下运作。

华沙将建立两个新的研究中心
2018-07-30
华 沙 将 建 立 两 个 新 的 研 究 中
心：BRAINCITY神经可塑性和脑疾病卓越
中心以及太赫兹技术研究和应用中心。
波兰科学基金会为新的项目中心分配了
7300万兹罗提项目资金。 由于最近宣布
的波兰科学基金会国际研究议程项目竞赛
中获得的资金，将建立新的科学机构：
实验生物学研究所和高压物理研究所。 
BRAINCITY将研究人类大脑可塑性的复杂
机制；CENTERA的合作伙伴是：法兰克福
歌德大学和CNRS：里尔电子，微电子和纳
米技术研究所，研究太赫兹辐射，它可以
在通信，工业中具有广泛的应用 ，农业和
贸易。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的为双
重学位研究
2018-07-30
在比得哥什卡齐米日大学的新学年推出了
新的学科领域：双重学位研究。 国家研究
与发展中心已经为新学科拨款250万兹罗提
的研究资金。 第一个项目涉及再社会化教
育学的方向，学生们能够利用有偿实习来
扩展他们的专业能力；实习将与大学的教

育交替进行，从第3学期开始，学生将选择
其中一个实习地点并且在导师的照料下进
行实习课程，每周两天。 第二个项目涉及
人文学科，专业研究和游戏设计；项目将
涵盖一个本科学习周期。 学生将在游戏企
业中获得超过12个月的带薪实习机会。 这
是波兰首次提供游戏设计双重研究。

什切青滨海省医科大学的综合
开发项目Progressio已经启动
2018-07-30
滨 海 省 医 科 大 学 的 综 合 开 发 项 目
Progressio已经正式启动，项目将由1927
名学生，100名行政和行政人员以及2名教
职员工参与。 项目的目的是通过扩大与经
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需求相对应的教育
机会来发展大学，并通过支持组织变革和
提高员工能力来改善大学的运作。 项目将
包括医学，医学和牙科学生，医学分析，
生物技术，护理，物理治疗，美容和营养
学，以及护理专业的专业课程和考察访
问，管理和行政人员培训以及教学人员实
习。 项目还计划购买IT系统来管理大学并
聘请职业顾问。

欧洲研究理事会资助了四位年
轻的波兰科学家
2018-07-31
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资助了近600万欧元
给波兰四位年轻的科学家。 这是自理事
会创世以来波兰科学机构获得资助最多的
一次。 欧洲研究理事会（ERC）在3170
份申请中选出了近400名具有独特潜力和
科学成就的候选人；这些奖学金是在地平
线2020计划下为最年轻的研究人员在学术
生涯开始时，即取得博士学位的2至7年的
ERC启动资助比赛中颁发的。 获奖的波兰
科学家是：来自波兰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
Piotr Achinger博士，来自雅盖隆大学的
Michał Németh博士和Tomasz Żuradzki
博士以及华沙医科大学的Magdalena 
Winiarska博士。   更多信息： https://
informacje.pan.pl/index.php/serwis-
m e d i a / 2 2 9 0 - c z t e r e c h - p o l s k i c h -
n a u k o w c o w - z - n a j w a z n i e j s z y m i -
grantami-w-europie

“残疾人激活过程中的社会和
技术创新”竞赛
2018-07-31
国家残疾人康复基金宣布了第三届“激活
残疾人过程中的社会和技术创新”正式开
始，竞赛为残疾人的职业和社会康复提供
资金研究，专家意见和分析。 比赛申请
可由大学、波兰科学院、研究机构和其他
在残疾人职业和社会康复领域有成功的记
录，在市场上运作至少3年并开展研究活动
的实体提交；申请日期截止于2018年8月
27日。 竞赛为共同资助实施项目的计划资
金额为250万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
www.pfron.org.pl/instytucje/badania-
i-analizy-naukowe/ogloszenie-z-dnia-
27-lipca-2018-trzeciego-otwartego-
konkursu-pt-innowacje-spoleczne-
i - t e c h n o l o g i c z n e - w - p r o c e s i e -
aktywizacji-osob-niepelnosprawnyc-
h-na-finansowanie-badan-ekspertyz-
i-analiz-dotyczacych-rehabilitacji-
z a w o d o w e j - i - s p o l e c z n e j - o s o b -
niepelno/

行政司法领域最佳硕士论文竞赛
2018-07-31
最高行政法院宣布最佳硕士论文竞赛正式
开始，竞赛目的为普及行政司法知识并促
进极具天赋的论文作者在职业范围内发
展。 参加竞赛作品必须用波兰语书写且提
交至行政司法主体，由主管和评审员评定
等级（好，优秀）。 参赛者可以是公共
和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毕业生且在2017
年10月1日到2018年10月30日完成硕士论
文答辩。 比赛申请日期截止为2018年11
月7日。 更多信息： http://nsa.gov.pl/
download.php?id=914&mod=m/11/
pliki_edi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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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大学科学家获得奖学金
2018-08-01
波兰科学院将Lanckoronsk i基金会和
Brzezia Lanckoroński基金会的奖学金颁
发给来自托伦大学的研究人员。 获奖名单
为：
• 来 自 英 语 语 言 学 系 和 英 国 文 学 系 的
Mirosława Buchcholt教授的“亨利詹姆
斯故事中的艺术与艺术家”项目
• 来 自 教 育 科 学 学 院 的 D o r o t a 
Grabowska-Pieńkosz博士的教育学会项
目
•来自历史科学学院的Krzysztof Kania博士
对August Zaleski的生活进行的科学研究
项目
•来自大学图书馆的Karol Kłodziński博士
研究了罗马帝国早期省级政府中奴隶和自
由民的活动;
•来自科学学院的Szymon Olszaniec
教授、Waldemar Rezmer教授和来自
历史科学学院军事史系的Aleksander 
Smoliński教授对古代晚期/中世纪早期罗
马政府的研究项目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5546

弗罗茨瓦夫大学蜜蜂节
2018-08-01
弗罗茨瓦夫大学植物园邀请各位于8月5日
上午10点参加蜜蜂节，活动包括关于蜜蜂
和集市的故事以及以蜜蜂为主角的户外游
戏。 活动旨在展示如何帮助蜜蜂，为此，
植物园组织了一场以蜜蜂为主角的野外游
戏，为昆虫建造房屋的工作坊以及切割苦
木的示范。专家将讨论授粉过程的进展情
况，蜜蜂与蜜蜂的不同之处，蜜蜂消失的
原因是什么，如何帮助传粉媒介以及哪些
特性有不同的蜂蜜。 活动的组织方说：“
策划此次活动是要呼吁大家多多关心一下
我们国度的昆虫，我们国家有85%的农作
物属于虫媒花（有利于昆虫传粉的作物）
如果它们不适合蜜蜂，这些植物将不再继
续种植。 与此同时，蜜蜂正处于危险之
中； 波兰约有470种昆虫，其中有多达222
只濒临灭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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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研究员
获得了欧洲数学学会奖
2018-08-01
来 自 弗 罗 茨 瓦 夫 理 工 大 学 的 M a t e u s z 
Kwaśnicki博士获得了由欧洲数学学会授
予的奖项。 Kwaśnicki博士因其对Lévy
过程光谱分析的贡献而获奖。 Mateusz 
Kwaśnicki博士解释道：“它是用于模拟，
例如，股票价格或保险公司的资本的随机
过程。 建模可以以不连续的方式变化。 要
描述与这些过程相关的不同数量，需要有
相应的工具。 光谱分析就是工具之一 ”。 
奖项旨在纪念杰出的俄罗斯数学家Mikhail 
Gordin。 奖项将授予在概率论或动态系
统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的东欧研
究人员。 获奖者的科学兴趣包括随机过程
理论，势理论，谐波分析和微分方程。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prestizowa-nagroda-dla-
naszego-matematyka-10937.html

红衣主教大学建立体育中心
2018-08-02
红衣主教大学（UKSW）的体育中心将于
2020年在华沙正式开始使用， 建造体育大
学的资金来源于体育和旅游部体育发展基
金以及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体育中心计划
建设三层楼，体育中心将包括一个面积为
56米x 38米的场地；场地支持各种团队比
赛：手球，排球，篮球和羽毛球。 此外，
还有体育俱乐部会所，大厅内设有运动，
有氧，体重，健身和美食室。 一楼设有
226人的观众席。 建造这个体育中心的预
算为2000万兹罗提。

今年第一颗波兰 - 芬兰观测卫
星将出现在地球轨道上
2018-08-02
ICEYE-X2卫星是芬兰ICEYE宇宙初创公司
和波兰Creotech Instruments上市公司的
联合工作。卫星将被提升到绕地球轨道运
行。 根据Creotech Instruments 公司提
供的信息，ICEYE-X2卫星重约85千克，配
备了ICEYE创造的创新SAR雷达。无论天
气情况有多糟糕，卫星都可以观测地球表

面。 Creotech Instruments 上市公式负
责建造卫星的选定部分以及与其整合有关
的工作。 Creotech Instruments 公司多
年来一直在努力成为卫星集成商。 在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资助下，该公司开发了
专有的HyperSat微卫星平台。

锡隆纳葛拉大学与基辅国立大
学签订合作协议
2018-08-03
锡隆纳葛拉大学与国立大学结束 塔拉斯
舍甫琴科在基辅 - 哲学和政治科学领域的
双重合作协议。 该文件由两所大学的校长
签署：Tadeusz Kuczyński教授和Leonid 
Hubersky教授。 双重合作课程适用于两
所大学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来自基辅大
学的学生将能够在最后两个学期来到锡隆
纳葛拉大学许欸，并使用波兰语和乌克兰
语完成硕士论文。 来自锡隆纳葛拉的学生
同样也可以去基辅大学交换两个学期并且
用乌克兰语或英语的硕士论文。 该计划的
实施将由两所大学创建的波兰 - 乌克兰人
文研究中心负责，目前招生工作已经正式
开始。  

比亚韦斯托克的斑蝶
2018-08-03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的 新 闻 发 言 人
Katarzyna Dziedzik说： “几天前，来自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生物学研究所的Marcin 
Sielezniew博士在比亚韦斯托克的一个街
区前看到一只斑蝶。” 斑蝶的拉丁文是
Danaus plexippus，它是一种属于蛱蝶
科的蝴蝶。 每年秋天，数百万只斑蝶都会
离开美国和加拿大的北部地区，在飞行4
千公里之后到达墨西哥或加利福尼亚的温
暖山区度过冬天。 然而，斑蝶是如何在波
兰出现的？ Marcin Sielezniew博士说： 
“据了解，有时极个别的斑蝶会出现在大
不列颠岛，它们是被风吹到大西洋中。然
后，斑蝶会被拖到西班牙南部并在那里定
居。” 根据生物学家的说法，这个假设最
有可能是斑蝶来自一个繁殖农场，由于某
种原因意外逃脱或者被故意释放。

波兹南理工大学研究员是欧洲
煤炭协会奖获得者
2018-08-03
波兹南理工大学化学技术学院的François 
Béguin教授获得了欧洲碳协会（ECA）的
著名奖项，奖项是在2018年马德里世界碳
会议期间颁发的。 每三年ECA就会选出一
位对碳材料领域的知识状况有重要贡献的
科学家。 该奖项授予碳研究界的贡献和贡
献，以及支持其他人追求科学卓越或为为
煤炭和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的科学家群
体创建坚实基础作出重大贡献。 Béguin教
授是引用超过20,000种出版物的300多种
出版物的作者。 他是许多来自欧洲和亚洲
的年轻科学家的推动者和导师。

波美拉尼亚科技园正在进行实验
2018-08-03
生物科学的学生和毕业生参加了由波美拉
尼亚科技园生物实验室组织的循环项目
InnovaBio Pomorze；在今年的活动中，
参与者正在研究生命科学领域公司委托的
项目。 已进入Bio Laboratorium实验工作
阶段的项目是：
•Margab 开发创新，安全的环境和蜡烛
灯芯
•Vianat健康整理 - 测试和比较水果和果蔬
汁中的多酚和用创新的葡萄酒方法获得的
饮料。
Innova Bio的参与者还包括：Izabela 
Ryska--开发一种基于黄油和植物油且含有
琥珀提取物的面霜和格但斯克大学 - 使用
等电聚焦技术分析来自根际细菌菌株产生
的铁载体。 更多信息： http://ppnt.pl/
pl/aktualnosci/laboratorium/v-edycja-
innovabio-pomorze-nad- jak imi -
projektami-pracuja-studen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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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atura 2比赛的第一批获奖者
2018-08-06
第二届Miniatura 2科学竞赛的第一批获
奖者名单已经选出，他们将实施基础研
究。 Miniatura 2竞赛中的提案征集是持
续进行的，评估周期缩短为四个月。 在
第一轮的比赛中有30位申请者将获得资
助。 之后的排名表将于2019年4月底公
布。 第一批获奖人员是：来自卢布林天
主教大学的牧师Adam Kubis博士，他所
提交的申请项目是“罪恶和疾病，根据
J 5,14和9,3-3分析解释疾病与罪之间关系
的性质、来自克拉科夫Ignatianum学院
的Łukasz Michalczyk博士，他所提交的
项目是“眼球运动序列和视觉空间注意”
和来自华沙生命科学大学（SGGW）的
Małgorzata Andrea Domino博士，她所
提交的项目是“基因水平的子宫内膜病变
过程中粘膜纤维化过程的评估”。 更多信
息： https://www.ncn.gov.pl/konkursy/
wyniki/miniatura2

来自中国的学生参加哥白尼大
学夏季陶瓷修复课程
2018-08-06
托伦哥白尼大学美术学院的第一季陶瓷修
复暑期课程正在进行，来自中国北京联合
大学的学生将参加有关艺术史，欧洲陶
瓷，材料科学，研究方法和物质破坏基本
问题的讲座。 在学校的夏季课程中，学生
们将学习陶瓷保护修复程序的基本方法以
及练习：净化，海水淡化，消毒，强化，
填充蛀牙和牙釉质。 他们还可以通过对各
种原始陶瓷物品进行保护工作来测试他们
的实践技能。 周末学生们将在托伦和格
但斯克参加案例研究课程，以及参观纪念
碑和博物馆，参加音乐会，展览和户外活
动。

在波兰科学基金会的项目中为
年轻研究人员提供了大约1,200
万兹罗提
2018-08-06
波 兰 科 学 基 金 会 举 办 了 H O M I N G 和
RETURN比赛，投入资金近1,200万兹罗

提；将有15名年轻研究人员在波兰实施创
新研发项目。 作为HOMING计划的一部
分，来自国外的11名年轻医生将开展博士
后实习项目。 获奖者将获得总额近900万
兹罗提的项目资金。 POWROTY计划允许
4名研究者在休假（产假、家庭休假）之后
重返到科学研究岗位。POWROTY计划的
获奖者将获得超过300万兹罗提的进行研
究。 项目拨款资金来源于智能发展业务计
划。 更多信息： https://www.fnp.org.pl/
grantobiorcy-homing-konkurs-52018/

谢德尔采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大学的双文凭研究
2018-08-07
在谢德尔采新的工程技术流程领域招生正
在进行，将在科学学院进行为期三年半的
本科工程学双文凭研究。 根据谢德尔采
自然科学与人文学院开设的课程，所有在
2018/2019学年开始学习的学生都将参加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 “立即需要练习的
工程师！”项目，他们将在整个学习期间
获得实习机会。 工程技术过程是结合计算
机科学，建筑，材料工程和生产工程知识
的跨学科研究。学习计划与谢德尔采最大
的雇主合作创建，学生可以在那里实习。

“时间胶囊”为学生和建筑毕
业生举办的比赛
2018-08-07
“创建克拉科夫” 基金会组织了针对学
生和的建筑和艺术的毕业生的竞赛。 比
赛的目的是选择中小型“建筑雕塑”的最
佳项目，它构成了“时间胶囊”的原始视
野。 该理念应该具有创新建筑解决方案的
特征，并将现代艺术的元素与未来创新技
术解决方案的使用相结合。 获奖项目将
于2019年实施。 它将永久地放置在克拉
科夫的Dolnych Młynów10。“创建克拉
科夫”基金会还在波兰的许多地方举办了
各种展览和艺术，科学和文化交流会。 更
多信息： http://tworzymykrakow.org/
konkurs-tworzymy-krakow/

欧洲大学改善学生运动员的双
重职业计划
2018-08-07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通知：“葡萄牙科
英布拉校长会议成员签署了关于学生运动
员双重职业计划的协议， 新法规旨在改善
科学和体育事业的建设。” 该协议由欧
洲大学校长和欧洲大学体育协会签署，旨
在帮助高等教育机构发展其科学和体育事
业。向学生展示追求双重职业的可能性，
调整规则，以便提供学习和培训的机会，
促进最佳培训条件，提供最佳培训师和获
得最佳教育和健康服务。 协议于欧洲最大
的大学体育赛事欧洲大学运动会科英布拉
2018年签署的。

硅谷节日期间为陆军学院的项
目颁奖
2018-08-08
硅谷创新圣克拉拉会议中心国际艺术节的
评委会将授予陆军学院在弗罗茨瓦夫金，
银牌。 关于使用轻型，飞行稳定和飞机雷
达波不可见的创新，可以在战场上以及作
为危机管理一部分实施的项目中获得战术
优势的项目获得了金牌。 关于电离辐射的
级联转换器和用于实时诊断成像的装置，
可以用于医学诊断和缺陷检查外，还可以
监测放射性污染的水平的项目获得了银
牌。 陆军学院还因其所提出技术和解决方
案的知识产权的活动而被授予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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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的研究员获
得月度管理奖
2018-08-08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市场营销管理和旅游系
主任Katarzyna Bilińska-Reformat教授
获得了科学商业奖，奖项以实现科学与商
业的实用有效结合。 获得该奖项的除了
Bilińska-Reformat博士还有 来自WSB学院
的Mateusz Grzesiak博士，他提出的为中
小型企业的管理和营销科学领域创造商业
解决方案的开创性和实实在在的好处，并
为培训和咨询行业设定新的发展方向的项
目获得奖项。 获奖者是科学与商业的实际
有效结合的好的证明，这二者相结合不仅
是必要的，而且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展览
2018-08-08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说道：“直至2018年8月底，可
以可以在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生物学研究所
看到两个展览。 第一个展览将介绍在大
学员工照片中永生化的波德拉谢河谷的性
质。 第二个展览将讲述在地球上生命的故
事。” 第一个展览上展出的大多数照片都
是在过去三十年中在Narew和Biebrza的
沼泽和泥泞小路上创作的； 第二个展览
是“地球上的生命，历史概述”展示了从
寒武纪时代即古生代最古老的时期直至晚
更新世，在过去的200万年中地球上几次巨
大的冰川作用时期的动植物群的发展。

波兰航天局将授予空间工程领
域最佳毕业论文
2018-08-08
波兰航天局宣布了波兰航天局主席科学
奖竞赛，以获得空间工程领域最佳学生
毕业论文。 该竞赛面向颁发该奖项的
人在波兰大学完成本科或研究生学习的
人员，研究生论文应该从理论方面和实
际解决方案中提到广泛理解的空间工程
领域的问题。 比赛每年举办一次，波
兰航天局科学奖于2018年首次颁发，用
于2017/2018学年完成的文凭工作。 波
兰航天局主席的科学奖将颁发给两工程

学学士学位和硕士论文中的三个最佳论
文。 更多信息： https://polsa.gov.pl/
images/docs/Regulamin_Konkursu_o_
Nagrode_Naukowa_Prezesa_PAK.pdf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电
动摩托车在西班牙比赛中排名
第三
2018-08-08
理 工 学 院 的 信 息 与 推 广 系 的 M i c h a ł 
Ciepielski通知道：“在巴塞罗那举办的
SmartMoto Challenge电动车竞赛中，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的获得了
第三名；理工学院的设计获得了第一名，
在静态并赛中获得了第二名，他们共同在
领奖台上迈出了三步。” 学生们带着他们
的Light Electric Motor Thunder设计前往
巴塞罗那，这种电动摩托适合在困难的地
形条件下行走；车重约120千克，功率为
30千瓦马力为40。 电池容量由学生独立设
计，允许以120公里/小时的速度行驶约90
公里。 得益于特殊的设计系统，电池可以
在几秒钟内更换。 在比赛中，所有车队首
先必须参加静态比赛来展示车辆的商业计
划和技术细节，然后进行动态测试：敏捷
性和加速测试。

来自雅盖隆大学的考古学家在
以色列发现了一个5000年前的
城墙
2018-08-09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
员在以色列Tel Erani站发现了一面5000
年前的防御城墙。 由考古研究所的团队
调查的立场位于Kiriat Gat镇附近，占地
约26公顷。 考古队发现一块约11米厚的
防御墙可能证明Levant南部的城市比之
前想象的要早，这是以色列最古老的建
筑。 来自雅盖隆大学的考古学家估计它
建于公元前3,300年左右，这是埃及人
到来之前Tel Erani是一个发达的中心的
又一证据。 项目资金来源于国家科学中
心的资助，项目与Ben-Gurion大学、以
色列文物局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研
究人员合作开展。 更多信息： https://

w w w . u j . e d u . p l / w i a d o m o s c i / - /
j o u r n a l _ c o n t e n t / 5 6 _ I N S T A N C E _
d82lKZvhit4m/10172/140485607

“智能电网的开发与运营”最
佳硕士论文竞赛
2018-08-09
Tauron 上市公司邀请电力工程，电气工
程，能源，电子，自动化和机器人，电
信，计算机科学和机电一体化的毕业生参
加2017/2018学年第五届最佳硕士论文比
赛。 今年比赛的主题是“智能电网的开
发和运营”，今年竞赛获得者将得到一万
兹罗提的奖金。 竞赛申请日期截止2018
年10月15日。 更多信息： www.tauron-
dystrybucja.pl/konkurs

Żukowski教授成为国际政治协
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2018-08-09
来自奥尔什丁的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政
治科学研究所所长Arkadiusz Żukowski教
授成为了国际政治学会（IPSA）执行委员
会的成员。 IPSA成立于1949年，是唯一
聚集政治科学家的世界级科学学会。 这
一选择是对波兰政治科学的成功和欣赏，
以及它对国际舞台上该学科发展的贡献。 
选举于2018年7月25日在澳大利亚布里斯
班举行的第二十五届世界IPSA大会期间举
行。Żukowski教授还被选为学术自由和参
与的成员。 他被邀请参加科学期刊“国
际政治科学文摘”和“世界政治学”编委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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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锡隆纳葛拉大学的
Andrzej Nowak教授是Isaacs
的获奖者之一
2018-08-09
来自锡隆纳葛拉大学的数学，计算机科学
和计量经济学系的Andrzej Nowak教授和
Georges Zaccour教授（HEC蒙特利尔，
加拿大）因其对理论和动态游戏的使用做
出杰出贡献而获得Isaacs颁发的奖项。 
Rufus Isaacs在1950-70创建了差分游戏
理论的基础知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项
由国际动态游戏协会委员会每两年颁发一
次。 协会的目标是促进和普及动态游戏的
理论和应用，并传播科学信息。协会通过
组织专题讨论会，研讨会和出版具有高科
学标准的杂志来实现这些目标。 Andrzej 
Nowak教授的研究课题是决策过程和随机
博弈，最优经济增长理论和资本最佳利用
问题。

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
学青年发明家学院
2018-08-09
位于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学邀请
各位参加“青年发明家学院”项目，项目
旨在拓宽儿童和青少年创造性思维和创新
思维的视野。 项目面向10-16岁对自然科
学和精确科学的世界着迷的年轻人，与会
者将有机会参加科普讲座，独立设计和生
物学，化学，物理和技术领域的实验。 组
织方还准备了为期一天的教育之旅，并
有机会在青年发明家论坛上展示自己的成
就。 课程将于8月20日至30日在大学数
学与自然科学学院的建设中进行；地址： 
Armii Krajowej 13/15。 参与课程条件为
父母提交青少年参加课程申请文件。 更多
信息： http://www.power.ajd.czest.pl/
amw.html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研究员获
得了德国学术交流服务协会
（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奖学金
2018-08-09
来自格但斯克医科大学肾脏病学，移植学
和内科学主席Zbigniew Heleniak博士获
得了德国学术交流服务协会（DAAD）颁
发的为期三个月的奖学金。 DAAD是德国
的大学协会，主要任务是支持德国大学国
际化和国际学术交流；协会授予个人奖学
金，资助团体旅行和将德国科学家委派给
外国大学。 在具体项目的框架内为德国和
外国大学之间的合作分配了大量的财政资
源，用于支持德国大学国际化的项目，以
及为国外的院系，中心和大学提供资金。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参
加RoboSub半决赛
2018-08-10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学生们进入了加利
福尼亚RoboSub的半决赛，并获得了最佳
计算机模拟特别奖。 来自弗罗茨瓦夫的团
队是此次参赛的唯一波兰团队。 弗罗茨瓦
夫理工大学“Robocik”科学角成员创造
的水下机器人由玻璃纤维层压板制成，它
可以下降至水下100米的。机器人有7个引
擎和许多确定其位置的专用传感器，陀螺
仪和磁力计，压力传感器和检漏仪，即便
在最小的湿度也能发出信号。 它还有四个
摄像头分别在船头和侧面。 RoboSub竞赛
已经有20年历史，由无人驾驶汽车系统协
会基金会和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组织。

什切青市长为学生提供奖学金
2018-08-10
什切青市的大学生、高中生、技术人员和
最佳毕业生均可获得什切青市长颁发的教
育奖学金；通过这种方式，什切青市市希
望鼓励年轻的人才在什切青的公立大学学
习，并为区域业务做好准备。奖学金计划
作为“学术什切青”的一部分实施。 计划
的目的是防止人才流失，并帮助获得合格
的区域业务人员。 基金还旨在建立什切

青公立大学的声望，促进教育，提高竞争
力，加速当地企业家的经济发展。

Solaris国家同步辐射中心创建
了第四条研究线
2018-08-13
克拉科夫国家Solaris同步辐射中心开始建
造Phelix研究线，这是大学同步加速器的
第四条研究线。 在克拉科夫安装了波荡
器下方的直线室，其原件由德国公司FMB 
Feinwerk-und Meßtechnik GmbH制造
和组装。 这项投资得到了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的支持，总额接近1千万兹罗提。 在雅
盖隆大学国家同步辐射中心Solaris有一个
同步加速器 - 电磁辐射源（同步加速器）
。 这种辐射将用于许多科学领域的研究：
从物理学，化学和医学到考古学和艺术
史。 同步加速器是中欧和东欧第一个也是
唯一一个此类研究基础设施。

罗兹理工大学学生团队将参加
芬兰比赛
2018-08-13
罗兹理工大学的“铁人勇士”团队将于
2019年8月18日至19日参加超级高效汽
车Pisaralla Pisimmalle 2018国际比赛，
比赛将在芬兰的Nokia举行。 “铁人勇
士”是目前波兰最低燃烧类别的记录保持
者，Eco Arrow 2.2模型每1升燃油可以行
驶837公里。 目前，罗兹理工大学的学生
们已经开发出一种改进的结构，每1升燃料
超过一千公里。 新的Eco Arrow 3汽车中
使用的解决方案于2018年7月底在墨尔本
举行的国际工程师研究协会ISER上展示，
他们的研究将得到科学部 “最佳2.0！”项
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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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科学家的作品发表
在“计算智能研究”系列中
2018-08-14
卡 托 维 兹 经 济 大 学 知 识 工 程 系 的 J a n 
Kozak博士的专著“基于蚁群优化的决
策树和集合学习”在Springer出版的“
计算智能研究”系列中发布。 西里西
亚科学家的出版涉及使用计算智能的机
器学习。 特别是致力于使用蚂蚁算法学
习决策树和分类器。 “计算智能研究”
系列在计算智能的各个领域发表了新的
成就和进展，出版的书籍在以下数据库
中被编入索引：Web of Science，EI-
Compendex，DBLP，SCOPUS，
Google Scholar和Springerlink。 更多
信息： https://www.springer.com/us/
book/9783319937519

契森地区国际拼写比赛 ：“波
兰语考试”
2018-08-14
西里西亚大学第21次组织国际拼写比赛“
波兰语考试”，比赛的目的为挑选外国人
中的波兰语最好的参赛者。 比赛将于8月
15日星期三10:30在契森西里西亚大学会议
中心举行，比赛获奖者将免费参加第二十
九届波兰语言，文学与文化暑期学校。比
赛评委还将为初步学习波兰语的参赛者颁
发带有波兰国徽标志的 “5+” 奖励。 “
波兰语考试”是夏季语言，文学和波兰文
化学校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比赛的内容为
听写和笔试，评委组由波兰语言学家和拼
写和语言正确性领域的专家组成。

Civitas学院将模拟欧盟立法程序
2018-08-14
2018年8月23日到8月28日将在华沙的
Civitas学院举行一次模拟欧盟立法程序
的会议。 来自欧洲各地的年轻人和学生
将参加会议，届时将模拟欧洲议会议员、
欧盟理事会国家部长和记者的角色。在模
拟过程中还可以与波兰欧洲议会议员会
面。 模拟参与者将讨论欧盟委员会的原始
提案。 会议的目的是了解欧盟的结构和运
作，谈判，公开演讲和领导技能发展方面

的经验。 此次会议的合作伙伴是波兰欧
洲委员会代表，波兰 - 德国合作基金会，
舒曼基金会，华沙首都，Euractiv.pl，欧
洲学院。 更多信息： http://www.meu-
warsaw.pl/

格但斯克大学考古学家的发现
2018-08-14
来格但斯克大学的考古学家在Szaniec东
部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军营遗址、教堂遗
址及近2千件展品。 在为期两周的考古发
掘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了格但斯克徽章
的陶瓷碎片以及金属制成的许多物品：子
弹，金属饰品，刀具，切肉刀，硬币和午
餐。 考古工程将持续进行三年并且作为
Archaeobalt项目的一部分实施，由欧洲
联盟共同资助分。 项目负责方是格但斯克
大学；合作伙伴包括：格但斯克博物馆，
博恩霍尔姆博物馆，奥胡斯大学（丹麦）
和隆德大学（瑞典）。 Wisłoujście堡垒
是维斯瓦河右岸的防御建筑群。 它建立在
中世纪沿海卫队控制河口到波罗的海的地
方。

华沙大学12个学生项目在 “最
好的项目3.0！”比赛中获奖
2018-08-14
“最好的项目 3.0！”将资助98个项目，
其中12个项目来自于华沙大学学生。 “最
好的项目 3.0！”面向所有有研究活动计
划的优秀学生。 比赛获奖者将获得1100万
兹罗提奖金。 获奖项目包括：扩大核苷酸
化学和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的知识和介
绍、核酸通过生物化学“核苷酸”的科学
协会的成员在国际科学会议的参与（新技
术中心在华沙大学）、华沙大学团队在国
际机器人专业（物理学院）的准备和参与
以及使用人工智能方法开发支持喉切除术
后患者语音生成的系统（心理学系）。

从波兹南大学化学家重建中世
纪染色本体
2018-08-14
波兹密茨凯维奇大学的化学家重建了独特
的中世纪染色本体，这是在什切青圣约翰

福音教堂进行的Rabenstorp家族的墓碑
上重新绘制图画保护工作的重要因素。 项
目由来自大学化学系的Jerzy Langer教授
负责，基于光谱分析的结果他们获得了由
木焦油和添加碎黄铁矿组成的着色团的配
方。 Jerzy Langer教授说： “该染料的成
分是独一无二的，其使用的技术以乳液的
形式。着色材料在化学和微观结构方面都
经过精确复制，旨在确保所有使用的组件
和操作都可以在中世纪使用。甚至可以复
制原始着色质量及其使用技术。”

比亚韦斯托克将建立发现者实
验室
2018-08-14
比亚韦斯托克市政府与比亚韦斯托克科技
园共同签署了建立实验室协议，截止2020
年1月，将在比亚韦斯托克建立一个发现
者实验室。 投资项目总值超过2500万兹
罗提，其中1700万兹罗提将来自欧盟基
金。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园区主任Anna 
Daszuta-Zalewska在接受“Puls Biznes”
杂志的访问时说：“实验室中心的目标是
为所有接受者提供知识和经验，无论年龄
大小。 我们认为它的创造将有利地影响该
地区居民的技术文化的发展；让我们最早
与科学技术世界接触是特别重要的。” 新
实验室将占地超过3千平方米，并且分为一
下几个主题区：光学、电动汽车、电信、
生命科学、能源、自动化、机器人和机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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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symowicz 成为副总理
Gowin的顾问
2018-08-16
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副校长Wojciech 
M a k s y m o w i c z 教 授 将 担 任 副 总 理
Jarosław Gowin的顾问。 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长任命 Wojciech Maksymowicz
教 授 为 科 学 和 高 等 教 育 团 队 的 一 员 。 
Maksymowicz 教授是奥尔什丁大学临床
医院的神经外科博士，也是瓦尔米亚马祖
里大学医学院副校长、同时也是奥尔什丁
成人闹钟诊所的发起人；成人闹钟诊所
的目的是将学习的内容真正在生活中。 
Maksymowicz 教授所在小组的基本任务
是监督新高等教育法的实施情况，方案将
于今年10月起在波兰的大学生效。

第五届学生权利会议
2018-08-16
2018年8月23日至26日第五届学生权利会
议将在华沙经济学院举行。 会议的目的是
让学生会在权利和职责领域进行培训。 将
对会议参与者进行有条不紊和实质性的准
备，以开展此类培训。 每个学生会都可以
派遣一名代表参加的培训，同时在后备名
单上登记第二名代表。选取代表由申请的
先后顺序决定。 学生会的代表可以免费参
加会议（包括食宿）。 参与者仅承担旅
行费用。 更多信息： https://eps.psrp.
org.pl/2018/07/29/juz-wkrotce-rusza-
rejestracja/

格但斯克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
刊登文章
2018-08-16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科学家在“科学杂志”
上刊登了“体外培养的人类脂肪组织来源
的干细胞的免疫表型和转录分析”文章。 
所刊登的文章是又来自胚胎学组织工程与
再生医学实验室的Michał Pikuła博士和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主席和生物学和药物植
物学系的Arkadiusz Piotrowski教授共同
努力而完成的。他们的文章 对体外生长
的脂肪干细胞的表型和分子谱进行了广泛
的评估。 干细胞是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

的极具前景的材料。他们有转化为其他细
胞类型的能力，具有免疫调节活性，是新
药研究的重要模型。 更多信息： https://
gumed.edu.pl/48895.html

卢布林理工大学的科学家项目
在LIDER竞赛中获奖
2018-08-16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宣布了第9届LIDER计
划竞赛的获奖者名单，51名科学家将获得
总计约6000万兹罗提的项目资金。 在51位
获奖者中，卢布林理工大学的四位科学家
名列榜首；他们将获得近480万兹罗提的项
目赞助资金，资金将用于实施创新项目并
管理自己的研究团队。 获奖的项目为：
1.机械工程学院Ksenia Siadkowska 工程
硕士的“开发提高旋翼航空器空气动力学
性能的技术”
2 . 土 木 工 程 与 建 筑 学 院 的 A g n i e s z k a 
Woszuk博士的“在沥青发泡过程中使用功
能性沸石结构生产沥青混合物”
3.机械工程学院的Grzegorz Winiarski博士
的“采矿业法兰用空心产品塑料成型新技
术”
4.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的Rafał Panek硕
士的“用于选定环境应用的粉煤灰生产超
纯沸石和介孔硅质材料”

雅盖隆大学心理学研究所赞助
心理指南特刊
2018-08-16
在神经科学时代出版了一本关于心理学的
季刊“我、我们、他们，政治心理指南”
的特刊。该出版物由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
心理学研究所的合作和赞助。出版刊物包
含十多篇与该研究所相关的科学家访谈。 
心理学研究所副主任Przemysław Bąbel教
授说：“大学的使命之一是超越大学的围
墙，以便于理解现代科学，方法和成就的
方式分享知识；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由于
与“我、我们、他们”的合作，雅盖隆大
学心理学研究所收获了更多的读者。”

国际委员会给予德国和欧洲研
究中心积极评估
2018-08-16
弗 罗 茨 瓦 夫 大 学 德 国 和 欧 洲 研 究 中 心
（CSNE）得到了国际评估委员会对科
学和教学活动的非常积极的评价，并且
直到2023年都将获得资助。 委员会认
为：“CSNE是一个具有高学历的机构，是
一个特别重要的创意项目，适用于外国文
化和科学政策，对波兰 - 德国双向非常重
要，对欧洲也是如此。” 评估委员会建议
为CSNE提供进一步的资金，其程度与之前
补贴的相同，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学术交
流机构的德国总部为世界上20个类似的中
心提供资金，并且决定为CNSE提供赞助资
金一直到2023年。

格但斯克学生在世界锦标赛中
获得第七名
2018-08-17
由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海洋工程和造船部
学生审计的太阳能船在世界锦标赛的总
分 类 中 排 名 第 7 位 ， 这 是 波 兰 大 学 所 获
得的最佳成绩。 格但斯克理工学院设
计的太阳能船GUT SOLAR1 参加了荷兰
Groningen  Leeuwarde比赛，最终在
比赛中获得了第7名。 学生安全负责人
Hanna Pruszko说：“帆船赛由不同天气
条件下的各种赛事组成。 该部队必须应
对短距离比赛，长距离比赛和城市频道的
快速阶段，这需要出色的机动性和舵手技
能。 另一个挑战是使用船上积累的有限能
量的适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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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理工学院参加伦敦展览
2018-08-17
来自24个国家的61个项目，包括克拉科
夫理工大学景观设计师的想法，将作为共
同基础在IFLA欧洲2018年景观建筑展上展
出。 展览将于9月7日在伦敦正式开幕。 
展览的目的是展示景观设计师在塑造共同
空间方面的专业的重要性 - 我们阅读了克
拉科夫大学的信息。 所提出的项目旨在使
人们能够理解“绿色连接和水结构以及行
人和自行车走廊的重建”。 该展览的策
展人和协调员是来自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建
筑系、IFLA欧洲秘书长Urszula Forczek-
Brataniec博士。

第二十届开放式心灵学院
2018-08-17
2018年8月27日至9月2日，开放思想学
院 X X 学 生 和 博 士 生 科 学 大 会 将 在 凯 尔
采举行。 活动的组织者是：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人文学院、行政管理学
院、Tarnopol国立师范大学、Kamieniec 
Podolski国立大学和Krzemieniec人文学
院和教育学院。 会议的目的为学术界环境
集成； 每年都会有数十名导师参加会议。 
会议官方指定语言为波兰语，乌克兰语和
俄语。 与会者禁止使用非斯拉夫语言。 
在活动期间，将举行由三个国家的科学家
举办的方法学研讨会以及小组讨论模式的
跨学科学生和博士会议。 与会者还将参加
由波兰语，乌克兰语和俄语准备的文化晚
会。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竞赛
2018-08-17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和纽约梅隆银行正在
组织一场关于应用数学最佳硕士论文的
竞赛，奖金为1.5万兹罗提。 波兰大学的
学生可以参加比赛，参赛条件为他们在
2017-2018年期间撰写或将撰写应用数学
硕士论文。 评委团将由大学代表、 Hugo 
Steinhaus中心和BNY Mellon代表组成。 
他们将根据想法的原创性，数学正确性以
及应用学生在实践中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可
能性来评估提交的作品。 竞赛是弗罗茨瓦
夫理工大学和纽约梅隆银行于2017年签署

的合作协议的结果。 参赛作品可用英文撰
写或翻译成英文文本。 参赛沦为可于9月
30日前通过专用网站提交： https://www.
bnymellon.com/pl/en/competition/
index.jsp?cid=CM_Vanity_science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的机器
人Sumo Masters在北京获得
银牌
2018-08-17
从8月10日到12日，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
学的机器人Sumo Masters参加了在北京
举行的2018 Robot challenge比赛并且
在3个不同的类别中获得了3枚银牌。 比亚
韦斯托克理工大学团队主管Rafał Grądzki
博士说：“每年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国参赛
者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比赛， 今年有来自30
个国家的1500个机器人参赛； 由此可见
中国的比赛在世界机器人比赛的重要性。 
我对于我们的团队在比赛中所取得的优异
成绩而感到十分的荣幸与自豪” 更多信
息： https://wm.pb.edu.pl/studenci/
kola-naukowe/projekty-studenckie/
sumomasters/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学生在
加拿大比赛中获得银牌
2018-08-20
来自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的学生和他们的ARGO火星车在加拿大国
际挑战赛中取得第二名的优秀成绩。 加拿
大国际挑战赛是对火星任务的模拟。 火星
车必须采集土壤样本并寻找生命，运行采
矿设备甚至找到受伤的宇航员，对宇航员
的太空服进行密封处理并输送氧气。 比亚
韦斯托克市长根据促进城市协议表示非常
支持建造Argo火星车。 参加比赛的项目是
作为由欧洲社会基金共同资助的业务计划
知识教育发展的“最好的2.0！”项目的一
部分而发展的。

Jan Węglarz教授在运筹学领
域获得了奖项
2018-08-20
波兹南理工大学的JanWęglarz教授获得
了欧洲运筹学会协会颁发杰出服务奖章。 
在这之前，Jan Węglarz教授和Jacek 
Błażewicz以及Roman Słowiński 获得了
欧洲运筹学会协会颁发的金牌。 欧洲运
筹学会协会是由32个国家和数千名成员
组成的协会，主要负责业务研究与决策理
论相关的科学学科，允许确定方法并解决
与做出最佳决策相关的具体问题。 Jan 
Węglarz教授是波兹南理工大学计算机科
学研究所的运筹学和人工智能部门的负责
人，也是该部门的长期主管。 他是运营研
究及其应用领域国际公认的科学学院的创
建者，其成就主要是计算机科学。

竞争项目管理领域的最佳工作
2018-08-20
波兰国际项目管理协会（IPMA）协会和
项目总评审团宣布2018 Master学生竞赛
正式开始，各位可以提交最佳项目管理
工作的学士，研究生和博士论文。 参赛
者必须是自2017年10月1日到2018年9月
30日在波兰大学获得文凭或者进行过论
文答辩的人，且论文必须涉及项目管理领
域。 提交参赛作品作品截止日期为2018
年10月7日。 更多信息： http://www.
projectmaster.ipma.pl/wp-content/
uploads/2018/05/13.5.18r._Regulamin_
Project_Master_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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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ara Kożusznik教授成为
国际应用心理学协会第1分部
主席
2018-08-20
西里西亚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系工作与工
作心理学系主任Barbara Kożusznik教授成
为第1分部国际应用心理学协会（IAAP）
主席。 IAAP是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
国际心理学家组织；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的心理学家联系的这一部分的主要目标是
影响国际组织的政策 - 联合国，世界卫生
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 Kuszusznik教授专
注于组织和管理心理学。 她是16篇专著和
100多篇科学文章的作者和共同作者，专门
探讨管理，改善员工团队工作以及发展和
提高运营效率等问题。

格但斯克科学家参加亚洲高压
和潜水医学协会会议
2018-08-20
波兰国家高压医学中心主任Jacek Kot在
曼谷参加了年度科学会议“亚洲高压潜水
医学协会（AHDMA）”。 Jacek Kot博
士在会议期间发表了三次演讲： “重症监
护和HBOT”; “潜水员的预处理和加速减
压” 和“极限休闲潜水”。 格但斯克科学
家利用不同类型的潜水设备（开放循环，
闭合循环），展示了在难以到达的地方（
山区，洞穴），极深（超过300米）潜水
的生理和医疗方面。 会议聚集了大多数亚
洲国家的代表，但中国和日本并未参加会
议，他们拥有自己的国家科学协会。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
的建设会议
2018-08-21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邀请各位参
加第四届国际科学会议CEPPIS（土木工程
的现有问题及创新解决方案）。 会议将作
为庆祝2018欧洲土木工程师年的一部分举
行。 CEPPIS是由COMA科学建筑管理协
会组织的活动。 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参
与了当代建筑问题。 这次会议是展示研究
成果以及交流科学界经验的机会。 9月12

日将在比得哥什大学举行的会议期间将讨
论和介绍理论或实践考虑因素以及所进行
研究的经验和结果。 主题是21世纪的建设
挑战和风险。 会议官方语言为英语。    

弗罗茨瓦夫智能摩托车挑战赛
2018-08-21
弗 罗 茨 瓦 夫 理 工 大 学 邀 请 各 位 参 加 智
能摩托车国际挑战赛（Smart Moto 
Challenge）。 这是波兰第一次组织此
类活动，上届比赛在巴塞罗那和莫斯科举
行。 比赛将于8月24日开始。 8月24日至
25日可以在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校园内
看到参赛车辆，8月26日将在弗罗茨瓦夫
Wzgórze Kilimandżaro的越野赛道进行
比赛。 来自波兰和俄罗斯的团队建造的七
辆摩托车将参加比赛。 智能摩托车挑战赛
旨在设计和制造越野摩托车，比赛的主要
目标是利用在实际工业项目中学习期间获
得的知识。 在比赛期间将评估摩托车及其
静态和动态能力以及团队在业务方面的技
能。

卡托维兹InterNanoPoland会议
2018-08-21
2018年9月12日至13日将在卡托维兹举行
波兰最大的研究纳米技术的科学和商业会
议：InterNanoPoland 2018。 与会者是
来自商业环境的科学家，企业家和机构的
国际论坛，塑造了国家和全球纳米技术的
未来。 会议组织方是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
NANONET基金会和西里西亚纳米集群，
由企业家，科学机构，公共管理和商业支
持组织构成，以提高纳米技术在塑造西里
西亚和波兰创新经济中的重要性。 会议
提供了展示研发项目的可能性，以及在媒
体和受邀嘉宾面前展示自己的成就和分
享工作成果。 Nano Startup Challenge
是波兰唯一一家专门致力于纳米技术的
创业竞赛。   更多信息： https://www.
us.edu.pl/konferencja-pt-inter-nano-
poland-2018

日本神户学院学生访问奥波莱
大学
2018-08-21
来自奥波莱大学的合作伙伴日本神户学院
的女学生参加了由社会学家Anna Czerner
博士组在中央战俘博物馆准备的研讨会
议：“战争仅仅是男人的事吗？博物馆如
何讲述女性参与战争的故事。” 神户学院
的学生们与Yolanda Tsuda导师一起访问
了奥波莱大学并且参加了奥波莱大学博物
馆的会议，访问期间讨论了两所大学的进
一步合作。 这是由来自政治学院的Błażej 
Chorosia博士邀请的第三个日本代表团，
每年夏天他都会组织各种社会问题的研讨
会。Yolanda Tsuda教授在访问期间参
与了有关全球问题，移民和性别关系的研
究。

哥白尼科学中心的 “展示--传
达”会议
2018-08-21
华沙哥白尼科学中心于2018年8月24日和
25日邀请参加第12届“展示--传达”会
议，会议主题为建筑业。 会议期间将由两
位特别嘉宾带来演讲： Paulo Blikstein的 
“通过创建和构建学习：如何在教育中使
用数字制作工具？” Gary Stager的 “探
索即学习，建构主义，教育中的制造、DIY
和工程学。” 会议期间还将举行有关“
教育建设”的辩论，与会者将就“21世纪
波兰的教育应该如何变化？”展开辩论。 
更多信息： http://www.kopernik.org.
pl/projekty-specjalne/konferencja-
pokazac-przekazac/

波兰2018陶瓷国际会议
2018-08-22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陶瓷
学院将于2018年9月9日至12日举办第20
届国际陶瓷大会。 会议的目的为介绍目
前开展在深化科学和工业中心合作的研究
和科学技术成果，并且将涉及原材料和广
泛理解的陶瓷。 会议的共同组织者是陶瓷
建筑材料研究所和波兰陶瓷协会。 更多信
息： www.polishceramics.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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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农业经济学大会
2018-08-22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经济科学学院邀请大家
参加第二十五届农业经济学家协会代表大
会。 会议将于2018年9月11日至13日举
行，主题为“农业综合企业和农村地区发
展面临的挑战”。 会议将面向农业和农业
综合企业的科学和商业代表，大会的目的
是介绍与农业综合企业和农村地区运作有
关的研究成果。 会议关键目标是为新的研
究领域创造科学讨论的条件和灵感，为有
效解决农村问题提供必要的知识。 更多信
息： http://www.seria.com.pl/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Wojsławice
的植物园已有30年历史
2018-08-22
弗罗茨瓦夫大学将庆祝Wojsławice植物园
成立30周年，植物园占地面积为62公顷，
共种植了12,000多株植物 Wojsławice
植物园距离弗罗茨瓦夫有50公里，位于
Strzelńsko-Niemczańskie Hills受保护景观
区。 公园于1811年由von Prittwitz和von 
Aulock家族所有者创立。 1880年，Fritz 
von Oheimb从Wojławice手中购买了这
处地产。 该地区的植物和气候条件专家
使该地区恢复活力，并创造了一个在他的
一生中享有盛名和认可的公园。 他的儿子
Arno一直在延续他的工作直到1946年。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公园仅在1962年
向公众开放。1988年，它成为历史上弗罗
茨瓦夫植物园的第一个分园。植物园具有 
“AHS展示园”，即美国百合花协会展示
园。 目前，植物园正在开展创建波兰千禧
花园的工作。

托伦数学家获得保加利亚国际
数学专业奖章
2018-08-22
来自哥白尼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的
学生在保加利亚布拉戈耶夫格勒举行的第
二十五届IMC 2018国际数学竞赛中获得了
奖章。 竞赛组织者是伦敦大学和位于保加
利亚的美国大学，获得奖项的学生是来自
托伦大学的：

1. Kamil Dunst, 二等奖和银牌
2. Karolina Wojtyniak, 三等奖和铜牌
3. Władysław Klinikowsk，获得了提名
来自欧洲，非洲，亚洲和美洲的351名学生
参加了今年的比赛。 竞争对手在2天内完
成了10项任务（每天在300分钟内完成5项
任务）。 三名获奖学生及学生主管的访问
费用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资助。  

华沙大学的人工智能研讨会
2018-08-23
华 沙 大 学 跨 学 科 数 学 与 计 算 建 模 中 心
（ICM）邀请各位于8月31日参加人工智
能研讨会。会议目的是推广尖端的人工智
能（AI）方法，并在最现代的Power 9设
备上实施这些方法。 活动参与者将使用
世界上最大的SUMMIT超级计算机中使用
的POWER9系统，了解人工智能的秘密和
行业先驱的最新成果。 参与者可以远程
访问POWER9系统。 这些研讨会将使他
们了解深度学习工具和技术领域的最新发
展，并学习如何使用Open POWER系统和
PowerAI工具来执行AI项目。 研讨会将从
在华沙ICM技术中心于上午10点开始，地
址：ul. Kupiecka 32。

托伦科学家赢了Sonatina 2竞赛
2018-08-23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物理学、天文学和计
算机科学系的Nicolas Peschken博士和
现代技术跨学科中心的Michał Złoch博士
获得了国家科学中心举办的Sonatina 2竞
赛。 Peschken博士将获得超过600,000
兹罗提的项目资金用于实施 “宇宙空间
驱动的风对盘状星系的影响及其角动量的
演变”项目、Michał Złoch博士将获得
950,000兹罗提用于实施“使用MALDI-
TOF / MS技术监测和快速诊断糖尿病足感
染的发展”项目。 Sonatin 2竞赛面向在三
年内获得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在今年的竞
赛中共有154人参加了竞赛，其中45名研
究人员将获得由国家科学中心颁发的项目
资金。 项目预算为3000万兹罗提， 作为补
助金的一部分获奖者由波兰科学部门资助
进行项目研究，并将获得在外国科学中心
实习3至6个月的机会。

哥白尼科学中心免费探索日
2018-08-23
华沙哥白尼科学中心与合作伙伴三星共同
邀请大家于8月26日免费参观科学中心。 
在探索日这天，大家将能够参观到一些在
平时不对外开放的经典。由于科学中心
配备了Super Slow-mo模式的最新三星
Galaxy S9和Note 9智能手机，Slo-Mo实
验室将允许拍摄不同密度和声波的混合液
体。 在另一个位置，进入太空的旅程以及
从宇航员角度观看地球和其他行星的机会
将使三星Gear VR技术成为可能。 参观者
还可以看到一个迷宫般的真空吸尘器，用
作清洁设备的专用设备。 2018年8月26日
哥白尼科学中心开放时间为上午 9点至下
午7点。

国际言语治疗会议“言语流畅
性障碍 - 理论与实践”
2018-08-24
西里西亚大学波兰语言学院和知识与社
会对话基金会“Agere Aude”邀请您
参加第三届国际语言治疗会议“言语流
畅性障碍 - 理论与实践”。 会议将于8月
31日和9月1日举行，会议的目的是传播
言语流畅性疾病领域的成就和最新研究成
果。 该计划为专业代表国内外研发中心
的言语流畅性疾病的从业者和理论家提供
服务，参会者由知名专家领导的研讨会
组成：Joseph Agius博士、Mieczysław 
Chęciek博士、Kurt Eggers教授、Benny 
Ravid、Manon Spruit、Trudy Stewart
博士、Katarzyna Węsierska和Tomasz 
Woźniak教授。 更多信息： www.
konferencja-zpm.ed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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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9月将举行英国 - 波兰科学
论坛
2018-08-24
2018年9月13日至14日，英国 - 波兰科学
论坛将在华沙万豪酒店举行。 该活动由
英国驻华沙大使馆和科学与高等教育部组
织。 科学论坛是英国 - 波兰创业，科学和
创新年的重点，以及在上次波兰 - 英国政
府间磋商期间，Therese May和Mateusz 
Morawiecki总理商定的活动之一。 在
为期两天的论坛期间，将举办讲座，讨
论小组，演讲和研讨会，专门讨论波兰
与英国在研究，开发，创新和高等教育
领域的合作。 更多信息： https://www.
gov.uk/government/news/uk-poland-
science-forum-to-be-held-in-warsaw

西里西亚大学研究员参加了“
世界大会”
2018-08-24
来 自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波 兰 语 言 学 院 的
Katarzyna Węsierska博士作为波兰语言
治疗师的唯一代表参加了第一届 “同一
个世界，众多之声：科学与社区”会议。 
会议国际流利协会（IFA），国际杂乱协
会（ICA）和国际口吃协会（ISA）共同
组织。 在大会期间，Węsierska博士介绍
了其团队进行的研究结果，并在ICA年度
会议期间当选为下一任期间的新闻通讯秘
书和编辑。 Węsierska博士是西里西亚大
学波兰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她在卡托
维兹创立并经营语言治疗中心，并且是语
言障碍研究所的负责人。 作为第一位波
兰语言治疗师，她被授予欧洲言语障碍
专家的称号。   更多信息： http://www.
us.edu.pl/dr-hab-katarzyna-wesierska-
uczestniczka-one-world-many-voices-
science-community

Karkonosze员工在德累斯顿接
受培训
2018-08-24
耶莱尼亚古拉国立学校（KPSW）的员工
参观了德累斯顿理工大学（Technisches 
Universitaet - TU Dresden），并且接受

了与青年和项目工作开展创新活动方面的
培训。 KPSW的员还参观了夏季实验室工
作，今年夏季课程的主题是 “智能材料”
。 来自波兰和德国的14-18岁学生在工作
人员的监督下，通过示范，实验，自我和
小组工作传达的知识开展了他们的项目。 
德累斯顿理工大学是德累斯顿最大的技术
大学之一，共有36,000名学生在这里学
习，可选课程多达120门。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技术安全 
- 发展变革”会议
2018-08-24
技术检验办公室和格但斯克理工大学机械
工程学院邀请各位参加9月5日的“技术
安全 - 发展变革”会议， 财政部和波兰企
业发展局的代表应邀参加此次活动，并且
准备在会议上提出“商业宪法”。 会议
面向邀请学生，博士生和大学员工，特别
是行政服务代表，以及管理人员，技术专
家，健康和安全负责人，制造商，设计师
和技术设备用户以及对确保技术安全感兴
趣的人员。 会议期间将介绍UDT在现代研
究服务，移动实验室，客户服务新方法和
公共安全领域认证方面的知识。   更多信
息： https://www.udt.gov.pl/images/
DBT/Gdask__05.09.2018.doc

英国宇航员将参加在波兰举行
的欧洲罗孚挑战赛
2018-08-24
欧洲航天局的宇航员Timothy Peake将于
2018年9月14日至16日参加在波兰举行的
欧洲罗孚挑战赛，这是波兰第四次举办此
比赛。比赛将在斯塔拉霍维采自然与科技
博物馆举行。 据欧洲罗孚挑战赛主办方介
绍，来自世界各地的400名参赛者将参加
竞赛。 在今年的比赛中，有来自六大洲
的50支团队，其中包括来自欧洲的创纪录
数量的团队。 在之前三届的欧洲罗孚挑
战赛中，共有700名参赛者以及7万观众。
波兰政府以“为太空部门创造未来专家的
来源”这一名称将该事件列入波兰太空战
略。 更多信息： http://roverchallenge.
eu/pl/home/

热舒夫大学图书馆馆长将参加
夏威夷的IRONMAN世界锦标赛
2018-08-24
热舒夫大学Maciej Ulita博士通知道：“热
舒夫大学图书馆馆长Bożena Jaskowska
博士将参加IRONMAN世界锦标赛，锦
标 赛 将 于 今 年 1 0 月 在 夏 威 夷 举 行 。 ” 
Jaskowska博士说： “之前并没有想过
我会得到今年的参赛资格。” 在瑞典的
IRONMAN KALMAR比赛中，她获得了世
界锦标赛的参赛资格，她花了10小时39分
钟，越3800米，然后骑自行车182公里，
跑了42.2公里。 Jaskowska博士补充道： 
“2018年10月13日，在我40岁生日那天，
我将在夏威夷科纳岛举行的第40届世界锦
标赛上自豪地代表我们的国家参赛。”

格但斯克大学将为格丁尼亚的
港口建设提供文件
2018-08-27
格但斯克大学将为格丁尼亚的外港建设制
定环境文件。 合作协议由大学校长Jerzy 
Gwizdała教授和格丁尼亚海事港务局局
长Adam Meller共同签署。 格但斯克大学
的研究人员将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进行研
究。 他们将回答关于外港建设对Natura 
2000地区的重大负面影响的问题。分析范
围将包括停留在Natura 2000地区的鸟类
鱼类和生活在水库底部的底栖生物。 格丁
尼亚的未来是一个可以为所有到达这里的
大型船舶提供服务的码头，大约有700-800
人将在终端工作，这一项目为整个国家创
造了超过12万个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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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科学基金会的新竞
赛：TEAM-NET
2018-08-27
2 0 1 8 年 1 0 月 ， 波 兰 科 学 基 金 会 新 竞 赛
TEAM-NET申请即将开始，该竞赛根据智能
发展业务计划的资源实施的。 TEAM-NET
的目标是鼓励波兰科学单位和研究人员建
立更密切的科学合作。 在TEAM-NET竞赛
中，除了合作研究团队网络之外，将资助
一个能够实施跨学科特色的大规模研究和
开发项目的网络。 每个团队可以获得高达
350万兹罗提的项目资金，实施项目期限为
36个月。奖学金以及实施跨学科研究计划
的费用。 TEAM-NET比赛的申请将于2018
年10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进行。 比赛的
预算为1亿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s://
www.fnp.org.pl/oferta/team-net/

Udalski教授获得了Karl 
Schwarzschild奖章
2018-08-27
来自华沙大学天文台的Andrzej Udalski
教授获得了德国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领域
的着名奖项Karl Schwarzschild奖章。 德
国天文学会主席Joachim Wambsganss
强，Andrzej Udalski教授的研究领域几
乎丰富了天文学的所有领域。 25年来
Andrzej Udalski教授一直在运行OGLE项
目，该项目自成立以来一直是最大的天空
变异调查之一，也是“时域天文学”领域
的开创性研究实验。 Andrzej Udalski教授
是波兰科学院的成员，波兰艺术与科学学
院的成员，并且自2012年以来还是美国国
家科学院的外国成员。

卢布林省办公室表示将支持未
来的医生
2018-08-27
卢布林省办公室表示将颁发奖学金给未来
的医生； 获得奖学金条件是在卢布林任何
一家医院申请就业，申请就业时间即奖学
金颁发时间。 今年9月，锡隆纳葛拉大学
再次筛选奖学金候选人。 政府将每月为
61个名额发放每人每月2千兹罗提的奖学
金； 来自锡隆纳葛拉大学的学生提交了16

份申请，波兹南递交了15份申请、比得哥
什递交了5份申请、什切青大学递交了7份
申请、卡托维兹大学递交了2份申请、卢
布林大学的申请为4份、奥尔什丁大学为1
份、弗罗茨瓦夫大学为5份、罗兹大学为5
份、热舒夫大学为1份。 为了支持未来的
医生，省政府办公室今年已拨款90万兹罗
提的补助资金。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预计将
每年投入一百万兹罗提。 下次奖学金申请
将于9月1日开始，于10月31日结束。 申请
条件与上次申请条件相同。

波兰将参加国际数学和逻辑比赛
2018-08-28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信息和推广部门的
Andrzej Charytoniuk通知道：“8月29
日至30日将在巴黎皮埃尔狄德罗大学举行
国际数学和逻辑竞赛，届时波兰32名代表
将参加竞赛”。 这些代表均是在弗罗茨瓦
夫理工大学数学系和波兰数学学会弗罗茨
瓦夫分会组织的5月资格赛的400人中选出
的。 数学和逻辑国际法国锦标赛，也被
称为世界锦标赛，自1987年以来在巴黎举
办。 波兰代表队自1992年以来一直参加比
赛并多次取得成功。2016年，波兰在比赛
中获得了9枚奖牌，其中包括3枚金牌。 波
兰在2015年的表现最好，当时获得了12枚
奖牌，其中6枚是金牌。

华沙岩土工程会议
2018-08-28
波兰岩土工程委员会和华沙生命科学大学
地球工程系将于2018年10月4日至7日组织
第18届全国土力学与岩土工程会议和第7
届全国青年岩土工程会议。 根据华沙生命
科学大学报道，会议的主题是“波兰岩土
工程的挑战”，会议主要面向设计师、承
包商、专业公司员工、学术人员、学术人
员、博士生和岩土工程问题的学生。 作为
活动的一部分，将有四个主题会议：研究
和参数选择，建模和设计计算，威胁和建
筑物保护，以及专门用于运输基础设施的
会议。 更多信息： http://kkmgig2018.
kg.sggw.pl/index.php/en/

波兰科学家在“Cell”科学杂
志上发表的文章
2018-08-28
由华沙波兰科学院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研
究所的科学家描述的防御所谓的跳跃基因
（反转录转座子），即细胞中特定寄生虫
的DNA片段的防御机制的文章刊登刚在了
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科学杂志之一“Cell”
中。 根据国家科学中心强调，这是波兰
在“Cell”杂志上第二次发布的科学文
章。 由Andrzej Dziembowski教授领导的
波兰科学家团队在国家科学中心的资助下
以及欧洲科学理事会和波兰科学基金会的
资助下进行了研究。 更多信息： https://
www.cell.com/cell/fulltext/S0092-
8674(18)30917-6?_returnURL=https%3A
%2F%2Flinkinghub.elsevier.com%2Fretr
ieve%2Fpii%2FS0092867418309176%3Fs
howall%3Dtrue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研究
员获得Nor-Feed奖
2018-08-28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生物学和动
物育种系的Kamil Sergeant博士因其在喂
养农场动物中使用多酚的博士论文获得了
2017年Nor-Feed-Award奖。 多酚添加
剂是从植物中获得的一组天然抗氧化剂，
改善了循环系统的工作。这种情况在在法
国悖论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在地中海国家
生活的人群不常患有心血管疾病。 在动物
营养的情况下，含有多酚的制剂，例如草
药提取物或精油，可以改变胃肠道中某些
微生物的投票率，其作用类似于在欧盟国
家禁止常规使用的饲料抗生素。 多酚化合
物还可以改善动物的状况及其健康状况。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
pl/aktualnosci/48231/dr_sierzant_z_
upwr_z_nagroda_nfa_20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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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ao S.A银行是考明斯基大
学大数据分析项目的合作伙伴
2018-08-28
Pekao S.A.银行是中欧和东欧最大的金融
机构之一，成为华沙考明斯基大学大数据
分析项目的合作伙伴。 大数据分析是金融
与会计硕士课程的专业，其目的是为毕业
生提供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因此，考明
斯基大学的学生将有机会参与银行的商业
项目，并获得独特的专业指导。 Pekao 
S.A. 银行还将提供讲师，让学生熟悉在金
融机构中运作的现代技术。 根据Pekao 
S.A.银行 考明斯基大学签署的合作协议，
考明斯基大学大数据分析的学生将有机会
在该银行实习。

Chełm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是波
兰航海锦标赛的共同组织者
2018-08-28
2018年9月3日至9日在Chełm国立高等
职业学校的机场将举行波兰飞机导航锦标
赛，锦标赛组织者是波兰航空俱乐部与的
Chełm大学。 Chełm的国立高等职业学
校校长Arkadiusz Toil教授表示，Chełm
大学拥有的适当基础设施和组织航空活动
的经验将有助于确保竞争在最高级别进行 
，并且具有适当的安全性。 竞赛的赞助商
是波兰最大的包机航空公司--Enter Air，该
航空公司为Chełm的国家高等职业学校的
团队提供资金支持。 这是大学与承运人之
间合作的下一个阶段，迄今为止，这也是
招聘学生的试点。

“太空职业道路 “会议
2018-08-29
2018年8月30日，将在华沙举行“太空职
业道路”会议。  在活动期间，工业发展
机构的代表将介绍国内和国外机构的提
议，实施支持发展空间业务所需能力的计
划。 会议面向学生，学生科学界人士，
学员，青年研究人员和大学教学人员以
及空间部门公司的代表。 创业和技术部
长Jadwiga Emilewicz以及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届时将参
加会议。 会议注册地址： https://docs.

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e_
O819WGwqxz-sAYZ8QBifxnw8DbukXeT
rArpAA1Mc9Wk8Q/viewform

第一届物理教师大会
2018-08-29
第一届物理教师大会将于2018年9月14日
在罗兹举行。 会议由罗兹大学物理与应用
计算机科学学院共同组织。 大会的目的
是整合科学界和物理教师的环境，交流经
验，采取行动，提高各级教育的物理教学
质量，实现高效。 会议组织方强调，参加
大会将使国家教育部和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的代表能够获得关于教育的引入和计划变
化的信息，包括教育，改进和促进物理教
师的教学水平。

波兰人团队赢得了Smart 
Moto挑战赛
2018-08-29
来自弗罗茨瓦夫和卡托维兹理工大学的团
队赢得了在弗罗茨瓦夫举行的Smart Moto 
Challenge电动摩托车的国际竞赛，这
是在波兰第一次举办这种类型的活动；此
前，Smart Moto挑战赛在巴塞罗那和莫
斯科举行。 来自三所波兰和一所俄罗斯大
学的七辆摩托车参加了比赛。 比赛分为
两个级别 ：功率为30千瓦的车辆，来自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LEM Thunder车辆
赢得了比赛、功率为30千瓦的车辆，西里
西亚理工大学的Elektra车辆获胜。 参加
SmartMoto Challenge竞赛的大学团队
必须亲自设计和制造越野摩托车。 比赛的
主要目的是利用在实际工业项目中学习期
间获得的知识；比赛结果将评估摩托车及
其动态和静态能力以及团队在业务方面的
技能。 更多信息： http://pwr.edu.pl/
uczelnia/aktualnosci/udany-wystep-
robotow-z-pwr-w-pekinie-10958.html

哥白尼大学天文学中心的德雷
珀望远镜
2018-08-29
托伦哥白尼大学的天文中心经过半年的翻
新和保护迎回了界上最有价值和最着名

的望远镜之一 ：亨利·德雷珀的历史性8
英寸天文望远镜。 托伦大学美术学院金
属纪念物保护实验室的学生已将该设备
恢复原貌。 天文仪现在正在其圆顶下重
新组装，可以于10月底正式摆放参观 。 
Aleksandra Jabłoński基金会负责保护材
料的费用，该基金会还将为德雷珀望远镜
馆的展览提供资金。 1891年Astrograph
服 务 于 哈 佛 天 文 台 ， 1 9 4 7 年 他 去 了
Podgoruń Pinwnice的文台。 德雷珀望远
镜对天文学家来说具有巨大的价值，在其
帮助下获得的观测材料已被用于创建当前
恒星的光谱分类。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机器人在
北京的比赛中取得了成功
2018-08-29
在北京举行的国际Robot Challenge 
2 0 1 8 比 赛 中 ， 弗 罗 茨 瓦 夫 理 工 大 学 的
学生赢得了三枚奖牌：金牌，银牌和铜
牌。 来自30多个国家的机器人和将近1.5
万人参加了在中国首都举行的比赛。 “
机器人棋盘”获得了金牌，其中使用了
来自FLASH Robotics的社交机器人Emys 
Pro；SpiceX 3000获得了银牌，它由来自
KoNaR，Revir 3D和Rapid Troopers科学
角的学生制作。 获得通牌的是Chen Shi
机器人，它的任务是尽可能快地击败有各
种障碍的路线。机器和障碍物移动的线路
中断，机器人应该避开。 自2004年以来
举办的Robot Challenge竞赛是世界上
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此类活动之一。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udany-wystep-robotow-z-
pwr-w-pekinie-109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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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 德国科学联盟致力于为
患者和医生提供移动应用程序
2018-08-29
由华沙医科大学带领的科学联盟获得了60
万欧元资助金用于实施“为患者和医生提
供移动应用，在操作治疗之前的决策过程
中的教育和支持工具”项目。 国家研究
与发展中心在波兰 - 德国合作框架内的第
三次研发项目竞赛中共同筹资。 该联盟
由科学单位组成：华沙医科大学，Kardio 
MedSilesia 有限责任工资以及弗莱堡大
学医学中心和商业实体：HID Human 
Interface Design GmbH，Heart Team 
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华沙医科大学报道，
项目的目标是创建市场上第一个全面的远
程医疗解决方案，一个带有智能决策支持
算法的移动应用程序和一个用口服抗凝剂
治疗的患者的教育模块。 该应用程序将有
助于改善健康和生活质量。

首次在波美拉尼亚大学临床中
心进行肺移植
2018-08-29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临床中心的医生进行了
波美拉尼亚地区的第一次肺移植手术。 患
者是一名患有极端肺气肿的64岁男性，患
者接受了家庭氧疗，但是情况一度恶化，
所以导致了其更加频繁的就诊。医科大学
的医生进行了双肺移植，没有采用冠状动
脉循环，这是一种微创技术。 在两侧，
胸部被打开刚好足以使胸膜腔进入移植
的器官。 来自心脏外科和外科的Jacek 
Wojarski博士说：“这是一种先进的移植
技术，对患者负担最小；这种手术对于这
类患者的康复来说是最好的方式。并不是
每一例患者都适用这样的手术方式，但是
在我们临床中心这种手术方式是最佳的选
择”。

近15亿兹罗提投入“快速通
道”竞赛中
2018-08-29
根据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NCBR）公布
的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将近15亿波
兰兹罗提会投入“快速通道”竞赛中的。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NCBR ）副主任 
Izabela Żmudka说：“快速通道竞赛是对
我国文明和技术飞跃的具体支持和具体成
果。 自今年年初以来，大型和小型公司都
向我们提交了500多个创新项目，申请总额
近40亿兹罗提的赞助资金。 由此可见，波
兰企业的创新意愿非常大”。 微型，中小
型企业竞争中的提案征集将持续到12月14
日。 对于大公司和领导者是大型企业的联
盟，申请可以在9月3日至11月30日之间提
交。 更多信息： https://www.ncbr.gov.
pl/o-centrum/aktualnosci/szczegoly-
aktualnosci/news/polska-na-szybkiej-
sciezce-do-innowacji-49099/

第19届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化学
技术大会
2018-08-29
格但斯克理工大学化学系邀请您参加第19
届化学技术大会2018TECHEM。大会将于
9月3日至7日在理工学院举行。 这是一项
全国性的会议，每隔三年聚集一次商业和
学术界的代表。 化学技术大会是科学讨
论，合作安排，商业和社会会议的平台，
也是整合技术环境的平台。 该活动的公式
允许展示科学成就及其实际实施，以及来
自科技行业的公司及其成就。 组织者计划
在五个主题部分举行全体讲座：原材料采
伐，基础产品生产，专业产品生产，新技
术和工业生物技术。 更多信息： http://
techem9.pg.edu.pl/

“后真实世界的历史” 科学研
讨会
2018-08-30
Civitas学院将于9月14日星期五邀请大家
参加“后真实世界的历史”科学研讨会。 
届时澳大利亚国来自立大学的Benjamin 
Jones博士将带来公开讲座。 在科学研
讨会期间，与会者将寻求问题的答案：
什么是事后真相以及它如何影响历史研
究。 据Civitas学院报道，对于经过培训
来处理证据，数据和事实的历史学家来
说，“后真实环境”是一个特殊的问题。 
历史学家是否在保护公共记忆与“替代事
实”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学者是否

有义务在大学和社交媒体上打击虚假信
息？ 更多信息： https://www.civitas.
edu.pl/wp-content/uploads/2018/08/
Programme.docx  

波兹南科技园正在寻找新的植
物保护产品
2018-08-30
波兹南科技园（PPNT）和Innosil公司组成
的科学联盟已经获得了超过400万兹罗提
用于研究植物诱导剂及其应用研究，资金
来源于波兰科学技术基金会的团队技术竞
赛。 植物诱导剂的研究旨在开发和实施对
人类和环境安全的植物保护产品。 其运
作的主要原则是基于刺激植物的内部免疫
力，而不是迄今为止对抗病原体的斗争。 
正在开发的措施是生态的，同时也是经济
的；相比较以前的研究可以在使用最少量
的活性物质的情况下获得令人惊讶的良好
结果。 “植物抗性的新感应器及其作为
保护植物免受病原体侵害的创新方法的使
用”项目由来自PPNT的Marcin Śmiglak博
士与来自植物研究所的Henryk Pospieszny
教授合作实施。

波兰科学家正在寻找古代最伟
大的战役之一
2018-08-30
来自雅盖隆大学和克拉科夫AGH理工大
学的波兰科学家正在寻找最伟大的古代
战役之一，即亚历山大赢得了历史性胜
利的一场战役。 高加梅尔之战发生在公
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大帝指挥下的马其
顿 - 希腊军队与大流士三世指挥的波斯军
队进攻波斯帝国，这也是波斯帝国瓦解的
原因。 研究由国家科学中心提供资助，
并在今天的伊拉克与乌迪内大学的意大利
考古团合作进行。 他们的目标是根据多
学科研究确定高加米拉战役的确切位置。 
除了古档案和当代制图数据的来源之外，
卫星技术也在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更多信息： https://wiadomosci.onet.
pl/swiat/gdzie-miala-miejsce-bitwa-
pod-gaugamela-ustalaja-to-polacy/
zb7ym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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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欧洲创新周
2018-08-30
9月17日至21日第二届欧洲创新周将在卢
布林举行。 超过1,300名参与者将参加28
个主题会议，其中将有80多位发言人参
加。 活动的目标是结合科学和商业领域的
经验和成就。 活动将从卢布林大学实验室
的开放日开始。 第二天将举办青年科学家
论坛，创业交流以及卢布林省城市和伙伴
地区的辩论。 作为欧洲创新周的一部分，
还将举办创新盛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
将在下一届主题会议上讨论卢布林地区的
智能专业化：生物经济，医药，低排放能
源和信息技术。 该活动计划还包括生物创
新，4.0经济和2.0医学的小组和研讨会。 
更多信息： https://etilubelskie.pl/

将年轻的波兰科学家留在这个
国家
2018-08-30
根据欧盟委员会资助的“科学家项目”
进行的研究发现，80％的年轻波兰科学
家希望留在学术界并在大学和研究机构
工作。 与此同时，多达65％的受访者表
示如果他们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将会离开波
兰。 plushr.pl门户报道，所进行的研究表
明年轻研究人员认为在学术部门的工作的
机会很少，低工资和临时雇佣合同是国内
市场职业发展的最大障碍。 与英国和德国
相比，波兰的科学雇员不到一半。 我们
10,000名居民中只有20.7名是科学家； 德
国10,000名居民中有43个、英国10,000
名居民中有45个。在北欧国家数量则多达
70名。 更多信息： https://www.pulshr.
pl/edukacja/wiekszosc-mlodych-
naukowcow-woli-zostac-w-kraju-ale-
nie-znajduja-tu-pracy,56840.html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火星探
测器在火星协会和NASA竞赛
中排名第二
2018-08-30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越野科学圈的学生设
计的火星着陆器“鹰”在火星学会和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组织的国际比赛中名列第

二。 竞赛的任务是开发一种着陆器概念，
允许10吨货物在2026年之前仅使用可用或
可能的技术开发到红色星球。 项目的实施
必须尽可能简单，最安全。 来自世界各地
的15名学生参加了比赛，来自法国和美国
的团队以及两个混合团体：德国--瑞典团队
和意大利—印度团队。 作为获得竞赛第二
名的奖励，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团队获
得了5,000美元奖金。 更多信息： http://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mars jansk i - ladownik-z -nagroda-
nasa-10961.html

热舒夫国际计量研讨会
2018-08-31
2011年9月17日至20日将在热舒夫理工大
学计量与诊断系统部举行第二十二届计量
学家“物理测量信号处理方法与技术”国
际研讨会。 会议的目的是介绍科学和研
究工作和工程应用以及计量领域的教学经
验交流。 在研讨会期间参与者将关注诸如
以下问题：计量学，传感器和测量传感器
的基本问题，信号处理，信息和测量系统
以及计量学的教学。 更多信息： https://
msm18.prz.edu.pl/

竞争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国际
研究项目
2018-08-31
2018年10月，国家科学中心的BiodivERsA
联盟将宣布一项为生物多样性国际研究项
目提供资金的竞赛。 BiodivERsA联盟由
在14个欧洲国家和巴西运营的22家中介组
成。 今年竞赛的目的是支持涉及生物多样
性及其对动物，人类和植物健康影响的研
究项目 来自BiodivERsA联盟的至少3个国
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将有资格
参加竞赛。 提交竞赛的截止日期为2018年
11月，项目投资将于2019年底开始。 更多
信息： http://www.biodiversa.org/1481

华沙大学的波兰语假日课程已
经结束
2018-08-31
华沙大学第63届夏季波兰语课程正式结
束。 来自44个国家的174名参与者接受为
期4周的波兰语、波兰文化学习；还参加了
音乐和戏剧研讨会。 课程的组织方为波兰
语言和波兰文化中心“Polonicum”，暑
期学校在学生以及其他想学习波兰语的人
中非常受欢迎；所有课程分不同的语言等
级进行授课。 今年来自国家学术交流机构
的55名学者参加了课程；此外，今年还增
加了新的语言课程，主要侧重于政治学，
经济学和医学的专业语言。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科学家在“
科学报告”上发表文章
2018-08-31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科学家在“科学报告”
上刊登了癌症干细胞作为基于DC的结肠直
肠癌免疫治疗靶点”文章。 文章中描述的
项目涉及分析树突细胞（DC）对结肠直
肠癌患者的免疫治疗的潜在用途。 该研究
具有创新性，因为他们专注于针对癌症干
细胞（NKM）的治疗，其在多年的专业文
献中假定，负责癌症的发病机制以及转移
和缓解的发展。 研究项目由Magdalena 
S z a r y ń s k a 博 会 和 组 织 学 系 的 A g a t a 
Olejniczak硕士以及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综
合，内分泌和移植外科诊所的外科医生合
作。 更多信息： https://gumed.edu.
pl/49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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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学术交流机构的教育使命
2018-09-03
今年秋天，国家学术交流中心将负责管理
乌克兰五个城市的教育任务。 乌克兰学
生是在波兰以外接受高等教育的最具流动
性的国家群体之一。 根据中央统计局提
供的数据，目前在波兰大学中有多达54％
的外国学生是乌克兰人。 据国家学术交
流中心通知，国家学术交流中心的代表团
将从2018年11月13日至14日在哈尔科夫
的波兰语教学中心和波兰侨民中心举行会
议。 接下来，代表团将于11月15日至17
日前往基辅的“海外教育”教育展。 教育
展结束后，代表团将前于11月18日前往日
托米尔，然后在11月19日至20日前往文尼
察和11月20-21日前往切尔卡瑟。   更多
信息: https://nawa.gov.pl/promocja-i-
targi/targi/9-targi-na-ukrainie/group-
registration

雅盖隆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克沃
兹科的耶稣会修道院发现了无
价的文件
2018-09-03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的科学
家在克沃兹科的耶稣会修道院的档案馆工
作期间发现了无价的中世纪文献。 其中有
关教皇布勒的文件。 雅盖隆大学艺术史研
究所的Michał Kurzej博士提供的信息，
这是中欧国家档案馆以外最有价值的藏
品之一。 Michał Kurzej博士在与门户网
站“Dziennik Wałbrzych”的对话中补充
道：“这里保存了数十份中世纪羊皮纸文
件，其中有很多关于该地区历史的资料。 
这是研究克沃兹科山谷历史的宝贵资料 ”
。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建筑系学
生获得了#ValenciaCall比赛
2018-09-03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在国际
建筑竞赛#ValenciaCall中获得第一和第
二名，竞赛目的是在西班牙瓦伦西亚设计
社会住房。 比赛参与者必须考虑到历史悠
久的市中心和历史建筑的存在，以及当地

社区的需求，当地文化和传统，社会住房
的趋势和建筑的目的。 CasaEspañola
项目在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件作品中脱
颖而出。 CasaEspañola项目来自西里
西亚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Paweł Pacak
和Katarzyna Ponińska的作品，这是
一个基于西班牙城市氛围和居民生活方
式的项目。 Marta Błaszczyk、Anna 
Czapla、Filip Gawin、Kacper Kania
和Marlena Michalska的作品：El 
Espacio获得了比赛第二名；El Espacio
的三个重要元素是：多样性，隐私和开
放性。 更多信息: https://www.polsl.
p l / L i s t s / A k t u a l n o s c i U c z e l n i a n e /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361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波兰生物
信息学学术研讨会
2018-09-03
第11届波兰生物信息学会（PTBi 2018）研
讨会将于9月5日至7日在弗罗茨瓦夫理工
大学会议中心举行。 研讨会是由波兰生物
信息学会组织的生物信息学年会，活动的
共同组织者为：基础技术问题的教师和弗
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化学系，以及弗罗茨
瓦夫大学的生物技术系和弗罗茨瓦夫生命
科学大学的生物和畜牧学院。 PTBi 2018的
主题涵盖了生物信息学的所有方面，包括
用于建模和分析基因，蛋白质和生物系统
的结构，功能和进化的计算方法的开发和
应用。 更多信息： http://ptbi2018.pwr.
edu.pl/

锡隆纳葛拉大学对什普罗塔瓦
高中进行学术赞助
2018-09-03
锡隆纳葛拉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将对什普
罗塔瓦高中进行学术赞助，赞助的目的是
使学生加深他们在法律科学领域的兴趣，
并提供在法律和行政学院的科学和教学帮
助。 根据赞助协议，什普罗塔瓦的高中生
将接受锡隆纳葛大学提供的的研究和教学
服务机会和设备设施。 锡隆纳葛拉大学还

将为高中学生们准备讲座，研讨会和讲习
班，由法学院学生和行政管理人员提供教
学。

波兹南亚特兰大行政工商管理
硕士课程户获得MBA协会认证
2018-09-04
波兹南亚特兰大行政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已
获得MBA协会（AMBA）认证，课程时长
为五年。 MBA协会总部设于伦敦，是世界
上最负盛名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认证。 世
界上最好的商学院中拥有MBA协会认证的
只占2%；波兹南项目自2008年开始实施。 
评估委员会的报告强调了波兹南经济大学
和波兹南亚特兰大行政工商管理硕士课程
学生和毕业生的高于平均水平，管理团队
致力于确保不断提高课程质量 ，与业务实
践的紧密联系。

克拉科夫COST信息日
2018-09-04
2018年9月25日，COST信息日将在克拉
科夫举行。 活动组织方为克拉科夫理工大
学及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根据科学部的信
息，欧洲科学和技术合作部门可以创建和
协调跨学科研究网络以及欧洲及其他地区
科学家的融合。 计划资助研究团队的会
议，科学交流和参加会议和研讨会。 在
COST信息日期间，将提供有关该计划的基
本信息以及加入该计划必须满足的条件。 
更多信息： https://www.civitas.edu.
pl/pl/uczelnia/aktualnosci/pierwsze-
polsce-studia-podyplomowe-dla-
neuromenadze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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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波兰与德国关系沟通的
连续性和变化”
2018-09-04
波兰 - 德国科学基金会宣布了 “当代波
兰与德国关系中的连续性和沟通变化”竞
赛。 比赛参与者应研究当代波兰与德国关
系中的交流，研究可以专门用于特定群体
和社会行动者的作用; 政治，媒体和公民社
会之间的沟通在这里特别重要。 来自德国
和波兰的大学，非大学研究机构和其他科
学机构的研究人员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相关
机构合作均可以提交竞赛申请。 项目的补
助资金高达300000欧元，项目将持续24至
36个月，申请必须在2018年11月15日之前
以波兰语和德语提交。基金会将于2019年
4月底宣布筛选结果。 更多信息： http://
www.pnfn.pl/pl/index.php

什切青争最佳人文博士论文竞赛
2018-09-04
在10月1日之前，您可以申请参加2018什
切青人文学科的最佳博士和硕士论文竞
赛。 竞赛旨在提高学生和青年科学家对
什切青相关问题的兴趣，并为年轻有创造
力的人们加入创新和创新发展政策制定
过程创造条件。 其目标之一还包括促进
城市发展和促进领域的创新设计和组织解
决方案，以及提高居民对经济，文化，
科学和社会复兴活动的兴趣。 比赛结果
将由什切青市市长任命的奖励委员会决
定，获奖作品的作者将获得现金奖和文
凭。 更多信息： http://www.szczecin.
eu/sites/default/files/Info_NN_regul_
humanist.5.04.18.pdf

MINIATURE 2比赛获胜者
2018-09-04
95名研究人员获得了MINIATURE 2竞赛
奖，他们将获得325亿兹罗提用于实施科
学活动，如初步研究，试点研究，查询，
实习，科学咨询和会议旅行。 获奖者包
括：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的Beata Bielska
博士，她将获得近40000波兰兹罗提，用
于实施“在波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商
业化，国际化和多样化条件下的学生抄

袭文化”项目； 来自波兰科学院的Zoia 
DanutaWóycicka博士的 “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在欧洲博物馆的叙述中拯救犹
太人”项目获得了30000兹罗提赞助资
金； 来自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的Anna 
Szpakowicz博士的“缺血性心脏病患者
动脉粥样硬化和肥胖悖论发病机制中的新
脂肪因子的作用”项目获得了50000兹罗
提。

华沙将建立中国人工智能中心
2018-09-04
TCL将在华沙开设其在中国以外的最大研
究中心，研究中心将开发人工智能并希
望与华沙大学的科学家合作。 TCL是全球
第三大电视制造商。 超过100名科学家将
在华沙开展项目，其中包括学习和理解
肢体语言或图像分析。 TCL欧洲研究中心
负责人Bartosz Biskupski在接受“共和国
Rzeczpospolita”日报的采访时说：“研
究关于促进人类与可以“灌输”家用电器
的设备进行互动的新功能”。 据他介绍，
将在实验室创建的项目将进行技术革命。 
Bartosz Biskupski补充说：“我们专注于在
波兰开展研究，因为我们需要具备数学和
算法技能的人才能工作，目前在这一方面
波兰的科学家具备极高的科学水平。”

rEVolution 18 国际会议九月将
在卡托维兹举行
2018-09-05
rEVolution 18国际大会将于9月12--13日
在卡托维兹举行，会议将专门讨论汽车和
运输行业在电动汽车和氢能技术方面所面
临的挑战以及智能城市基础设施的未来面
貌。 大会的赞助方之一是西里西亚大学。 
在会议期间，汽车和运输行业将与技术和
电信公司将出席会议、来自波兰和国外的
商业，学术界，公共管理和创业公司的代
表将参加会议。 大会包括与投资者和科
学，商业和行政代表的会议，与专家的会
谈，以及150多位专家的演讲。 大会的内
容分为七个主题曲目，演讲将分四个阶段
进行。

“生态 - 社会团结 - 可持续
性”会议
2018-09-05
2018年9月24日将在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举行讨论生态，社会团结和可
持续发展问题的会议。 这将是“Polonia 
Restituta”的第二届会议，在波兰重获独
立100周年之际举行。 整个项目由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与波兰主教会议的社会事务委
员会共同组织实施。 “生态 - 社会团结 - 
可持续发展”会议旨在引起人们对波兰社
会对生态学以及这种思想和敏感性的发展
的必要性的关注。 “Polonia Restituta项
目及“波兰恢复独立100周年波兰”由在波
兰最重要的学术中心组织的一系列10个全
国性科学专题会议组成，涉及广泛了解的
公共，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

西里西亚大学邀请各位参加区
域地理学家大会
2018-09-05
西里西亚大学地球科学系邀请各位参加9
月28日至30日的区域地理大会，会议口
号是“区域地理和全球挑战” 。 大会计
划包括全体会议和科普会议，小组讨论，
摄影比赛，以及该地区的旅游和地理相关
的旅行。 这次会议是庆祝卡托维兹西里
西亚大学和波兰地理年50周年之际举行
的。 参加大会申请应于9月10日前发送至
电子邮箱地址：ptg@wnoz.us.edu.pl 或
邮寄至地球科学学院：地址：Będzińska 
60 ，邮编：41-205 城市：Sosnowiec 备
注：Regionalny Zjazd Geografów。 更
多信息： www.rzg2018.us.ed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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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大学的学生在罗马赢得了
国际比赛
2018-09-05
华沙大学经济系教师在罗马 华沙大学投资
和金融系学生在罗马欧洲贸易竞赛2018年
获得了国际职业的第一名。 来自36个国
家的39个团队了今年的比赛。 每个团队
由四个人组成：两名男性及两名女性。 参
与者的任务是在五场比赛中使用Rotman 
Interactive Trader应用程序执行特定任
务，学生们可以实时解决模拟市场中特定
问题的各种案例。 更多信息： https://
www.wne.uw.edu.pl/pl/aktualnosci/
nowosci - samorzadu-studentow/
s t u d e n c i - w n e - z a j e l i - p i e r w s z e -
miejsce-w-rotman-european-trading-
competition-2018-w-rzymie/

弗罗茨瓦夫撒克逊波兰创新日
2018-09-05
德累斯顿理工大学、弗罗茨瓦夫医科大
学、 德累斯顿医科大学与弗罗茨瓦夫萨克
森自由州联络处共同邀请各位于9月20日
上午9点至下午4点参加第二届撒克逊 - 波
兰创新日活动。 萨克森 - 波兰创新日是一
个展示两国知识和技术转让最佳范例的机
会，活动将连接合作伙伴，启动合作，寻
找资助机会和成功展示的平台。 创新日
的活动口号是“个性化生物医学和医疗技
术”，会议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弗罗茨
瓦夫总领事馆的主持下举行。

华沙拉扎尔斯基大学
NMedycyna2018 + 会议
2018-10-04
华沙拉扎尔斯基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和控
制论医学研究所组织了nMedycyna2018 
+会议。会议将于2018年10月26日举行，
会议具有致力于医学新技术的全国性论坛
的特点。 拉扎尔斯基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
与控制论研究所所长nMedycyna2018 + 
会议组委会主席Piotr Zwoliński博士说：“ 
NMedycyna（新药）很快将代替过去的
药物，技术的快速和动态的变化是医生和
医疗机构的特殊挑战和新的责任。 广泛

的道德义务是使用有用的一切，如果它可
以改善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更多信
息： http://www.nmedycyna.pl/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职业流动日
2018-11-12
克拉科夫理工学院将于11月20日至21日举
行职业流动日，活动将针对年轻科学家。 
在活动第一天，年轻研究人员将能够会见
代理机构和研究资助组织的代表，他们将
为年轻研究人员提供波兰和国际拨款。 第
二天将完全用于培训和讲习班，包括科
学、商业部门或职业规划方面的有效科学
出版物，关系和谈判。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自动作战系统
2018-11-12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安全与防御先进技术
中心和塔尔努夫机械厂邀请大家参加“
自主战斗系统 - 未来还是现在”研讨会。 
研讨会将于11月15日在西里西亚理工大
学教育和会议中心主席团举行，地址为
Konarskiego 18B，在研讨会期间将交付
12篇论文。 演讲者包括国防部代表，工业
界和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科学家，克拉科夫
AGH理工大学，华沙军事技术大学和克拉
科夫教育大学。 组织者承诺会采取其他措
施与欧洲联盟基金使用自主作战系统和提
供科学和研究防御项目资金机会相关的道
德和政治挑战的主题。

Dick Helma在格但斯克大学的
公开讲座
2018-11-12
格但斯克大学体育与运动中心邀请各位参
加Dick Helm的公开讲座，Dick Helm毕业
于著名的惠顿学院是NBA球队的教师、讲
师和教练。 11月16日举行的公开讲座主题
为“领导力是……”。 Dick Helm于1955
年毕业于惠顿学院，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
期他担任过贾德森学院和惠顿学院的培训
师和体育主管。 在完成大学的工作后，他
获得了作为西雅图超音速NBA球队的球探
训练员的工作。 在接下来的15年里，Dick 
Helm担任西雅图超音速队，克利夫兰骑士

队，亚特兰大老鹰队，多伦多猛龙队和纽
约尼克斯队的首位助理。 NBA的职业生涯
使他能够进行辅导研讨会并讲授除了教练
方面之外还包括领导能力，个人发展，管
理和动力。

DIAGMOL 2018 传染病和生
物技术诊断中的分子生物学”
会议
2018-11-12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与波兰兽医学会马的生
理学和病理学部门将于2018年11月17日组
织DIAGMOL 2018 “传染病和生物技术
诊断中的分子生物学”会议。 会议的目的
是促进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在传染病诊
断方面的成就，活动旨在传播有关传染因
子，传染病发病机制以及非特异性和特异
性免疫机制参与的最新知识。 会议中特别
重要的部分是“青年科学家”会议，将介
绍与会议主题相关的工作以及科学员工在
波兰各研究中心开展的工作。

弗罗茨瓦夫关于第一次世界大
战会议
2018-11-12
弗罗茨瓦夫大学历史学院和弗罗茨瓦夫
国家纪念研究所的邀请各位参加于11月
22日至23日举行的国际科学会议“帝国
的分解”，会议将讲述 1918年至1923
年“中欧和东欧战后秩序”。 会议将致
力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动荡时期：摇摇
欲坠的帝国，新国家的出现和边境的争
斗。 会议对所有感兴趣人士开放，会议的
语言为：波兰语、乌克兰语和英语 。 讨
论出发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
年和波兰重新获得独立，组织者首先要
关注波兰国家东部边界的发展以及在俄
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遗址上形成的国家
形成国家的过程。 更多信息： https://
upadekimperiow19181923.wordpres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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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舒夫理工大学开放日与第四
届科学会议
2018-11-12
2018年11月22日至23日。热舒夫理工大
学将举办开放日和第四届科学会议。 热舒
夫理工大学所有部门和单位代表以及科学
界和学生组织将参加活动，学生们将能够
参加物理和化学表演并且听取大学工作人
员准备的讲座。 11月23日是第四届科学
会议，会议时间为下午5点至晚上10点。
会议主要内容是参观热舒夫理工大学实验
室，这些实验室每天都可供学生和员工使
用。

Herty Flor教授在弗罗茨瓦夫大
学的讲座
2018-11-13
弗罗茨瓦夫大学与弗罗茨瓦夫欧洲学会知
识中心共同邀请各位参加Herty Flor教授的 
“从急性到慢性疼痛：学习和脑可塑性的
作用”公开讲座。 Herty Flor教授是慢性疼
痛神经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世界知名专家，
在讲座期间他将谈论短期和慢性疼痛，
它对身体和生活质量的影响，以及神经心
理学如何帮助应对痛苦。 Herta Flor教授
是海德堡大学神经心理学教授，曼海姆中
央心理健康研究所认知与临床神经科学主
任。 他还涉及在神经病学，抑郁症，焦虑
或药物滥用和神经心理康复等心理障碍治
疗中学习和记忆的过程。

AGH理工大学精确科学盛宴
2018-11-13
11月14日至18日AGH理工大学将举办精
确科学盛宴Antoni Hoborski教授日。 自
2017年以来，该活动便成为了大学的必备
仪式，其目的是普及和普及精确科学的发
展和正确教学意识的需要 。 科学盛宴的目
的是关注与基础科目教学相关的问题，并
且纪念Antoni Maria Emilian Hoborski教
授，这是一位杰出的波兰数学家，矿业学
院的第一任校长和采矿学院院长。 活动包
括学生科学俱乐和 Antoni Hoborski科学
会议，将展示计算机科学，电子和电信学
院，材料科学和陶瓷学院，电力和燃料学

院，物理和应用计算机科学学院，应用数
学学院和AGH科技大学的精选成就。

波兰研究人员获得欧莱雅 -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女性奖学
金
2018-11-19
六位波兰研究人员获得了今年的欧莱雅-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学女性奖学金。波兰
教科文组织委员会，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以
及波兰科学院是“欧莱雅波兰妇女与科
学”的合作伙伴。 博士后类别的奖学金金
额为35000兹罗提，来自波兹南密茨凯维
奇大学化学系的Joanna Gościańska博
士、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化学系的Paulina 
Kasperkiewicz-Wasilewska博士和波兰科
学院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研究所的Anna 
Muszewska博士获得了奖学金。 博士类
别的奖学金金额为3万兹罗提，来自罗兹
医科大学的Beata Małachowska和来自
克拉科夫波兰科学院药理研究所的Anna 
Piotrowska-Murzyn获得了奖学金。 硕士
类别的奖学金金额为2万兹罗提，来自克拉
科夫雅盖隆大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和生
物技术学院的Aleksandra Synowiec获得
了奖学金。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科学圈交流
2018-11-19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学生在科学圈交流期间
展示了他们的课业活动，科学圈交流活动
是为希望参与其他活动的学生以及计划在
弗罗茨瓦夫大学学习的下西里西亚学校的
学生们而组织的。 40个科学圈参加了此次
活动。来自生物技术学系的“Przybysz”
圈 介 绍 了 基 因 工 程 的 基 本 技 术 、 来
自“Sznirele Perele”的科学圈展示了如
何用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写出他们的名
字。 军事史学家科学圈展示了历史悠久的
军事装备，大学早期舞蹈团在实践中展示
了在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式和英国舞蹈
的内容。

罗兹理工大学关于消费世界会议
2018-11-19
罗兹理工大学管理与生产工程学院组织的
克拉科夫天主教大学Joanna Mysona-
Byrska教授共同组织了“逃离消费世界”
会议，该会议是开放式科学研讨会“人
与商业技术”系列的一部分。 会议期间
将展示消费世界的特征、其规则和原则、
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影响。还将尝试回
答是否成为消费者以及是否有可能逃离
消费世界的问题。 会议定于2018年11月
22日下午4点在罗兹理工大学校园举行。
地址：Wólczańska 街215号B-9楼，418
室。

第四届LUMEN 2018管理领导
人会议
2018-11-19
第四届LUMEN 2018管理领导人会议将于
2018年11月27日在华沙举行，会议主题是
科学和高等教育法案的新的实际方面，包
括大学的变革管理。 活动由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波兰校长基金会，科学和高等教育
主要委员会，波兰学术学校校长会议，波
兰认证委员会和波兰共和国专利局赞助。 
在会议期间将讨论：战略管理--关于实施该
法案的实际方面的辩论，并将在学术和运
营环境（IT管理）的知名代表的参与下，针
对参与大学计算机化的人员- IT主管，管理
员，系统用户。 更多信息： http://www.
lumen.ed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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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卢布林国际拉丁美洲会议
2018-11-19
卢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政
治学系，波兰科学院，卢布林分校以及科学
期刊“拉丁美洲年鉴-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的
编辑人员将于11月21日至22日组织第三届拉
丁美洲国际会议。 会议期间将举行一个跨学
科论坛和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际
辩论，介绍该地区在21世纪国际关系中的地
位，作用和变化的研究结果。 波兰和外国研
究中心的政治科学家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外交使
团代表将出席此次活动。来自阿根廷，巴西，
哥伦比亚，墨西哥，捷克共和国，西班牙，立
陶宛，德国和英国的会议出席者将使用西班牙
语在会议期间进行沟通。 更多信息： www.
c o n f e r e n c i a - l a t i n o a m e r i c a n i s t a -
politologia.umcs.edu.pl

卡托维兹教学与医学模拟中心
2018-11-19
SPIN-US有限责任公司与西里西亚医科大
学技术转移中心于11月28日共同邀请各位
前往卡托维兹教学和医学模拟中心参加科
学和商业早午餐“Miliard in patent 5”
会议。 会议将讨论：提供医药和制药领域
的解决方案和生活质量技术在经济中的应
用，确定未来研究成果商业化的项目，并
建立新的关系，可以成为实施研究和实施
项目的基础。 会议所提出的创新将涉及以
下方面：美容医学领域的微创治疗; 可生物
降解的敷料纳米纤维; 在照顾最年轻患者的
医疗保健方面的新方法; 3D技术在现代解
剖学教育和现代聚合物合成方法。 更多信
息： www.miliard5.evenea.pl

奥波莱大学虚拟天文学院
2018-11-19
奥波莱大学第六次虚拟天文学院正式开
始，来自青年天文台的Grzegorz Sęk将
首次开设公开讲座：“为什么值得观察天
空”。 虚拟天文学院是对实施天文学和
物理学额外课程方面工作的支持，奥波莱
大学的员工将参加讲座、研讨会和天文观
测。课程在学校或奥波莱大学举行。在课
程中，学生们将能够获得关于计算机科
学，物理学和天文学领域的能力。  

John-Dylan Haynes教授在雅
盖隆大学的讲座
2018-11-20
柏林高级神经影像中心主任John-Dylan 
Haynes教授将于11月22日雅盖隆大学跨
学科研究中心带来关于自由脑成像的公开
讲座。此次讲座将作为心克拉科夫市“克
拉科夫的大问题”联合项目的一部分举
行。 在讲座上讲试图讲解以下答案： 我们
的认知过程对自由意志有何影响？ 大脑如
何编码我们的经验和想法？ 神经扫描可以
说明大脑活动，如决策，记忆或想象？ 现
代科学是否允许我们预测我们将做出哪些
决定？ 讲座将于2018年11月22日18.30在
雅盖隆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举行；地址为
Krupnicza街33a。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化学家获
得奖学金
2018-11-20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化学系的Paulina 
Kasperkiewicz-Wasilewska博士成为欧莱
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妇女与科学计划的
奖学金获得者。 Paulina Kasperkiewicz-
Wasilewska博士参与了确定蛋白水解酶的
活性和成像- 蛋白水解酶是控制活细胞中发
生的生物化学过程的一个重要的酶并导致
其除异常的癌细胞。她的研究成果最近发
表在著名的美国化学学会期刊上。 “欧莱
雅波兰妇女与科学”计划旨在促进科学成
就和鼓励继续开展科学工作。其合作伙伴
是波兰教科文组织委员会，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以及波兰科学院。获奖者将获得奖学
金，并且将支付前往欧洲任何科学会议的
费用。

华沙大学教学奖
2018-11-20
华沙大学校长将于2018年11月21日为华
沙大学最优秀的学术教师颁发教学奖。 
华沙大学教学奖于2015年成立，一年后
首次颁发。并且将为以下领域的教师颁
发：自然科学和精确科学，社会和人文科
学。 今年奖项将颁发给来自自然科学和
精确科学领域的植物实验生物学和生物

技术研究所的Danuta Solecka博士; 来
自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研究所的Agata 
Komendant-Brodowska博士； 哲学研究
所的FilipKawczyński博士将获得教学奖。

Michael Piechowski教授访问
普沃茨克国立高等职业学校
2018-11-20
Michael Piechowski教授是美国著名人
心理学专家，他将于11月22日星期四访问
普沃茨克国立高等职业学院人文与社会科
学系。 Michael Piechowski教授专门研
究“人才的发展水平，个人的自我实现，
道德，情感和精神发展以及增加属于发展
潜力的精神兴奋。 他曾是伊利诺伊大学，
西北大学和北国学院的讲师。 Michael 
Piechowski教授此行将带来主题为“积极
解体理论”的讲座，在讲座期间将讨论高
水平发展的例子并将为大学员工举办研讨
会“人才发展与人的发展“。

凯尔采科学中心
2018-11-20
凯尔采科学中心位于凯尔采科技园区，于
2018年11月17日庆祝了其成立三周年之
际。 活动当日参与者了解到如何在不燃烧
的情况下进行加热，参观者还有机会在互
动展台上进行试验。 科学中心于2015年11
月18日成立，占地面积为500平方米；其
中包括“能源”展览，实验室“发电机”
，以及2D / 3D电影中心。科学中心所在的
建筑是能源花园体验馆。



820

EVENTS  2018-2019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与纽约梅
隆银行联合竞赛
2018-11-21
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数学系博士生
Jonas Al-Hadad获得了纽约梅隆银行竞赛
应用数学硕士论文，竞赛基于纽约梅隆银
行与理工大学于2017年签署的合作协议。 
评委会由大学代表组成,  Hugo Steinhaus
和纽约银行的代表根据这个想法的原创
性，数学正确性以及应用学生在实践中提
出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来评估提交的作品. 
Jonas Al-Hadad获得奖项的文章是在应
用数学专业的“美国期权定价：单一和双
重延续区域”。 更多信息： http://pwr.
edu.pl/uczelnia/aktualnosci/praca-
doktoranta-pwr-wyrozniona-11030.
html

Grzegorz Kołodko教授成为布
达佩斯科维努斯大学名誉教授
2018-11-21
布达佩斯科维努斯大学参议院授予来自华
沙考明斯基大学、在经济和经济政策领域
杰出成就和科学著作的Grzegorz Kołodka
教授荣誉教授称号。 Grzegorz Kołodko
是经济学教授，在1994-1997和2002-2003
期间，他曾担任财政部长和部长理事会副
主席。并且是很多关于经济和政治的书籍
和出版物的作者。 Grzegorz Kołodko教
授被认为是经济学理论趋势的作者，称为
新实用主义。他是欧洲科学，艺术和文学
学院的成员以及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的科
学委员会成员。

西里西亚大学“商业宪法 - 新
经验”会议
2018-11-21
西里西亚大学竞争法律和法规科学圈IUS 
PUBLICUM与波兰经济学会，经济法研究
所和波兰竞争法基金会IUS PUBLICUM共同
邀请大家参加全国科学会议“商业宪法- 新
体验”。 会议将分析开展经济活动领域的
新规定的机会，即商业宪法；其创作者认
为应该给企业家带来积极的回应。商业宪
法应在实质上使创业更容易并改变公共行

政机构对企业家的态度。 会议将于11月27
日在卡托维兹的西里西亚大学法律和行政
学院举行。地址：Bankowa街道11B。 更
多信息： http://konferencja.iptg.pl/

波兰新石器时代科学会议
2018-11-21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考
古研究所与华沙国家考古博物馆和波兰科
学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将于2018年11
月22日组织“波兰新石器时代的起源”科
学会议。 来自卢布林大学教区的Beata 
Wielowinska-Pawlak说道：“会议将在
Jan Kowalczyk博士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举
行。他是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新石器时
代问题专家，卢布林地区史前研究员，以
及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考
古主席。” 会议论文将由著名的波兰石器
时代研究人员提供： 来自华沙红衣主教的
Stefan K. Kozłowski教授； 来自热舒夫大
学的Sławomir Kadrow教授‘ 来自波兹南
密茨凯维奇大学的Marzena Szmyt教授和
Aleksander Kośko教授； 来自托伦哥白尼
大学的Stanisław Kukawka教授

来自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
学的学生将参加澳大利亚
2018IMAV比赛
2018-11-21
来自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的学生将于
2018年11月23日参加在墨尔本举行的国际
微型飞行器比赛和大会。 比亚韦斯托克大
学机电一体化科学圈的学生将带着四架无
人机参加澳大利亚2018 IMAV国际无人机
比赛。 根据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提供的
信息，学生们制造的无人机是原装的，独
立构造的四转子，配有带专有软件的车载
计算机。 在比赛期间，无人机任务将包括
创建该地区的地图，在森林中找到受伤的
消防员，探测隐藏在地下的金属并找到模
拟威胁的位置。

Photo by Simon Matzinger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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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 “波兰和德国跨境电
力行业 - 明天的能源世界”会议
2018-11-21
锡隆纳葛拉大学、卢布林能源开发协会、
电 力 工 业 和 环 境 保 护 协 会 、 勃 兰 登 堡
州、E.DIS AG和东勃兰登堡商会共同邀请
各位参加于11月29日和30日举行的第15
届“波兰和德国的跨境电力行业- 明天的能
源世界”会议。 会议第一天的主题是：勃
兰登堡州目前的能源回收挑战以及欧盟的
能源和气候政策，以及地区面临的挑战。 
第二天降举行关于“电力工程的突破性创
新，包括冷生产”“波兰高效热电联产的
新支持机制”和“分布式热电配电- Bad 
Belzig，作为电力和热岛”的讲座。 更多
信息： http://www.pnke.pl/

EURAXESS研讨会
2018-11-22
什 切 青 西 波 美 拉 尼 亚 理 工 大 学 区 域 创
新与技术转移中心（RCIiTT）邀各位参
加“EURAXESS：移动门户网站、补助
金、奖学金、工作机会“研讨会。 活动当
天将了解门户网站的工作原理，如何为研
究人员搜索工作机会和资助，以及建立自
己的帐户，以便能够与科学界进行沟通并
参与针对研究人员的活动。在会议期间，
还将介绍门户网站提供的职业规划工具以
及创建和发布科学简历的规则。 研讨会
将于11月29日在RCIiTT总部举行。地址为
Jagiellońska 街道20-21号。由于研讨会
的互动形式，每个参与者都需要携带自己
的电脑。研讨会申请截止日期为11月26日
星期一。

托伦硬币设计赢得了世界奖项
2018-11-22
来 自 托 伦 哥 白 尼 大 学 美 术 系 雕 塑 系 的
Sebastian Mikołajczak博士的两个硬
币设计获得了国际比赛。 Sebastian 
Mikołajczak博士在硬币上关于哥白尼形
象的设计为波兰国家银行系列开创了“
伟大的波兰经济学家”系列；在国际竞
赛“2018硬币系列”中赢得了主要奖项
和“2018年度硬币”称号。   这枚硬币不仅

有关于哥白尼的形象，还有克拉科夫国家
博物馆收藏的“如何打造硬币”手稿的一
部分。 Sebastian Mikołajczak博士获得
奖项的另外一枚硬币是为了Jaan Tõnisson
诞辰150周年而设计，其面额为15欧元。
这枚硬币设计也赢得了爱沙尼亚中央银行
的竞争。设计是关于一位政治家，政治家
和律师，两次当选爱沙尼亚总统和总理
的Jaan Tõnisson。 更多信息： https://
www.umk.pl/wiadomosci/?id=25782

比得哥什与托伦2018 Inova-
Croatia 奖项
2018-11-22
来自比得哥什与托伦的科学家的发明在
2018年Inova-Croatia获得了奖项。共有
来自30多个国家的800多项发明参加了此
次竞赛。 由卡齐米日大学、比得哥什医科
大学以及托伦哥白尼大学的科学家团队发
明的“3D上肢无力儿童被动外骨骼”获
得了发明展金牌。 国际发明展Inova Budi 
Uzor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三个最古老的发
明展览。今年参加在萨格勒布举行的国际
博览会上除了发明家，科学家，企业家以
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业研究中心的代表之
外，还有10万余观众参展。

第三届大学桂冠庆典
2018-11-22
11月30日，波兰大学论坛和克拉科夫雅盖
隆大学学生会邀请各位参加雅盖隆大学桂
冠庆典。 大学桂冠的想法是指出支持学生
活动的倡议，人员和组织。 奖项将分为以
下几类：大学科学项目，大学教学项目，
大学文化项目，大学体育项目，透视大
学，学生导师。 大学桂冠大赛将作为波兰
大学论坛在克拉科夫举行的大会的一部分
举行，这是波兰大学校长会议中与学生会
相关的自治协议。

克拉科夫经济峰会
2018-11-22
来自20多个国家的行政，科学，商业和
艺术代表参加了在克拉科夫举行的第三届
经济峰会上。 与会者讨论了与经济和价

值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问题。副总
理Jarosław Gowin在大会开幕致辞中说
道：“市场经济只能在价值生态系统内发
展，才能引导我们的所有行动。开放市场
和价值观之间的这种协同作用也受到开放
眼睛经济峰会的指导。“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指出：“环境保护是应该受到特别
保护的价值观的一个例子，关键在于共同
利益的陈述。至于非自由市场的责任，它
必须承认优越价值的至高无上。“

布拉格波兰科学成就展览
2018-11-22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波兰科学基金会和布
拉格波兰文化研究所共同组织了在布拉格
举行的“波兰科学”展览。 布拉格国家技
术图书馆提供了过去27年来波兰科学在化
学，物理，医学和纳米技术到考古学等方
面25项最伟大的成就。 展览中展示的成果
包括：石墨烯，人工耳蜗和太阳系外行星
的发现，以及在埃及的考古活动，还介绍
了引力波的研究。

Zygmunt Saloni教授在比亚韦
斯托克大学的“大师讲座”
2018-11-22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发言人Katarzyna 
Dziedzik通知到：“Zygmunt Saloni教授
将成为比亚韦斯托克大学语言学院系列“
大师讲座”的嘉宾。讲座时间为2018年11
月22日下午3点。大师讲座将讲述一个世纪
的独立和“稳定“。” Zygmunt Saloni
教授是杰出的语言学家，波兰语言学会的
荣誉会员和波兰语言爱好者协会的荣誉会
员。 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波兰语语法和词
典编纂方面，他是许多基本和重复作品的
作者或共同作者：“波兰语动词的句法特
征”，“波兰语共轭的介绍”，“波兰语
动词：变体，词典”，学术教科书“当代
波兰语的语法”和波兰语的语法词典。

Photo by Simon Matzinger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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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林研究人员获得2018 
iENA 奖项
2018-11-22
在纽伦堡举办了2018 iENA “创意，发
明，新产品”第70届国际博览会，这是欧
洲最大的此类展览之一。卢布林玛丽亚居
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Aneta Ptaszyńska
博士和她的团队获得了银牌。 卢布林玛丽
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的Katarzyna 
Skałecka宣布道：“我们的科学家在博览
会上提出了对抗蜜蜂疾病的方案，方案将
用于开发一种治疗真菌感染和支持免疫系
统的方法。”

波兰南极站获得8800万兹罗提
资金
2018-11-23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已拨款近8,800万兹罗
提用于重建波兰南极站的基础设施。。 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强调
道：“可以肯定地说，波兰南极站是我们
在这个地区的里程碑，也是波兰在南极洲
的一个非官方大使馆。” 正如学和高等教
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强调，波兰最重
要的是该站的存在为波兰科学家提供的广
泛的研究可能性。 波兰是20个国家的精
英群体，在南极地区拥有全年研究站。自
1977年以来收集的监测和研究数据可供波
兰和外国科学机构使用。

欧洲以外的研究人员和学生将
可以在波兰停留长达5年
2018-11-23
波兰政府已向众议院提交了“外国人法”
。新法规允许来自欧盟国家以外的研究人
员和学生在波兰获得永久居留许可长达5
年。 该法律草案使波兰法律适应欧盟关于
第三国国民入境和居留条件的指令，目的
是为学童或教育项目开展研究，研究，培
训，志愿服务，交流计划以及从事互惠工
作。 新规定将允许在波兰参与教育的外国
人获得居留权限2至5年。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论文比赛
2018-11-23
科学普及中心和大学理事会博士学位西里
西亚理工大学邀请各位于11月24日参加
由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授权的全球科学传
播竞赛三分钟论文决赛。 科学家们将试
图在他们的演讲中证明科学研究的复杂主
题可以用一种有趣的方式呈现，且时间只
有三分钟。通过Mrowisko学生文化中心
的介绍，大家能够了解植物是否具有复合
物，21世纪的具体内容以及化合物是否具
有潜力。 三分钟论文比赛于2008年首次举
办，迄今为止由59个国家的600所大学和
机构组织。去年在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建筑
部门的Małgorzata Krystek的是决赛的获
胜者。

克拉科夫采矿和冶金啤酒节
2018-11-23
克拉科夫的AGH科技大学、AGH毕业生、
学生基金会以及工作室俱乐部将于11月24
日组织采矿和冶金啤酒节。活动面向酿酒
行业对科学和技术感兴趣的人士。 AGH发
言人Anna Żmuda-Muszyńska通知道：“
在活动期间，与会者将能够听取关于酿造
主题方面杰出专家的演讲并且能够了解到
有关家庭酿酒师和精酿啤酒的技术和原材
料的。” 演讲嘉宾包括克拉科夫农业大
学克拉科夫酿酒学校的代表Aleksander 
Poreda博士和博士Marek Zdaniewicz博
士以及一组认证酿酒师。他们将从科学和
实践的角度解说啤酒的制造。

Maria Lewicka教授讲座：记
忆恢复；记忆的作用
2018-11-23
什切青大学与什切青市政府共同邀请大家
参加Maria Lewicka教授的“记忆恢复；
记忆的作用“公开讲座。讲座将在一系列
知识中进行，将科学界最有趣的问题呈现
给大众。 在讲座中将提出以下主题： 在
中欧和东欧城市的当代居民的记忆中，是
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过去的意识是
否存在不同； 民族中心主义在对自己城镇
过去的看法中有多强烈，以及哪些心理因

素有助于并阻碍外国身份在其本国和/或地
方身份中的融合。 讲座将特别强调两种民
族身份的作用：民粹主义/爱国主义和对自
己国家的颂扬（民族主义）。讲座将于11
月26日在数学和体育学院的大厅举行。 更
多信息： http://usz.edu.pl/eksplozja-
wiedzy-odzyskiwanie-pamieci-rola-
pamieci-w-tozsamosci-miejsca/

西波美拉尼亚理工大学在“无
障碍网站”竞赛中获奖
2018-11-23
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理工大学站在全国
范围内的“无障碍网站”竞赛中以符合
WCAG 2.0要求并且友好的方式为残疾人
提供持续的维护和补充而获奖。 WCAG 
2.0是一系列广泛的建议，用于创建网站
且更易于访问。这种区别意味着该服务是
友好的，适应各种不同残疾人的需求：盲
人，弱视，聋哑人或其他残疾人。 颁奖
仪式在华沙尤尔斯诺夫区举行的第23届盛
大融合盛会期间举行，奖项由www.zut.
edu.pl网站管理员和项目负责人Anna 
Czekalska领取；她负责创建大学网站，
实施WCAG 2.0标准，培训内容编辑和协
调小组工作。

马来西亚王子访问波兰大学
2018-11-23
马来西亚王子Tuanku Syed Faizuddin 
Putra Jamalullail、马来西亚玻璃市
政 府 代 表 、 马 来 西 亚 理 工 大 学 校 长
（UniMAP）和代表团一起访问了波兰的
大学。在访问波兰期间，他们会见了克拉
科夫雅盖隆大学，罗兹理工大学和华沙大
学当局。 马来西亚代表团参观了罗兹理
工大学校园，并会见了罗兹理工大学校长
Stanisław Wiakiem教授。 罗兹理工大学
提供的信息，在马来西亚代表团访问期间
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假定学生交换是伊
拉斯谟计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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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启动
地壳振动测试站点
2018-11-23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大地测量和地理
信息学研究所作为EPOS-PL项目欧洲观测
系统的一部分启动了永久性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网络（GNSS）。 GNSS接收器允许
基于精确到几毫米的卫星信号确定该站的
位置，并且可以用于研究地震震动和采矿
爆破期间地壳的振动测量。 卫星系统网络
包括弗罗茨瓦夫、卡托维兹、本津、霍茹
夫、西里西亚切尔姆、雷布尼克、华沙附
近的Borowa 山和西里西亚中部地区附近
的Komorniki的站。GNSS台站对来自五个
导航系统的卫星信号进行连续自主观测：
美国全球定位系统、俄罗斯格洛纳斯、欧
洲伽利略系统、中国北斗和日本QZSS。 更
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pl/
aktualnosci/48638/instytut_geodezji_i_
geoinformatyki_i_siec_stacji_gnss.html

托伦科学家获得了纽伦堡iENA 
2018奖
2018-11-26
来自哥白尼大学的科学家在纽伦堡举办的
第70届国际博览会“创意，发明，新产
品iENA 2018”中获得奖牌和特别奖。 他
的“获得含有低聚杂环化合物的杂化碳材
料的方法”发明获得了银牌； “具有加
速植入部位愈合和减少血栓形成的特性
的血管内支架”、“基于来自刺五加提取
物的适应原作用的制备”“基于刺五加
（Eleutherococcus senticosus）提取物
的适应原作用”等发明获得了铜牌。 台湾
发明者协会的特殊区别奖是“获得真菌来
源的生物制剂加速高分子材料降解和生物
制剂的方法”。

热舒夫“科学大问题”落成典礼
2018-11-26
2018年12月5日热舒夫爱乐乐团将举行
第三届“科学大问题”落成典礼。 Jerzy 
Bralczyk教授和记者兼专栏作家Michał 
Ogórek将出席由热舒夫信息技术和管理大
学和“公共周刊”基金会组织的活动。 在

由热舒夫大学报道的题为“对话的艺术”
的会议上，Jerzy Bralczyk教授和Michał 
Ogórek将讨论如何掌握谈话的艺术、如何
使谈话成为一种乐趣、有效表达思想的能
力之外，还有多重要的是倾听的能力等话
题。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
斯卡大学研究人员获得“年度
历史书”竞赛
2018-11-26
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新闻办
公室Katarzyna Skałecka通知道：“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
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是今年“年度历
史书”竞赛的获奖者。” 在“致力于20
世纪波兰和波兰人历史的最佳来源出版
物”类别中，Mariusz Korzeniowski教
授、Krzysztof Latawca教授和Dariusz 
Tarasiuk教授出版的题为“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在文件方面的俄罗斯波兰难民”书
籍获得了奖项。 第11届比赛的最后一场将
举行颁奖典礼。活动组织者方是波兰电视
台、波兰广播电台，国家纪念研究所和国
家文化中心。 更多信息： http://www.
ksiazkahistorycznaroku.pl/40043085/
ksiazka-historyczna-roku-wybrana-po-
raz-jedenasty

波兹南理工大学跨文化年
2018-11-26
波兹南理工大学获得了来自国家国际交流
局（NAWA）的20多万兹罗提用于实施“
世界各地跨文化年”项目。 项目强调大学
的学术环境与学生和外国员工的融合，经
验交流以及塑造学术环境中开放和宽容的
态度。在项目框架内将开展提高每日与外
国学生接触的PP的100名行政人员的沟通
和跨文化能力的培训。 计划还包括为理工
学院的学生和员工举办的15次跨文化会议
以及许多相关活动。今年的最高奖项将是
与外国学生来源国外交官参与的大学国际
化会议相结合。

日本研究人员访问卢布林理工
学院
2018-11-26
2018年11月23日卢布林理工学院接待了来
自日本科学家。作为伊拉斯谟+项目的一
部分，佐贺大学的Narumol Matsuyama
教授和九州大学的Nobuya Hayashi教授
就低温等离子体的产生和多样化应用以及
水资源管理和水电进行了一系列讲座。 在
访问卢布林期间，日本科学家还参加了电
工学和电子技术研究所的会议，在那里他
们展示了他们的研究兴趣。 根据卢布林
理工大学提供的信息，Joanna Pawłat
博士、Michał Kwiatkowski硕士Piotr 
Terebun硕士与日本代表团就非热等离子
体在等离子体技术和可再生能源部处理植
物材料的应用进行了联合研究。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下西里
西亚专业”项目
2018-11-27
来自44所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学生参加了下
西里西亚省的“下西里西亚专业”项目。
科技大学是该计划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 
项目旨在提高职业学校学生在以下职业中
的竞争力：货运代理技师，物流技师，数
字图形工艺技师，电工技师，IT技师，机
械技师和机床操作员。 来自下西里西亚省
44所学校的近2万五千名学生参加了活动。
计划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由弗罗茨瓦夫科技
大学组织的实验室研讨会以及职业学校和
学生科学俱乐部的联合课程。 计划共涉及
来自下西里西亚各地的13个城市和4个城
市。项目由欧洲社会基金共同资助，价值
超过400万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pwr-
wspiera-szkolnictwo-zawodowe-11037.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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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基金会关于波兰科学家的
报告
2018-11-27
波兰科学基金会与波兰科学协会合作发表
了“未被注意的：波兰科学侨民作为社会
资本来源”的报告。 报告是根据对来自
31个国家（包括英国，荷兰，比利时，德
国和法国）的464名波兰科学家进行的在
线调查而编写的。研究的目的是收集有关
波兰科学侨民的信息和意见，与波兰科学
界的关系以及返回波兰的前景。 在报告中
显示，差不多有47％在国外工作的波兰科
学家不打算返回波兰，27％在国外工作的
波兰科学家不打算返回波兰，26％的科学
家未作出选择。 返回 更多信息： https://
poloniumfoundation.org/research/

Marek Biesiada教授获得波兰
物理学会科学奖
2018-11-27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数学，物理和化学系的
Marek Biesiada教授成为今年波兰物理学
会科学奖的获奖者。 波兰物理学会每年都
会向经验丰富的科学家，青年研究人员和
教师颁发奖项，以表彰他们在科学研究，
物理普及和教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和服务。 
获得科学奖的前提是在在提交参加科学奖
申请之前五年内发表的一篇或一系列的文
章。 Marek Biesiada教授对引力透镜和紧
凑型无线电源的创新研究，作为宇宙学和
基础物理学新工具的研究获得了奖项。

波兹南大学校长签署波兹南学
术传统宪章
2018-11-27
所有波兹南大学的校长和波兹南波兰科学
院院长以及波兹南科学家协会（PTPN）的
校长均签署了“波兹南学术传统宪章”。
签署仪式于波兹南波兰大学组织委员会成
立一百周年的PTPN会议之际举行。 一百
周年纪念是一个可以确认指导波兹南大学
创作者的价值观，并确定波兹南科学界应
遵循的方向，卡片纪念最重要的事件和人
物以及1919年大学建立之前的想法的重要
机会。 宪章中写道：“我们将开拓创新和

后来的波兹南学术环境视为我们所有人的
挑战和责任，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学术
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必须履行的使命，
超越分歧和划定现代大学的新路径的信
念。”

克拉科夫工业大学青年工程师日
2018-11-27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与每月建造者一起将于
2018年11月29日组织年轻工程师日。活
动将作为“年轻工程师的建设者”教育计
划的一部分举行。 活动当天将举行两个专
题讲座，第一个讲座将致力于现代建筑的
解决方案和技术。第二个讲座将基于已完
成投资的具体示例讨论工程挑战。 讲座
将由代表建筑行业最大公司的优秀工程师
进行。 更多信息： http://buildercorp.
p l / 2 0 1 8 / 1 1 / 1 4 / d z i e n - m l o d e g o -
inzyniera-krakow-29-11-2018/  

华沙大学Mirosława Czerny
教授获得马尼萨莱斯大学荣誉
博士
2018-11-27
来 自 华 沙 大 学 地 理 与 区 域 研 究 学 院 的
Mirosława Czerny教授获得了哥伦比亚马
尼萨莱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Mirosława 
Czerny教授涉及发展地理，波兰的社会
经济地理和空间城市发展模式，并且是众
多出版物的作者和合著者，书籍主要是波
兰语和西班牙语。 2018年11月20日在哥
伦比亚大学举行的荣誉博士称号颁奖仪式
上，Mirosława Czerny教授带来了主题
为“可持续发展及其在马尼萨莱斯市的应
用”的演讲。

红衣主教大学校长成为卢茨克
大学荣誉博士
2018-11-28
红 衣 主 教 S t e f a n W y s z y ń s k i 大 学 校 长
Stanisław Dziekoński教授（牧师）获
得 了 东 欧 国 立 卢 茨 克 大 学 荣 誉 博 士 。 
Stanisław Dziekoński教授在仪式上说：“
我被授予这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一
种特殊的建立我们大学之间的桥梁，因

此，通过在更广泛的教育领域发展兄弟般
的合作，将乌克兰和波兰人民聚集在一
起”。 卢茨克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0
年，当时国家教育学院成立。目前，东欧
国立大学拥有7个研究所，9个学院和76个
学院。14,000名学生对此进行了研究。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反国家
思想和政治活动科学会议
2018-11-28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政治学院各位参
加“反对国家：反国家思想和政治活动”
科学会议。 会议将于12月6日在卡齐米日
大学主图书馆举行；会议主题为国反思国
家机构的演变和形成过程中的角色是否正
在实现反国家色彩的思想，概念，态度
和政治行为。 会议组织者宣布将在会议
期间讨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可以被
认为是社会有益的国家模式，跨国公司
的力量，世界个人主义态度的崛起，民
族主义的复兴和日益增长的民粹主义。 
更多信息： https://www.ukw.edu.pl/
strona/aktualnosci/aktualnosci/37318/
ogolnopolska_konferencja_naukowa_
przeciw_panstwu_antypanstwowe_
idee

Andrzej Friszke教授是
Tadeusz Kotarbiński奖获得者
2018-11-28
罗兹大学推广中心通知道：“Andrzej 
Friszke教授是第四届Tadeusz Kotarbiński
比赛的冠军。Tadeusz Kotarbiński教授
是罗兹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也是一位杰出
的人文科学领域的科学工作者。Andrzej 
Friszke教授获奖的书籍是“第十一案件：
苏联政府监禁自由领导人”及“1981-
1984年间KOR”。Andrzej Friszke教授获
得了5万兹罗提用于进一步实施研究“。 
Andrzej Friszke教授在波兰科学院政治研
究所当代政治史系工作。 Andrzej Friszke
教授表示：“我试图说出过去的真相，关
于波兰人经历的角色的尝试，以及这一切
的后果，即波兰自由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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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舒夫技大学代表团访问英国
2018-11-28
由 热 舒 夫 科 技 大 学 副 校 长 G r z e g o r z 
Masłowski教授带领的波兰代表团于11月
21日至22日访问了英国的两所大学：吉尔
福德萨里大学和足球与体育产业大学位于
伦敦的温布利体育场。 根据热舒夫技术大
提供的信息，此次访问将与萨里大学在5G
电信网络和材料工程领域的研究领域达成
协议并开展合作。 在参观足球和体育产业
大学学位期间，热舒夫大学代表团提出了
在管理学院开设体育管理领域和医学工程
领域体育工程专业的计划。两所大学的代
表都表示愿意合作交流学生和合作项目。

3MT竞赛
2018-11-28
来自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博士
生Natalia Paszek在3MT竞赛大学决赛中
获得了关于21世纪具体的三分钟长篇故
事。 比赛由科学普及中心和大学博士生理
事会组织，来自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几个学
院的10名博士生参加了比赛，他们每个人
都必须站在学生文化中心“Mrowisko”的
舞台上，并向观众讲述他们的科学研究。
每位参与者只有3分钟的时间，并且必须以
一种有趣且易于接近的方式为非科学家的
接受者做这件事。 Natalia Paszek在比赛
中以“地质垄断者- 21世纪的混凝土”为
主题，介绍了主要由废弃物制造的建筑材
料。土木工程学院的博士生也获得了观众
奖。

华沙理工大学学生设计的用卫
星发射日期
2018-11-28
SpaceX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于11月28
日星期三发射一枚猎鹰9号火箭。由华沙
理工大学学生建造的卫星将被放置在火箭
轨道上。 PW-Sat2任务中最重要的部分是
测试脱轨帆。项目的战略合作伙伴是波兰
Future Processing公司和FP Instruments
公司；他们参与了软件和购买车载计算
机。根据华沙理工大学提供的信息，发射
日期可能推迟于11月29日星期四。 PW-

Sat2项目于2013年启动。学生们在波兰科
学院空间研究中心，CEZAMAT先进材料和
技术中心以及华沙理工大学创新管理和技
术转移中心从事卫星部件的研究。

维也纳年轻建筑师的作品将在
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展出
2018-11-28
截止12月2日可以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
知识和科学技术信息中心看到年轻的维也
纳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的作品。 展览展示
了来自第11个维也纳设计办公室的年轻建
筑师的作品。设计师由奥地利首都当局的
赞助下组织的竞赛中选出。只有总部设在
维也纳的设计工作室才能参加比赛，并且
至少实施了一个项目，且工作室负责人年
龄不超过45岁。 YoVA 4是年轻设计师的
第四届竞赛，展览所附的目录是年轻一代
维也纳建筑师的集体组合。该展览是与奥
地利驻弗罗茨瓦夫领事馆合作举办。

TopMinds计划
2018-11-29
截止2018年12月2日可以报名参加将于
2019年开始的TopMinds计划。这是由500
强创新者协会和波兰- 美国富布赖特委员
会发起的培训和指导计划。 TopMinds计
划面向在毕业时需要支持选择正确的职业
道路的波兰大学生。 根据科学部提供的消
息，作为TopMinds的一部分，导师和专家
支持参与者接受挑战并找到自己的职业道
路，帮助培养人际关系能力，并指出加强
价值观的方法和给出专业的意见。 更多信
息： www.topminds.pl

2018 ESA清洁空间工业日
2018-11-29
2018年11月23日至11月25日航空学院
空间技术中心的员工参加了在荷兰诺德
韦克举行的2018ESA清洁空间工业日。 
在活动期间，来自空间技术部的Paweł 
Nowakowski介绍了由航空研究所代表的
的波兰联盟开发的“专用推进剂”开发的
最新成果。联盟包括：Mesko股份有限公
司、有机工业研究所和Gamrat特种生产

厂。 根据航空研究所提供的信息，波兰解
决方案在欧洲工业中非常受欢迎，其工作
将与欧洲航天局一起继续进行。

保护遗产和区域特征的传统文
化科学会议
2018-11-29
2018年11月29日在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
科沃多斯卡大学举行了“保护遗产和区
域特征的传统文化”科学会议。 卢布林
大学教区的Beata Wielowinska-Pawlak
通知道：“会议与Jan Adamowski教授
70周年纪念日有关。Jan Adamowski教
授是波士顿文化研究所的创始人，也是波
兰语言学研究所的长期研究工作者。” 
Jerzy Bartmiński教授将参加活，他是Jan 
Adamowski教授的学生和朋友。会议日程
将包括关于传统文化的辩论，专题会议，
讨论和介绍。 活动由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
多斯卡大学文化研究所和波兰语言学研究
所、波兰文化协会、民间艺术家协会和卢
布林主板和波兰民俗学会共同组织。

加拿大驻波兰大使访问热舒夫
技术大学
2018-11-29
加拿大驻波兰大使Leslie Scanlon与热舒
夫科技大学当局进行会谈的主题是加拿大
和波兰航空航天研究中心之间的研发合作
的可能性。 根据热舒夫大学提供的信息，
会面讨论了加拿大公司在航空业的业务发
展机会，以及加拿大和波兰航空航天研究
中心之间的研发合作。热舒夫科技大学和
先进技术中心AERONET-Dolina Lotnicza
都有很大潜力与加拿大研究人员一起发起
或加入研发项目。 热舒夫科技大学航空与
机械工程系主任Jarosław Sęp教授强调
道：“与加拿大的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和
发展前景，会议的影响将在不久的将来展
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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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波莱职业教育支持项目是欧
洲最好的项目
2018-11-29
奥波莱科技大学与区域教育支持小组，奥
波莱经济发展中心和奥波莱市政府合作实
施的“奥波莱职业教育更贴近劳动力市场
2”项目被认为是欧洲“欧洲卓越基金”
类别中最好的项目。 项目包括为大学的
中专学生和职业学校学生开设技术研究
预备课程。例如使用Arduino UNO电路
编程课程、AutoCAD支持、使用Lego 
Mindstorms EV3编程以及2D和3D计算机
图形。 项目还包括内燃机实验室的研讨会
活动，机器，设备和建筑结构的空气动力
学和流体动力学实验室，逆向工程自动化
和反射实验室以及教师培训课程“3D图形
建模和搅拌器中的物体动画”。

Tadeusz Widła教授的书籍在
法医学领域年度比赛中获奖
2018-11-29
来 自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法 律 和 行 政 学 院 的
Tadeusz Widła教授是由波兰刑事学会组
织的以Tadeusz Hanauska 教授命名的比
赛获得者。他的书籍“世界签名”获得了
比赛。 比赛评委在评估提交的作品时，
将评估其科学水平，评论者和推荐者的意
见，所提出主题的时事性和新颖性以及法
医实践的特殊重要性为指导。基于实证研
究的作品受到高度评价。 Tadeusz Widła
教授是写作研究领域的专家，也是法医学
领域许多博士论文的推荐者。他撰写了
心理生理学领域杂志的专著和专家意见，
也是流行的逻辑学和科学论文教科书的作
者。多年来他一直专注于绘画签名的研
究。

华沙大学技术转移中心
2018-11-30
在华沙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成立20周年之
际，华沙大学基因组学的专门从事基因测
试和研究团队的分拆公司发现了获得用
于开发创新抗癌疫苗的持续mRNA的方
法。 华沙大学校长Marcin Pałys教授在庆
祝仪式上说：“将最好的大学区分开来，

不仅开展了开创性的研究和教育质量。它
还对环境产生强烈影响，包括研究成果的
商业化以及员工，博士生和学生的创业支
持。” 2017年分拆公司华沙基因组学被
中欧创业奖评为波兰最佳生物技术初创企
业。

华沙“观点：2018女性技术峰
会”会议
2018-11-30
2018年11月27日至28日在华沙举行了“观
点：2018女性技术峰会”会议。活动的合
作伙伴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欧盟数字经
济和数字社会专员Maria Gabriel作为会
议嘉宾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前景教育基金
会组织，旨在支持IT和新技术领域的创新，
以及波兰作为高质量IT教育场所的国际推
广。来自欧洲和中亚的一千多名才华横溢
的女性参加了此次会议。 此次举行的会议
和研讨会以及辩论主要涉及IT和大工程的未
来，并有助于获取行业知识，帮助建立联
系网络并规划职业生涯的下一阶段。 更多
信息： https://womenintechsummit.pl/
pl/

AGH科技大学100周年壁画比赛
2018-11-30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100周年壁画比赛
的获胜者名单已经公布；来自克拉科夫
美术学院学生Anna Wardęgi的项目赢
得了比赛。壁画将在2019年初实施。 来
自AGH新闻办公室的Natalia Bujak通知
道：“壁画呈现了大学内部开发的各种科
学领域，包括大地测量学，空间科学，声
学和可再生能源。” Anna Wardęga来
自克拉科夫，是克拉科夫美术学院绘画系
的三年级学生。她的另一个项目于2018年
在弗罗茨瓦夫宿舍的一面墙上举行的壁画
比赛中获胜。

西里西亚大学 “保护我们的气
候，推进我们的社会”研讨会
2018-11-30
西里西亚大学“保护我们的气候，推进我
们的社会”研讨会 波兰科学院，罗马教皇

科学院和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共同邀请各位
参加在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法律和管理
学院的“保护我们的气候，推进我们的社
会”研讨会。 研讨会包括专题讨论会和
专题会议，最新气候变化研究的结果以及
这些技术，经济和社会方面变化带来的挑
战。会议的发言人是西里西亚大学地球科
学学院的Jacek Jania加收，他也是极地
研究中心主席。 活动的荣誉赞助人是西里
西亚大学校长，活动将作为在卡托维兹举
办的COP24气候峰会的一部分举行。 更多
信息： www.institution.pan.pl

Edmund Wittbrodt教授当选
为Hevelianum科学与计划委
员会主席
2018-11-30
来 自 格 但 斯 克 科 技 大 学 的 E d m u n d 
Wittbrodt教授被选为Hevelianum科学
与计划委员会主席（前身为Hewelianum
中心）。 一直到10月25日Hevelianum
的名字一直是Hewelianum中心。中心
开展教育、科学，文化，娱乐和环境保护
活动。中心位于格但斯克的正中心，坐落
在Gradowa山。中心今年庆祝成立10周
年。科学和计划理事会的任务是指出长期
的活动方向以及对Hevelianum的实质性
和咨询性支持。 Edmund Wittbrodt教室
专注于机械动力学中的应用力学，自动化
和机器人，生物力学和计算机方法。直到
2017年他一直是机械和机电一体化部门的
负责人。他是格但斯克大学的校长，国民
教育部长和波兰共和国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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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a Felski教授在弗罗茨瓦夫大
学的讲座
2018-11-30
弗罗茨瓦夫大学波兰语言学院的文学系邀
请各位参加来自弗吉尼亚大学Rita Felski
教授的讲座。讲座主题为“迷上艺术与依
恋”，讲座内容基于一本杰出的美国评论
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新未出版的书籍。 讲座
将于12月7日在波兰语言学院的图书馆阅览
室举行。地址为Nankiera 15。主办方提
供同声传译。 Rita Felski出生于伯明翰，
来自一个移民家庭（父亲是波兰人，母亲
是捷克人）。她曾在澳大利亚，美国和最
近在丹麦的大学工作。她处理女权主义批
评，现代主义概念，是后现代主义和前卫
主义，接受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现象。她的
最新著作“批判的极限”（The Limits of 
Critique）所提出的怀疑态度是阅读的基
本前提。

在阿拉伯使用的波兰技术
2018-11-30
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公立学校教师
Rashed Ali Hashem博士在波斯湾地区
最佳教师竞赛中获得了超过100万兹罗提
的奖金。这位老师在自己的学校资助了12
所现代实验室，其中有一间实验室配备了
波兰的“魔毯”。 来自Good One PR公
司的Michał Zębik通知道：“获奖项目
包括创建实验室，展示科学成就和鼓励身
体活动。其中一个实验室配备了来自波兰
Funtronic公司的互动投影仪，支持身体和
心理活动的“魔毯”。 “魔毯”是一种用
于学前教育和早期教育的设备。这款交互
式投影仪可用手和腿的动作支持，配备了
一套多媒体练习，游戏和动作游戏，孩子
们可以学习英语，数学，历史甚至编程元
素的基础知识。

与Leszek Borysiewicz教授的
对话
2018-12-03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 通知道：“2018年12月3日星
期一11点00分，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法学

院大厅举行了Sławomir Presnarowicz教
授新书“与Leszek Borysiewicz教授的对
话：不仅仅关于科学”的推介会。 Leszek 
Borysiewicz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
他拥有英国和波兰血统。他指导了一种针
对导致人乳头瘤癌症的病毒的疫苗的发
明。为此获得了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颁发的爵位。2010  -  2017年间，他曾担任
剑桥大学副校长。2018年2月，他被授予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本书的
作者Sławomir Presnarowicz教授来自比
亚韦斯托克大学法学院公共财政和金融法
系，同时也是华沙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

雅盖隆大学研究人员获得艺术
史学家协会奖
2018-12-03
克来自拉科夫雅盖隆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的
Dobrosława Horzela博士获得了由艺术
史学家协会授予的Jerzy Łoziński奖项。 
雅盖隆大学通知道：“我们大学的研究人
员在对于波兰艺术史上的科学工作，尤其
是纪录片和编目工作而共同创作了这本--
Marek Walczak的艺术历史介绍：中世
纪彩色玻璃在克拉科夫的教区教堂“。 这
个项目专门研究克拉科夫圣玛丽教堂的彩
色玻璃窗，这是中欧最重要的城市教堂之
一。彩色玻璃窗是在卡西米尔大帝统治结
束时创建的，在雅盖隆人统治的最初阶段
是波兰最大的彩色玻璃画复合体。到今天
只有约15％被保留下来。

“大学作为国家知识文化的中
心”国际科学大会
2018-12-03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红衣主
教大学历史与社会科学学院与国家文化中
心将童工组织波兰独立100周年和国际科学
大会“大学作为国家知识文化中心”。 会
议将于2018年12月6日在WULS SGGW的
水晶厅举行，由波兰共和国总统Andrzej 
Duda荣誉赞助。 会议组织方从历史的角
度和现在宣布关于大学作为国家知识文化
中心的重要性的辩论。会议的问题将涉及
大学的地位和社会生活中的科学知识。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赞助Maria 
Konopnicka学校
2018-12-03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与位于佩斯科维采的
Maria Konopnicka学校签署了合作协
议，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将加大对佩斯科维
采学校团队的科学赞助。 西里西亚理工大
学将致力于提供教学基础，使学生能够参
加大学课程，包括参加讲座，实验室和科
学课程，并促进学生与志愿学生一起工作
的机会。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将能够
在佩斯科维采学校举办学术方法和教学培
训。合作协议还允许在佩斯科维采学校的
学生中推广理工学院的教育。

第十四届波兰 - 德国学生冶金
学院
2018-12-04
2018年12月6日至7日将在克拉科夫AGH
科技大学举行第14届波兰- 德国学生冶金
研讨会。活动由学生科学钢铁冶金学会组
织。 研讨会迄今已经举办了13年，同时在
德国的克拉科夫和弗赖贝格交替举办。金
属工程AGH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与TU 
Bergakademie Freiberg钢铁技术研究
所是项目合作伙伴。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
琴斯托霍瓦理工大学的代表以及捷克共和
国，日本，中国和乌克兰的学生也将参加
研讨会。



EVENTS  2018-2019

828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获得 “创造
性优点”徽章
2018-12-04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获得了波兰共和国专利局
颁发的“创造性优点”徽章。颁奖仪式在华
沙皇家城堡举行的仪式上由学校事务和教育
副校长Tomasz Trawiński教授领取。 颁奖
仪式是工业产权保护一百周年纪念日，波兰
共和国专利局和专利代理人专业庆祝活动的
一部分。波兰共和国专利局于1918年12月
28日根据国家元首Józef Piłsudski的法令成
立，是重新获得独立后建立的第一批国家
机构之一。 1993年至2000年以及2003年以
来首次颁发出“创造价值”荣誉徽章归于个
人，机构，组织和协会，他们以创造力的发
展和普及为成就。

将在波兰东北部建立下一个年
轻探索者俱乐部
2018-12-04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表示：“来自华沙哥白尼科学中
心的教练于2018年12月1日在比亚韦斯托
克大学校园与来自波兰东北部的教师会
面，他们表示对成立年轻探索者俱乐部比
较有兴趣。” 年轻探索者俱乐部是由哥白
尼科学中心在波兰- 美国自由基金会的支
持下实施的一项计划。计划旨在组织教育
和课外活动，让儿童和青年一起学习科学
世界。导师可以是教师，文化动画师或家
长。波兰和国外有数百家俱乐部在运营。 
目前，在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带领下，有
来自波德拉谢省、埃尔克、奥斯特罗夕
卡、Huszlewa、奥斯特鲁夫和比亚瓦波德
拉斯卡省的近十家俱乐部参加活动。18名
教师参加了培训并且打算成立年轻探索者
俱乐部。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毕业生
Joanna Rozbrój获得国际委员
会竞赛第二名
2018-12-04
西 里 西 亚 理 工 大 学 的 毕 业 生 J o a n n a 
Rozbrój在国际保护古迹ICOMOS国际委

员会竞赛中获得第二名，他获得了了关于
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最佳学生毕业论文。 
共有33件作品提交参加比赛，获奖者的
推荐人是Jerzy Wojewódka 教授。 参赛
者在建筑纪念碑的保护，改造和现代化领
域，建筑物保护领域的理论和维护历史以
及建筑修复中使用的方法和材料的研究方
面进行了杰出的设计工作。该奖项的创始
人是Krystyna Zachwatowicz-Wajda和
Andrzej Wajda。

Leszek Berezowski教授在弗罗
茨瓦夫大学的讲座
2018-12-04
弗罗茨瓦夫大学英语语言学院邀请各位
参加Leszek Berezowski教授主题为“你
需要了解的圣尼古拉斯和圣诞老人”的
讲座。讲座将于12月5日在Marianum 
Oratorium举行。 Leszek Berezowski教授
将谈论尼古拉斯的形象及其相关习俗以及
在其他国家是如何被创造的，例如英国圣
诞老人或美国圣诞老人。 “你需要了解的
圣尼古拉斯和圣诞老人”讲座将用图片，
诗歌，广告，照片，邮票，新闻，讲座使
用语言为英语。

桑坦德大学数字日
2018-12-04
12月5日在卢布林玛丽亚斯科沃多斯卡大
学、12月6日在格但斯克大学及在格但斯
克科技大学、12月11日在罗兹大学以及
12月13日在华沙中央商学院将在桑坦德
大学数字的赞助下举办研讨会。 所有学
生都可以参加研讨会，在会议期间学生们
将能够听取有关劳动力市场趋势和要求
的讲座。 关于数字技术对职业生涯影响
的谷歌代表讲座将在每个城市举行。参
与者将学习如何在现代劳动力市场中照
顾他们的数字能力，以及如何规划他们
的职业发展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优
势。 更多信息： https://santander.pl/
santanderuniversidades-pl/digitalday.
html  

来自罗兹理工大学的学生赢得
了第四届全国木桥比赛
2018-12-04
罗兹理工大学学生赢得了第四届全国木桥
比赛 来自罗兹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建筑与
环境工程学院的学生赢得了第四届全国木
桥比赛。这是罗兹大学的学生在去年也赢
得了比赛。 在2017年的比赛期间，罗兹大
学学生设计的桥梁可承重68.40 kN，今年
它的重量比上一年增加了近12 kN，正好是
80.89kN。 基于现代连接，主梁的木工解
决方案设计了悬挂结构。

波兰年度企业家奖
2018-12-05
波 兰 科 学 基 金 会 通 知 道 ： “ H O M I N G 
PLUS计划的获奖者、XTPL纳米技术公司
的创始人兼总裁Filip Granek博士在安永
会计师事务所组织的第16届比赛中获得
了年度企业家奖。” Filip Granek博士
是世界上现代太阳能电池制造技术和纳
米材料技术领域的最佳专家之一。比赛
评委授予他“2018年度企业家”称号，
以“致力于突破性技术，让世界变得更
好”。 Filip Granek博士将代表波兰参
加 2 0 1 9 年 E Y 世 界 企 业 家 竞 赛 的 国 际 决
赛，竞赛于明年6月在摩纳哥举行。 更
多信息： https://przedsiebiorcaroku.
pl/news/filip-granek-prezes-xtpl-s-a-
zostal-przedsiebiorca-roku-2018/

第9届INTERSTUDENT竞赛
2018-12-05
第9届INTERSTUDENT竞赛申请提交时间将
于12月12日截止。组织方希望奖励那些在
不同文化之间建立合作并丰富波兰学术环
境的外国学生。 比赛作为“在波兰学习”
计划的一部分举行。参与竞赛条件是外国
学生在波兰当地学习环境中参与文化、社
会、生态、体育和科学等方面的活动并且
有良好结果以及参与有趣的研究项目。提
交竞赛申请可以由其教授，监护人，大学
当局，外国合作办公室，学生自治政府以
及同时提示。 目前有7万多名外国学生在
波兰大学学习。竞赛评审团将在波兰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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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公立大学本科，研究生和博士研究学
习的外国学生中选择最好的参赛者。 更多
信息： http://www.studyinpoland.pl/
interstudent/

锡隆纳葛拉大学EXPO会议医
学模拟
2018-12-05
锡隆纳葛拉大学医学与健康科学学院邀请
各位参加EXPO会议医学模拟：未来的挑
战。会议将于12月6日和7日举行，会议内
容包括讲座，讨论小组和研讨会。 医学模
拟将成为医学专业教育的标准，在本科和
研究生教育层面开辟了一系列硬件选择。 
为了满足在医学模拟方法教学中学习最新
技术和可用解决方案的需要，会议将成为
讨论和交流与教学计划实施相关经验的场
所。组织者还承诺承担医学模拟中心的
设计，组织和管理。 更多信息： http://
www.exposymulacjamedyczna.pl/

华沙大学学生团队赢得了中欧
学术博览会
2018-12-05
来自华沙大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与力学系
的学生团队在团队规划中赢得了第二十四
届中欧学术博览会。华沙大学学生团队是
唯一一个解决了博览会准备的所有12项任
务的团队。 比赛于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
布拉格举行，共有74个团队参加了比赛。
他们是来自奥地利，克罗地亚，捷克共和
国，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匈牙
利教授计算机科学的最佳大学团队。 华
沙大学的团队在比赛中获得了第3、5、16
、17和25名。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最
好的项目3.0“计划赞助商为PKO Bank 
Polski和Atende SA。 更多信息： https://
contest.felk.cvut.cz/18cerc/contest.
html

第八届FameLab比赛
2018-12-05
第八届FameLab比赛将在英国文化协会的
支持下在世界各地举行。 波兰版比赛由哥
白尼科学中心在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赞助

下共同组织。比赛的合作伙伴包括：波兰
科学基金会，Kosciuszko基金会和科学发
言人协会。 科学部通知道：“FameLab
是一家我们为科学家提供舞台和麦克风的
企业，提供培训支持并帮助展翅。对于他
们来说，获得推广科学或提高科学职业重
要技能的新工具意味着参与FameLab多
年来为科学家们打开了新的大门。” 比赛
申请截止日期为2019年1月28日。 更多信
息： http://www.famelab.org.pl/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学术合作协会
2018-12-06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NAWA）成为学
术合作协会（ACA）成员。 ACA是一个
在高等教育国际合作领域开展业务的智囊
团，其活动包括研究和分析，评估，咨询
和出版物等。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联网22
个机构的网络平台，这些机构是波兰国家
学术交流局的同等机构。 作为常规会议的
一部分，ACA成员交流有关其国家发生的
科学和高等教育领域变化的信息，介绍其
组织实施的新计划，并介绍在国外推广高
等教育的主要方向。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毕业生获得
波兰建筑师协会荣誉奖
2018-12-06
波兰建筑师协会授予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毕
业生Piotr Lewicki和Kazimierz Łatak 2018
荣誉SARP奖。 裁判团强调Piotr Lewicki
和KazimierzŁatak的大部分项目都具有
独特的特征，可以确认这个地方的特征并
丰富自然和文化环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弗罗茨瓦夫的多户建筑，克拉科夫的犹太
区英雄广场的发展以及Cracovia体育俱
乐部的100周年纪念大厅。 Piotr Lewicki
和Kazimierz Łatak于1990年毕业于克拉
科夫科技大学建筑系。Kazimierz Łatak
也是土木工程学院的毕业生。1992年至
1999年期间，建筑师是克拉科夫科技大学
的员工。 更多信息： http://www.sarp.
org.pl/pokaz/honorowa_nagroda_
sarp_2018,2644/

西里西亚大学“2018气候保护
与气候管理法律日”
2018-12-06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邀
请您各位于12月7日参加主题为“2018年
气候保护和气候管理法律日”的科学研讨
会（“根据巴黎协定推进法律和治理对气
候行动的贡献”）。 世界知名的科学代表
和致力于气候保护的国际机构将出席研讨
会。会议期间将颁发最佳学生论文法律气
候保护奖。 组织者宣布讨论确保气候变化
研究领域的能力建设和合作的协同作用，
以及代表法律和管理各领域的专家之间的
知识，思想和经验交流以便有可能制定有
效的“巴黎协定”实施模式。

华沙理工大学设计的卫星已成
功发射
2018-12-06
2018年12月3日来SpaceX Falcon 9火箭
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的美国空军基地
发射，其中包括由华沙理工大学动力与航
空工程学院运营的学生宇航员团队建造的
卫星。 根据华沙理工大学提供的信息，
学生们已经在PW-Sat2卫星上工作了近六
年。这是波兰第四颗卫星，也是华沙大学
学生建造的第二颗卫星。 PW-Sat2是一
个CubeSat卫星。它具有10×10×22cm
的矩形形状。他的任务将持续40天。在
此期间它将做四个实验。最重要的是测试
创新的脱轨帆。设计的解决方案是防止已
经完成任务的卫星留在轨道上。 更多信
息： https://pw-sat.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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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桂冠大赛
2018-12-06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在波兰大学论坛组
织的大学桂冠大赛中获得了第一名。 在
克拉科夫大学举行的颁奖典礼上，波兹南
密茨凯维奇大学和学术科学空间管理学会
的学生在所有四个提名类别中获胜。获奖
项目包括：密茨凯维奇大学大学烧烤、波
兹南障碍地图、Kowadło2.0和学生质量
论坛。 大学桂冠大赛是波兰大学论坛组织
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在此期间学生社区
实现的最佳和最具创造性的想法将得到回
报。在去年的比赛中，波兹南密茨凯维奇
大学赢得了学术之战项目。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胡的
住房建筑竞赛
2018-12-06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的学
生在“Habitat Now”全国比赛住房建
筑领域项目中获得了第一和第三名。 获
得第一名的是Katarzyna Ponińska，她
的“Connectiv住房”设计在比赛中获
得了第一名，她介绍道：“我的项目是注
意当今设计开发商住房时被忽视的重要方
面：安全。安全被理解为更高的社会意
识和更好的睦邻关系，而不是围栏，监
督或保护。是与自然的联系，代替城市
的农村生活。整体以城市街区的形式连
接起来，这使得项目更加真实和易于建
造。” 获得第三名是Wojciech Szkarłata
的“Sport＆Living Hybrid”项目。他的概
念是假设将大型设施与体育功能与多户住
房相结合，有利于人际关系和人与运动的
接触。

西里西亚大学校电动汽车充电站
2018-12-07
西里西亚大学将与GreenGoo有限责任公
司合作，为西里西亚大学校园将提供电动
汽车和充电站。 GreenGoo 有限责任公
司将在卡托维、索斯诺维茨、霍茹夫和切
申等地安装充电站，并将为学术界，居民
和游客提供数十辆电动汽车。可以使用移
动应用程序租用它们几分钟来使用车辆。 

电动汽车充电站已经在霍茹夫校园内进行
了调试。在不久的将来投资将在其他地点
完成。

凯尔采外国学生节
2018-12-07
2 0 1 8 年 1 2 月 4 日 在 凯 尔 采 举 行 了 外 国
学 生 节 。 乌 克 兰 ， 中 国 和 非 洲 舞 蹈 ，
中 国 说 唱 ， 葡 萄 牙 吉 他 和 抒 情 意 大 利
歌曲等均在节日期间表演。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的外国学生向公众展示
了他们的才能。 有超过半数外国人在Jan 
Kochanowski大学学习，他们主要来自乌
克兰。 来自Homo Politicus协会的Maria 
Bereziuk说道：“对我们来说，这个城市
是一个新家，我们已经熟悉了凯尔采。我
们在这里学习和生活。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协会与Jan 
Kochanowski大学组织了凯尔采外国学生
日。 更多信息： http://www.ujk.edu.pl/
webujk/galitem.php?eid=1224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母鸡展览
2018-12-07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与波兰种族家禽饲养者
联盟将于2018年12月8日和9日邀请各位参
加母鸡展览。 展览将展出来自世界各地不
同的母鸡种类，其中包括：中国，日本，
印度尼西亚，英国，德国，荷兰和印度。
参观者将能够欣赏世界上最小的母鸡，例
如seramy，szabo和sebritki。相比之下，
世界上也会有最大的母鸡，其体重约为
7-10公斤。 该展览面向来自波兰和国外的
年轻和经验丰富的科学家，育种者和母鸡
爱好者。展览将由这些动物的饲养者，对
动物，学生以及工业公司代表进行研究的
科学家参加。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学生赢
得了2018 Robotex竞赛
2018-12-07
比亚韦斯托克理工大学的学生在爱沙尼亚
塔林举行的2018Robotex机器人竞赛决赛
中获得了第二和第三名。 这是比亚韦斯托
克学生在世界冠军在环上建造和对抗机器

人的另一项成功。来自比亚韦斯托克理工
大学机械系的学生已经在中国，美国和罗
马尼亚的国际机器人竞赛中获得了比赛。 
作为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项目的一部分，该
团队获得了改善其建设和“最好的3.0！“
竞赛的财政支持。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创建了具
有通信系统的卫星
2018-12-10
由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科学家和学生建
造的电信系统ESEO S-50科学卫星已经从加
利福尼亚州的范登堡基地进入太空。 该系
统是完全由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创建的技
术解决方案。它包括一个微波发射器，一
个卫星车载电脑和一个微波天线。卫星的
任务是管理传输数据的交换。整个设备重
0.8千克，天线由超轻材料制成，重量不到
40克。发射器将以以10 Mbit / sec的速度
向地面站发送大量卫星数据。 ESEO（欧洲
学生地球轨道器）卫星是作为欧洲航天局
教育计划的一部分而创建的，自2000年开
始实施，共有30所欧洲大学参加，其中包
括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

波兰科学基金会奖
2018-12-10
来自波兰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研究
所的Andrzej Dziembowski教授、来自分
子和大分子研究中心的AndrzejGałęski
教授、来自华沙大学物理系的Krzysztof 
Pachucki教授与来自耶鲁大学的Timothy 
Snyder教授获得了波兰科学基金会颁发
的奖项。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Jarosław Gowin表示，获奖者体现了科
学卓越的标准。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
补充道：“我相信在未来几年里，像今天
的获奖者这样的科学家能够拥有更多的
研究空间，这要归功于“科学宪法”的
工作。基金会将继续选择最优秀的研究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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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tr Sztompka教授在雅盖隆
大学的公开讲座
2018-12-10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当代
文化研究系邀请各位于12月11参加Piotr 
Sztompka教授的公开讲座，讲座主题
是“再论文化概念：以一种全新的原创方
式的文化经典概念”。 Piotr Sztompka教
授雅盖隆大学的退休教授，也是克拉科夫
Józef Tischner欧洲高等学校的教授。他是
波兰科学院和欧洲学院（伦敦）以及美国
艺术与科学学院（马萨诸塞州剑桥）的成
员。在2002  -  2006年期间他是国际社会
学协会（ISA）的主席。他同时也是新欧洲
奖（1995年），波兰科学基金会奖（2006
年）和波兰共和国总理两次奖项的获奖
者。 Piotr Sztompka教授是四所大学的荣
誉博士：莫斯科，斯德哥尔摩，克拉科夫
和华沙，共著有30本书和300多篇科学文
章，以15种语言出版。

格鲁吉亚代表团访问华沙红衣
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
2018-12-10
华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接待
了来自格鲁吉亚科学机构的代表。 华沙
红衣主教大学校长Stanisław Dziekoński
教 授 会 见 了 格 鲁 吉 亚 学 术 中 心 的 科 学
家。代表团包括：Zviad Gabisonia教
授、Shota Rustaveli科学基金会主任和库
塔伊西Akaki Tsereteli大学校长George 
Ghavtatis教授。 会议期间签署了一项合
作协议，合作内容涉及国家和宗教在建设
民主国家中的作用的研究和科学项目的实
施。合作还规定了举办会议和研讨会的合
作。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获得了
Elsevier奖
2018-12-10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获得了社会科学领域的
Elsevier 研究影响领导者奖。该奖项授予
出版物对世界波兰科学的认知影响最大的
大学。奖项是由科学与发展副校长Marek 
Pawełczyk在华沙领取。 奖项的合理性在

于被引用率最高的杂志和相关引用率中的
出版物中占很大比例，特别是重组领域的
出版物。 Elsevier研究影响力领导者奖于
2016年首次颁发，由Elsevier支持研究和
科学发展的全球倡议。Elsevier奖的目的是
确定在2015-2017 年间科学作品对世界波
兰科学的形象产生最大的影响。

华沙理工大学学术合唱团获得
波兰合唱比赛
2018-12-10
华沙理工大学的学术合唱团赢得了波兰合
唱团的大奖赛。 根据华沙理工大学提供的
信息，华沙理工大学学术合唱团今年在国
际合唱音乐节上获得了主要奖项。 合唱
团指挥Dariusz Zimnicki博士获得了最佳
指挥奖。 更多信息： https://youtu.be/
Z30r25Qy5no

密茨凯维奇大学论音乐的随机性
2018-12-11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与和音乐波兹南学
院共同邀请大家参加12月13日的“音乐随
机”讲座。来自华沙理工大学的Jarosław 
Grytczuk教授将出席讲座。 讲座针对高
中生，是“数学音乐和音乐数学”循环的
一部分。它将致力于广泛理解许多作曲家
在作品中使用的随机性。由于随机性，音
乐作品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投币。 
Jarosław Grytczuk教授是离散数学和理
论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专家。他开展积极的
科学活动，并且在广大受众中也是一位伟
大的数学普及者。他还对当代音乐中使用
的组合结构的独特现象感兴趣。

Jerzy Marian Brzeziński教授成
为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
多斯卡大学荣誉教授
2018-12-11
2018年12月12日将在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举行颁发Jerzy Marian 
Brzezinski教授荣誉博士学位仪式。Jerzy 
Marian Brzezinski教授是一名心理学家，
也是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教授。 Jerzy 
Marian Brzezinski教授擅长方法论，心理

诊断和科学研究伦理。他是波兰科学院的
真正成员。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社会科学
院院长，心理学研究所所长，以及波兹南
密茨凯维奇大学心理研究系主任。 他是
中央学位和职称委员会的成员。他发表了
许多科学论文，包括：“心理学研究方法
论”和“心理学与教育学实验研究”。

在波兰学习的发展中国家学生
将获得奖学金
2018-12-11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73名学生将获得来自
Ignacy Łukasiewicz计划的奖学金。来
自印度尼西亚的学生获得了30个奖学金名
额；来自尼日利亚的学生获得了16个奖学
金名额。 根据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提供的信
息，奖学金持有者的科学兴趣在学习信息
技术和电子，建筑，食品和营养技术以及
化学等方面。 Ignacy Łukasiewicz奖学金
计划自2015年起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和外
交部实施，同年也由国家学术交流机构实
施。奖学金计划面向来自安哥拉，缅甸，
埃塞俄比亚，菲律宾，印度，印度尼西
亚，肯尼亚，哥伦比亚，墨西哥，尼日利
亚，巴勒斯坦，秘鲁，塞内加尔，坦桑尼
亚和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学生。

奥波莱商业化研讨会
2018-12-11
奥波莱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与弗劳恩霍
夫先进光技术设计中心邀请各位参加于12
月14日举行的“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经验实
例商业化的实践方面”研讨会。 会议分为
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将介绍处理技术
转让，商业化和实施以及弗劳恩霍夫研究
所单位的组织单位。还将讨论欧洲趋势背
景下的知识转移主题，关于工业产权保护
问题的讲座律师将总结大学的承诺。 第二
个部分将介绍轻型建筑技术的最新趋势，
与塑料相关的材料和工艺的开发以及连接
材料的技术。组织者还承诺提供在国内和
国外项目下资助项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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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研究人员获得了
科学和高等教育奖项
2018-12-11
西里西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是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奖项的获奖者。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每年都会颁发奖项，以表彰过去一年
中杰出的科学成就，个人和集体的教学
成就以及组织的成功。 物理与分子物理
系主任Marian Paluch教授获得了科学，
教学和组织的终身成就奖。他致力于研
究凝聚态物质中的分子动力学，离子液
体中的电荷，相变和结晶动力学中的高
压技术。 大气控制实验室负责人Mariola 
Jabłońska博士因组织成就而获奖。其设
计用于研究空气质量以及污染运动的来源
和方向。大气控制实验室是气球篮和大气
研究固定实验室的移动实验室。 更多信
息： http://www.us.edu.pl/naukowcy-
z-us-docenieni-przez-ministra-nauki-i-
szkolnictwa-wyzszego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访问波兰
2018-12-11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接待了来自印度尼西
亚 西 努 沙 登 加 拉 省 的 学 术 界 和 记 者 代
表团。 代表团成员包括五所印度尼西
亚大学的校长：Nahdlatul Ulama大
学、健康科学学院、Muhammadiyah
大 学 、 M a h a s a r a s w a t i 大 学 和
Hamzanwadi大学。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代表团与会见了华沙生命科学大学校长
Wiesław Bielawski教授进行了会谈，会
谈的主题是华沙生命科学大学与该省大学
之间合作的可能性。 从2019/2020学年
开始，华沙大学将面向印度尼西亚进行招
生。学习课程包括：工程基础设施，环境
恢复和管理，园艺，经济和企业组织，大
数据分析和有机农业和食品生产。课程为
英语授课。

Civitas学院辩论：“民主倒退
了吗？”
2018-12-11
2018年12月13日下午5点在波兰实施戒严
周年纪念日之际将举行主题为“民主会倒

退吗？”的辩论会。辩论会基于Steven 
Levitksy和Daniel Ziblatt的著作“民主国
家的死亡方式”而举行，这一著作最近
也以波兰语出版，名为“Tak umierają 
demokracje”。 根据Civitas学院提供
的信息，辩论的参与者将尝试比较限制民
主国家的机制以及具有不同历史和政治文
化的国家的例子。 美国政治学家Bohdan 
S z k l a r s k i 教 授 、 南 美 国 家 政 策 专 家
PiotrŁaciński博士，政治学家、Dominik 
Hej博士：政治学家，匈牙利政治专家将出
席会议。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研究人员获
得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奖项
2018-12-12
来自管理与经济学院的Piotr Dominiak教
授以及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国际化与创新副
校长Zbigniew Krzemiński教授是2018科
学和高等教育长奖的获奖者。 Zbigniew 
Krzemiński教授主要使用DSP处理器对电力
电子系统和转换器驱动进行建模和仿真。
他推荐了15名博士生，其中5名获得了博
士学位。他是众多出版物的评论家，其中
包括自传以及国内外杂志的90种出版物。 
Piotr Dominiak教授专注于中小企业部门
的经济学以及企业家精神在经济中的作
用。他是120多篇原创科学论文的作者。他
推荐了19名博士生，其中6人目前拥有博士
后学位。

第二届拉丁美洲会议
2018-12-12
罗兹大学拉丁美洲和比较研究系和波兰
拉丁美洲研究协会将于12月15日至16日
组织第二届Ignacy Domeyko拉丁美
洲大会。 波兰拉丁美洲研究协会庆祝成
立40周年活动与波兰独立100周年庆祝
活动共同举行，在活动期间将有机会了
解波兰在拉丁美洲的存在，总结波兰在
拉丁美洲领域的科学成就，并继续就其
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进行对话。 会议将
首先与代表拉丁美洲波兰裔美国科学界
的名誉嘉宾会面，然后是连续的专题小
组：波兰裔美国人，文化，政治，考古
和人类学。 更多信息： http://kslip.uni.

lodz.pl/aktualnosci-4/246-ii-kongres-
latynoamerykanistyczny.html

2018词汇竞赛
2018-12-12
截止至2018年底大家可以在华沙大学举
办的词汇比赛中投票以选择出在过去一年
中最重要的一个词汇。 词汇比赛迄今为
止已经举办了七届。根据华沙大学提供的
信息，每月可投票的单词目录将在www.
sloworoku.uw.edu.pl上更新。网站统计
包含波兰期刊中最关键的词汇，作为“每
日词汇”和“时间词汇”项目的一部分进
行监控。其中包括：“监护人”，“监督
（财政）”，“联盟”，“宪法”，“冠
军”，“第二轮”，“游行”，“信号干
扰”。 被投票次数最多的单词将在互联
网竞赛中获胜。去年，国际上最常选择的
词被证明是“居民”。2018年度词汇将
由语言学教授选择。 更多信息：www.
sloworoku.uw.edu.pl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会议
2018-12-12
在波兰恢复独立100周年之际，将在卢布
林天主教大学举行波尼亚雷斯蒂图塔”系
列的会议，会议主要致力于文化方面。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在会议期间说道：“教皇约翰保罗
二世说过文化使人类拥有了真正的人生，
我们需要谨记这一点。生活就是文化，生
活离不开文化。生活是文化的创造者，
在其中表达并在其中得到证实。” 在会
议期间讨论了民族文化在多年分割，占领
和苏联统治期间培育和维持波兰人的重
要性。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独立波兰大
学”展览，展出邮票“独立的祖国”以及
专门展示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博物馆收藏的
巴洛克雕塑的展览。 更多信息： https://
polonia-restituta.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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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峰会
2018-12-13
西里西亚儿童大学、卡托维兹市花园城
市、Krystyny Bochenek文化学院、波恩
剧院共同邀请各位参加12月14日的“拯
救世界！”活动。活动将做为联合国气候
峰会的一部分举行。 作为卡托维兹市花
园城市音乐厅活动的一部分，组织方计划
举办讲座，戏剧和舞蹈表演“The Little 
Prince”，这是一场流行音乐和古典吉他
乐器的音乐会。音乐会主要针对儿童和青
少年。 活动旨在促进学术环境，文化和教
育机构以及自治单位之间的国际合作，扩
展有关生态问题的知识和抵消其负面影响
的可能性，促进认知，亲生态和亲社会态
度，以及激发科学和艺术激情。

华沙医科大学研究员获得欧洲
口腔正畸学会奖
2018-12-13
华沙医科大学研究员获得欧洲口腔正畸
学会奖 来自华沙医科大学正畸科的Ewa 
Czochrowska医学博士获得了杰出教师
奖。奖项每年由欧洲口腔正畸学会选出
口腔正畸学领域的杰出欧洲讲师。 Ewa 
Czochrowska博士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波
兰牙齿矫正医生。 欧洲口腔正畸学会是欧
洲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正畸学协会。
它成立于1907年。所在地是伦敦。该协会
出版欧洲口腔正畸学杂志，并在欧洲各国
组织年度正畸会议。

托伦科学家探索宇宙暗物质
2018-12-13
在著名的科学期刊“科学进展”中，来自
哥白尼大学物理学，天文学和应用计算机
科学系的科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描
述了地球传感器网络旨在探测暗物质的
操作。网络基于世界上最精确的四个原
子钟：美国，日本，法国和托伦。 文章
是国际科学家团队的工作成果，该团队
由托伦大学原子物理系，分子和光学物
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组成：Piotr Wcisło
博士、Piotr Ablewski硕士、Sławomir 
Bilicki博士、Marcin Bober博士，Piotr 

Morzyński博士、Roman Ciuryło教
授、Beata Zjawin和Michał Zawada
教 授 。 项 目 资 金 由 波 兰 科 学 基 金 会 提
供。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5832

波兹南教授获得创造优异徽章
2018-12-13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三位教授被授
予创造性优异荣誉徽章。徽章由专利局
在波兰独立100周年纪念日和波兰工业产
权保护制度办法。 获奖人员为： Jacek 
Gul ińsk i教授，他专注于有机硅化学以
及与创新和技术转让，创新政策，科学
与经济关系和研究成果商业化相关的问
题。 Hieronim Maciejewski教授，他涉
及有机硅化合物的制备，无机聚合物的
合成和改性，氢化硅烷化反应的催化技
术。 Stanisław Sołtysiński教授，他是波
兰艺术与科学学院国家通讯员的成员，是
商业和发明法领域科学出版物的作者，
是C.H.Beck颁布的商业公司准则的四卷
评论的共同作者。 更多信息： https://
amu.edu.pl/wiadomosci/aktualnosci/
pracownicy/profesorowie-zwiazani-
z-uam-odznaczeni-za-zaslugi-dla-
wynalazczosci

西里西亚大学Janusz 
Janeczek教授获得波兰经济
荣誉明珠奖
2018-12-14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的Janusz Janeczek教
授在华沙皇家城堡举行的庆祝活动中获得
了波兰经济明珠奖。 Janusz Janeczek教
授是西里西亚大学地球化学，矿物学和岩
相学系主任。他是一名地质学家，是放射
性废物处理，大气尘埃矿化和伟晶岩地质
方面的专家，也是核安全和放射防护委员
会主席和国家科学中心理事会主席。 波兰
经济荣誉明珠奖授予在经济，科学，文化
和传播爱国和社会价值观领域公认的权威
人士和机构。该活动由英语经济月刊“波
兰市场”组织。

锡隆纳葛拉大学的学生在手术
缝纫中获得冠军
2018-12-14
锡隆纳葛拉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赢得了波兰
外科缝纫锦标赛。来自波兰各地的20支团
队的80名医学生参加了比赛。 比赛由来自
全国各地的医学大学，科学圈和学生协会
的4人团队竞争。比赛分为两天j进行。比
赛第一天为理论部分，为内容的竞争做好
准备。第二天为实用部分，包括检查第一
天获得的技能。来自锡隆纳葛拉的学生获
得了第一名，第二名来自弗罗茨瓦夫队，
第三名来自卢布林队。 锦标赛的主要目标
是提高医学生在外科缝合技术领域的知识
和技能，熟悉现代缝合材料以及整合全国
各地的医学院校。

信息技术中心获得5000万兹罗
提资金
2018-12-14
由数字波兰项目中心资助的项目IT锦标赛
中心正在启动，将为超过12000名特别有
天赋的中小学生组织IT课程。 将有1500教
师参加项目，五所技术大学将支持项目发
展： 罗兹科技大学是为项目负责人和一所
技术大学，格但斯克、弗罗茨瓦夫和克拉
科夫AGH科技大学将组织创建课程并加以
实施。 项目还由编码大师，“我喜欢数学
和电子教育发展的基础”协会共同支持。
波兰数字项目中心为项目已拨款近5000万
兹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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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
斯卡大学政治学系25周年纪念
2018-12-14
2018年12月14日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
科沃多斯卡大学政治学系正式成立25周
年。大学将举办25周年纪念活动。 根据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新
闻办公室提供的信息，在活动期间颁发
了个人奖章，获奖者为： 卢布林市市长
KrzysztofŻuk、卢布林文化会议中心主任
Piotr Franaszek、波兰广播卢布林主编
Zbigniew Sobczuk 、艺术策展人兼卢布
林美术学会主席Zbigniew Sobczuk 和卢
布林市劳动局局长Katarzyna Kępa。 奖
项还将颁发给了以下机构：NN剧院，文化
中心，Homo Faber，Misericordia，东
欧中心和编辑部：选举报、卢布林快递中
心、中心电台、东方期刊和卢布林TVP。

BBC阿拉伯语频道报道雅盖隆
大学科学家研究
2018-12-14
关于在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小波兰省生物
技术中心由比亚韦斯托克蛋白质晶体学研
究小组在Grzegorz Dubin教授监督下进行
的研究成果在BBC阿拉伯语频道中进行报
道。 由Grzegorz Dubin教授进行的研究旨
在更好地理解蛋白质的结构及其在人体中
的功能，尤其可用于创造新药物。 根据克
拉科夫大学提供的信息，英国广播公司的
阿拉伯语电视频道作为4Tech节目的一部
分提供了材料，专门介绍数百万观众（主
要来自中东和北非）观看的最新科学发现
和技术发明。 更多信息： https://youtu.
be/3IGgqVtsWzM

Gowin副总理参观了彼得库夫
特雷布纳尔斯基的联发科技
2018-12-17
在彼得库夫特雷布纳尔斯基举行了一个准
备展览，研讨会，讨论俱乐部或文学会议
的联发科技活动。 副总理JarosławGowin
说道：“我相信联发科技将成为一个促进
科学计划的第一步，从青年探险大学的课
程，到中小学生的课程，到第三纪大学的

学生讲座。科学应该为我们所有人服务。 
根据科学提供的消息，到2019年底将在联
发科创建一个多媒体互动展览形式的科学
部分和相应的研讨会。展览将以多功能展
台的形式组织，内置多媒体内容，与参观
者进行高度互动。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开设医学和
药学博物馆
2018-12-17
西里西亚医科大学正式开设医学和药学博
物馆，为了开设博物馆，大学特地将位
于索斯诺维茨的二号学生宿舍进行了改
造。 在博物馆可以看到上千种展品，包括
西里西亚医学院的心脏外科医生Tadeusz 
Paliwoda教授与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团队
一起制造的肺机器具、Wiktor Bross教授和
来自西里西亚佩卡雷的Janusz Daab博士
团队设计的第一个波兰髋关节内置假体。 
博物馆将作为学生的教学辅助，将有助于
普及有关西里西亚和Zagłębie医学丰富成
就的知识，以及在这里工作的医生和药剂
师的开创性成就。大学花费了260多万兹罗
提用于博物馆的翻新和设备。其中10万兹
罗提由索斯诺维茨市长捐赠。

克拉科夫农业大学科学家在国
际比赛中获奖
2018-12-17
克拉科夫农业大学科学在森林管理领域的
国际竞赛中获得“ForestValue--创新森
林生物经济”奖项。 农业大学波兰团队
将实施”气候条件变化和森林稳定性减弱
时代的可持续生物经济森林管理创新战略
（I-MAESTRO）“项目。来自克拉科夫
的Jarosław Socha教授将与法国，德国
和斯洛文尼亚的研究小组合作。 项目协
调员来自法国的国家环境与农业科学技术
研究所（IRSTEA）。 更多信息： https://
forestvalue.org/

Wojciech Sowa博士成为国际
HERA计划科学委员会主席
2018-12-18
国家科学中心人文，社会和艺术系的学
科协调员Wojciech Sowa博士成为国际
HERA计划科学委员会主席（欧洲研究领域
的人文科学）。 理事会主席负责协调ERA-
NET HERA的战略活动，代表网络在与当代
人文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并与科学界进行
对话。 HERA是一个支持人文科学研究的
网络- 通知自2011年以来属于该网络的国
家科学中心。该联盟正在实施一项计划，
其任务是启动欧洲各研究中心科学家的合
作，并提请注意当代欧洲的社会，文化和
政治挑战。

波兰信息技术70周年纪念
2018-12-18
来自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系的Wiesław Półjanowicz博士获得了波
兰信息技术70周年纪奖章。波兰信息处
理协会向特别值得在波兰开发计算机科学
的人员和机构授予荣誉奖。 比亚韦斯托
克大学发言人Katarzyna Dziedzik 通知
道：“Wiesław Półjanowicz博士于2009-
2011年间参与了“与企业家合作的现代
有效教育”项目的实施，项目的成果是在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实施了一个电子学习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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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舒夫科技大学航空中心创新
历史
2018-12-18
热舒夫科技大学航空中在2018年完成了30
人飞机驾驶执照的全部空中培训。这是航
空中心40年以来最好的结果。 Nowin”
航空培训中心主任Mieczysław Górak说
道：“2018年对于热舒夫科技大学来说是
引航史上的创纪录的一年。总共有114名学
生在空中完成了6 156个小时的培训。2017
年我们在空中花了3839小时。在2018年，
进行了11107次起飞和降落作业。“ 热舒
夫科技大学在培训民航飞行员方面进行了
40多年，自2007年以来也一直在培训航空
技工。热舒夫大学共教育了780多名民航飞
行员。

西里西亚大学代表团访问北京
理工大学
2018-12-18
西里西亚大学代表团访问了北京理工大
学，在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学生交流协
议，并讨论了大学之间合作的进一步发
展。 合作协议由国际和国家合作副校长
Tomasz Pietrzykowski 教授签署，作为波
兰-中国暑期学校之旅的一部分，规定了学
生的逗留问题。访问期间还讨论了2019年
波兰- 中国高等教育的推广和发展以及学术
学术论坛的组织。 西里西亚大学、北京理
工大学与波兰- 中国学术联盟之间的合作正
在蓬勃发展。自1月份以来，中国语言文化
中心一直在大学开展工作，数十名中国学
生参加今年大学在Cieszyn举办的语言，文
学和波兰文化暑期学校。

波兰 - 日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
战会议
2018-12-18
来自世界文科艺术中心的Ariko Kato教授
组织了“波兰-日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记忆：大屠杀与广岛原子弹爆炸”会
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两个国家受灾难的
影响比较：广岛原子弹爆炸及犹太人大
屠杀事件。 来自波兰科学院的Barbara 
Engelking教授与Jacek Leociak教授将

讲述波兰人在大屠杀期间对犹太人的态
度；Joanna Tokarska-Bakir教授将讲述关
于Kielce大屠杀的新研究；Piotr Forecki
教授将讲述战后历史政策的蜿蜒。 会议是
交流经验的一个富有成效的平台，之后可
能在波兰组织类似会议。

华沙航空研究所与Jenbacher
集团进行合作
2018-12-18
华沙航空研究所与Jenbacher集团签署
了合作协议。合作涉及科学研究，专业
知识和技术分析以及工程服务领域的合
作，特别是通过不断利用航空研究所的
实验室基地来满足Jenbacher集团公司
活动的需要。 Jenbacher Werke成立于
1959年，生产燃气和柴油发动机以及机动
车。2003年公司收购了通用电气。 INNIO 
Jenbacher GmbH＆Co OG是发电和气
体压缩领域的燃气发动机技术，动力设备
和数字平台及相关服务的领先供应商。波
兰公司Jenbacher公司专注于研究和开发
活动。

Andrzej Chmielarz教授当选
为Prometia协会主席
2018-12-19
Andrzej Chmielarz教授在格利维采的有色
金属研究所当选为Prometia协会的主席，
协议专注于采矿和再循环创新协会的矿物
加工和采掘冶金。 Prometia是一家总部
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非营利性协会，其宗
旨是促进有色金属矿石加工和初级和二级
原材料的冶金开采。 协会通过促进欧洲研
究团队中出现的最具创新性，突破性的科
学解决方案，通过工业合作伙伴进入合格
的欧洲研发中心，协助组织旨在获取的活
动，加强矿产资源加工领域的能力，支持
欧洲工业的发展。

中国就法律和经济方面合作会议
2018-12-19
中国文化和法律学院科学圈邀请各位于2
月15日参加在西里西亚大学法律和行政
学院举办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的法
律和经济方面”会议。 这是西里西亚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关于法律和商业问
题的会议。活动的目标是引起中国学术
界的兴趣。会议面向学生和学者，也面
向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商业代表。 参与
会议不需要注册，发送摘要的截止日期
是2019年1月7日。 更多信息： https://
konferencjachiny.wixsite.com/info

别尔斯克 -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
科学大学研究员获得采石场生
活奖
2018-12-19
别尔斯克-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学院Damian 
Chmura教授与西里西亚大学Tadeusz 
Molenda博士因“矿产集料矿山继承的环
境决定因素作为其开垦的基础”项目而获
得了采石场生活奖。 作者根据进行的植物
学和水文学研究，提出了在可能停止运行
后恢复“Wójcice”矿物集料矿区域自然
价值的概念。他们的工作被授予生物多样
性管理和栖息地和物种研究。 采石场生活
奖是一项科学和教学竞赛，旨在促进当地
动植物的多样性，提高对矿区生物价值的
认识，并寻求增加其生物多样性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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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国家科学中心新总部
2018-12-19
2018年12月17日星期一副总理兼科学高
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在就职典礼
上说道：“国家科学中心已经开始在克拉
科夫的Twardowski街新总部运作。这是
位于波兰首都之外的第一个这样重要的机
构。” 国家科学中心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的执行机构。在位于ICE克拉科夫会议中
心附近的办公大楼中，将近170名员工将
拥有超过5000平方米的现代空间。 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认为国家科学中对克拉
科夫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将华沙以外
的中心定位为集聚理念的体现。 副总理强
调道：“波兰可持续发展的想法也应该体
现在关键机构位于其他城市而非首都这一
事实。”

弗罗茨瓦夫体育大学将为儿童
和老年人开展项目
2018-12-20
弗罗茨瓦夫体育学院的两个项目在国家研
究与发展研究中心“第三大学使命”的竞
争下获得了总额超过100万兹罗提的赞助资
金。 在物理治疗学院的人类生物学系和物
理治疗系的Krzysztof A. Sobiech教授的监
督下将执行“儿童在5岁生活方式领域的能
力”项目。该项目将在2019  -  2021年的
弗罗茨瓦夫选定的小学实施。 来自体质人
类学系的Jarosław Fugiel博士和Krystyna 
Chromik博士将开展“高级活动是他们
的效率和健康”项目，项目假设为老年人
制定和实施锻炼计划。课程将以讲座和练
习的形式进行，以提高身体活动水平。项
目将由240名60岁以上的人参加，并将于
2019-2021年实施。

Matthias F. Melzig教授成为华
沙医科大学荣誉博士
2018-12-20
来自柏林自由大学的Matthias F. Melzig
教授在第11届药学院科学会议期间成为了
华沙医科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Matthias 
F. Melzig教授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与
华沙医科大学的科学家保持研究和科学关

系。正如教授仪式所强调的那样。医学院
院长Piotr Wroczyński教授认为，这项长期
联合工作的成果不仅是医科大学的科学发
展，也有助于后代科学家和学生的教育。 
Matthias F. Melzig教授对于植物作为新药
来源的研究而获得了华沙医科大学荣誉博
士。

托伦科学家获得古代历史学家
协会奖项
2018-12-20
来自托伦大学的Karol Kłodziński博士因
为“Oficium a rationibus”（罗马政府
在主体时期的历史研究）一书而成为古代
历史学家协会的获奖者。 该书籍物由托伦
哥白尼大学科学出版社出版，作为著名系
列“Monographs FNP”的一部分。它致
力于“理性”，管理早期罗马帝国财政的
主要中央机构，以及担任该职位的官员。 
奖项旨在表彰波兰研究人员在扩大和普及
古代知识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在年度竞赛
程序中，在奖励奖励之前的日历年发行的
具有高研究水平的科学或科普书籍的作者
可以参加。

弗罗茨瓦夫大学学生将参加团
队编程世界锦标赛
2018-12-20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
Jarosław Kwiecień、Michał Górniak 和
Anadi Agrawala获得了参加世界团队编
程锦标赛的资格。他们之前在中欧锦标赛
中获得第四名。 学术团队编程锦标赛由计
算机协会组织，在编程锦标赛中他们是最
古老，最负盛名和最大的赛事。每年来自
世界各地的大学代表都参与比赛。 在比赛
期间，参与者接收几个编程任务来解决，
只有一台计算机。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
合作非常重要，特别是因为每一秒都很重
要。分类考虑了所执行任务的正确性和解
决它们的时间。

国家核研究中心建造多元件集
装箱检查系统项目
2018-12-20
国家核研究中心和国家税务局参与了国
际C-BORD项目，项目旨在开发和测试全
面，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用于检查欧盟
边境的集装箱和大型货物特别是在海港方
面。 项目开发了五种控制方法：X射线扫
描仪，辐射测量门，中子系统，光接枝系
统和容器中的蒸汽分析仪。 C-BORD在各
种非侵入式检查中运作，可以检测毒品，
烟草，爆炸物，化学战剂，人口走私和核
材料。 该项目表明，在技术上可以构建和
集成多元素检测系统。测试在匈牙利的路
边检查站和格但斯克和鹿特丹的集装箱港
口进行。

Jan Burdukiewicz教授获得个
人表现卓越奖
2018-12-20
Jan Burdukiewicz教授因其对弗罗茨瓦夫
大学孔子学院发展的贡献而获得个人表现
卓越奖。在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成都会议
期间奖章由中国教育部长田学军颁发。 孔
子学院由中国非政府组织汉办建立，其主
要任务是普及中国语言，以及中国的文化
和传统。世界上共有548个孔子学院，其
中波兰有5个：在克拉科夫，奥波莱，波
兹南，弗罗茨瓦夫和格但斯克。 弗罗茨
瓦夫大学国际合作和国际项目副校长Jan 
Burdukiewicz教授是孔子学院理事会主
席。他对丝绸之路进行了研究，并与中国
科学家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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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盖隆大学研究员获得波兰科
学院生物技术委员会奖
2018-12-20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化学系Katarzyna 
Magiera-Mularz博士在国际期刊上发
表的一位年轻的波兰生物技术研究人员
的最佳原创作品而获得波兰科学院生物
技术委员会奖。 Katarzyna Magiera-
Mularz博士的出版物“PD-1 / PD-L1免
疫检查点的生物活性大环抑制剂”，该
杂志刊登在“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期刊上。 根据克
拉科夫大学提供的信息，在获奖的出版物
中，Magiera-Mularz博士介绍了她的工作
成果。这是“对PD-L1抑制剂的开发有重
要贡献，可能在免疫治疗中有用，这是最
近开发的抗癌策略中最有希望的”。

Włodek Kofman教授获
得了法国科学院André 
Lallemanda奖项
2018-12-21
Włodek Kofman教授获得了法国科学院
André Lallemanda奖项 来自波兰科学
院空间研究中心太阳系与行星动力学系
的Włodek Kofman教授获得了由法国
科学院授予的空间研究领域成就André 
Lallemanda奖。 Włodek Kofman教
授由于对火星和彗星67P / Churyumov-
Gerasimenko研究的贡献以及使用低频
雷达MARSIS（火星快车太空任务）和
CONSERT（罗塞塔太空任务）制作而
获得奖项。 AndréLallemanda（Prix 
Lallemand）奖项每三年颁发一次。 为杰
出的科学家在天文学的各个领域的工作表
示敬意，他们更喜欢那些可能用于其他科
学领域的研究。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博士生将
参加科学推广决赛
2018-12-21
来自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动物学研究所所
有权育种系的Mateusz Kęsy博士将参加
第14届科学推广者竞赛决赛。这位年轻的

科学家将为Animator类别的胜利而战。 
Mateusz Kęsy在儿童和成人中普及与动
物学和自然环境保护相关的知识。他在幼
儿园和学校举办科学研讨会，与学生一起
开设讲座和课程。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旅程
中，他收集了自然收藏品在科学研讨会期
间使用。 他是许多关于自然保护，波兰和
国外科学会议的参与者和共同组织者的出
版物的作者。他是青年科学家项目的奖学
金获得者，也是众多比赛的决赛选手。他
多次获得科学和教育活动的奖励。 波兰科
学服务部和科学与高等教育部组织的竞赛
决赛将于1月份举行。

生态与管理学院青年建筑师日
2018-12-21
华 沙 生 态 与 管 理 学 院 青 年 建 筑 师 日 由
Builder杂志组织。来自不同大学的建筑系
学生和来自华沙两位建筑和施工技术人员
的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专属经济区市场
和国际合作部的Katarzyna Nowakowska
通知道：“青年建筑师日的参与者有机会
参加讲座，由杰出建筑师举办的研讨会以
及与几家公司的代表进行行业磋商。” 
经济大学校长Monika Madej博士，建
筑学院院长Małgorzata Leszczyńska-
D o m a ń s k a 和 “ 建 造 者 ” 杂 志 出 版 人
Marek Zdziebłowski诚挚的欢迎各位参加
活动，开幕演讲“医疗设施设计规范”由
Michał Grzymała-Kazłowski华沙生态与
管理学院的讲师和Archimed建筑工作室
负责人为大家带来。

华沙医科大学研究员成为波兰
心脏病学会奖项
2018-12-21
来自华沙医科大学第一科和心脏病学诊所
的医学科学Marcin Grabowski博士今年
获得了波兰心脏病学会校长奖。 委员会
对关于临床和生化标志物在急性心脏病患
者的诊断和预后中使用的七篇论文表示赞
赏。获奖作品丰富了有关急性冠状动脉综
合征远程治疗结果的知识，这是医院出院
多年后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拜耳公司是该
奖项的创始人。 PTK是一项个人奖，授予
原创，定义的科学成就或临床或实验心脏

病学领域的创新实施解决方案，由同行评
审的科学期刊上发表的作品记录。

西里西亚科学节
2018-12-21
1月12日至14日建在卡托维兹举办第三届
西里西亚科学节。科学节包括150多个展
台，来自各个科学领域的数十个讲座和演
讲，以及有趣人士的研讨会和会议。波兰
南部最大的科学活动由西里西亚大学（西
里西亚大学）和卡托维兹市组织，活动的
口号是“能源”。 活动开幕式将于1月12
日星期六在西里西亚剧院举行。开幕式由
Tomasz Rożek博士主持，他是西里西亚大
学的毕业生也是波兰最知名的科学记者之
一。 宇航员NASA Nicole Stott将作为获得
特邀嘉宾出席，由Mariana Oslislo教授编
写的CallTrain MO4 / HG4项目的音乐视觉
演示。 更多信息： http://www.us.edu.
pl/3-slaski-festiwal-nauki-katowice

Cezary Madryas教授成为欧
洲研究学院一员
2018-12-21
弗 罗 茨 瓦 夫 理 工 大 学 校 长 C e z a r y 
Madryas成为欧洲研究学院（Academia 
Europaea）议员，欧洲研究学院是一个
与各个领域的科学家联系的著名国际组
织。 学院位于伦敦，其成员近4000人。其
中包括杰出的医学，化学，物理，数学，
经济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专家，并且
有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学院自1988
年成立以来致力于引入科学，研究和教育
方面的最高标准，并支持跨学科的学习方
法。它分为四个学科组的20个部分，人文
学科，社会学和相关学科。 Madryas从教
授选为物理和工程部门的400名成员（包括
来自波兰的15名成员）重被选中，其中包
括来自杜克大学的Adriana Bejana教授和
剑桥大学的Keith Moffatt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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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切青大学生物学家之夜
2018-12-21
什切青大学将举行第八届生物学家之夜。1
月11日生物系的员工和学生准备了有趣的
讲座，示范和研讨会以及实验课。 生物学
家之夜的主题将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与植
物，免疫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和遗
传学世界。主办方宣布，其中包括电生物
阻抗示范和研讨会以及实验室课程，在此
期间您将能够分析您的身体成分- 脂肪，
肌肉和身体水分。 在活动上将能够分离和
查看DNA，了解在气味的帮助下动物如何
相互沟通以及使用花来吸引授粉昆虫的技
巧。也可以找到在家里收集的植物，让我
们生活得更好，并获得问题的答案：细菌
是我们的敌人还是盟友，为什么笑声会减
慢并愈合。 更多信息： http://usz.edu.
pl/wp-content/uploads/0.-P-R-O-G-R-
A-M-NB-2019-zbi%C3%B3r.pdf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一位
科学家获得了Hofmokl奖项
2018-12-24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Jacek Pyżalski教
授获得了Hofmokl奖项，该奖项是在学术
和学术计算机网络- 国家研究所（NASK）
成立25周年之际颁发的。 Jacek Pyżalski
教授在波兹南大学教育研究学院工作。他
是众多出版物的作者，科学网络的成员和
许多研究项目的协调员，沟通和困难行为
领域的教练。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电子侵
略，新媒体，学校交流，健康促进和年轻
人的网络欺凌。 Tomasz Hofmokl教授是
NASK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主任，这是一个由
数字化部监督的研究机构，25年来一直致
力于波兰信息网络和社会的发展。

海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校成立
波兰地缘政治学会分支机构
2018-12-24
总部位于克拉科夫的波兰地缘政治协会将
在海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校设立分支机
构。 波兰地缘政治协会成立于2008年，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科学协会。协会的主要
活动是组织科学会议，在专题委员会进行

独立的科学研究，出版活动和普及地缘政
治。 波兰地缘政治协会对Geopolityka.
net门户网站进行科学赞助。它出版了“地
缘政治评论”，“欧洲地缘政治学杂志”
以及书籍和报告。 Waldemar Skrzypczak
将军将于协会成立庆祝典礼上带来关于波
兰安全的当代威胁和挑战的讲座，讲座于
2019年1月16日在海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
校举行。

圣托马斯大学的学生将参加卢
布林天主教大学教育项目
2018-12-27
2019年1月4日至30日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大
学将接待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圣托马斯大
学的学生，他们将参加约翰保罗二世教育
计划。 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分析教皇约翰
保罗二世在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活动，哲学
和教学。 教育计划还将提出与波兰历史和
文化有关的问题。此外，学生们还将参观
扎莫希奇、Kozłówka（卢布林省）、华
沙。学生们还将克拉科夫，琴斯托霍瓦和
瓦多维采去参观与约翰保罗二世密切相关
的地方，为期四周的教育计划将通过考试
完成。

罗兹科技大学在2018首尔国际
发明博览会上获奖
2018-12-27
罗兹科技大学发言人Ewa Chojnacka
说道：“罗兹科技大学微电子与信息技
术系的五项发明在2018年韩国首尔国际
发明博览会上获得奖牌，三项发明获得
了金牌和两枚银牌。” 优化建筑成本
和开采地下高压电缆线系统发明获得了
金牌，项目作者是：Andrzej Cichy博
士、Bartosz Sakowicz教授、George 
Anders教授和Marek Kamiński博士。 
ARUZ项目：真实复杂系统分析仪，这是
一个使用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技 术 的 化 学 过 程 模 拟 器 获 得 了 第 二 枚
金牌。它的作者是：Jarosław Jung博
士、Piotr Polanowski博士、Rafał Kiełbik
博士、Krzysztof Hałagan博士、Witold 
Zatorski教授、Jacek Ulański教
授、Andrzej Napieralski教授、Tadeusz 

Pakuła教授和MarekCieślak。 获得
第 三 枚 金 牌 的 是 M S c 的 立 体 图 像 配 准
助手项目，项目作者为：Piotr Perek博
士、Dariusz Makowski博士、Aleksander 
Mielczarek博士和Andrzej Napieralski教
授。  

卡西米尔大学音乐综合儿童大学
2018-12-27
卡西米尔大学音乐教育系将获得超过来自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的70万资金用于实
施“音乐综合儿童大学”项目，项目将于
2019年至2021年实施。 来自儿童和青少
年弱视和盲人特殊教育和护理中心的儿童
和青少年将参加活动。 课程由比得哥什大
学的学术老师负责。项目还包括比得哥什
文化机构的参观和研讨会、融合营以及CD
记录。

Jacek Jassem教授成为波兰
抗击癌症基金会董事主席
2018-12-27
来自格但斯克医科大学肿瘤学和放射治疗
主席和诊所负责人Jacek Jassem教授成
为了波兰抗击癌症基金会的董事会主席。
前主次Łukasz Andrzejewski博士已辞
职。 基金会的使命是关心数十万波兰妇女
和患有癌症的波兰人的健康和生活，活动
的目的是不断增加他们治愈的机会，减少
人口发病率和癌症发病率。基金会代表各
种职业和环境的专家认为，广泛了解的抗
癌战略应成为波兰卫生政策的优先事项。 
Jacek Jassem教授是许多波兰和外国科
学学会的成员，是数百份原创科学论文和
学术教科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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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科学家获得
Wiktor Kemula奖章
2018-12-28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的Piotr Stepnowski教授
成为今年Wiktor Kemula奖章的获奖者。
该奖项授予分析化学领域杰出的科学成
就。 Piotr Stepnowski教授是格但斯克大
学化学系环境分析系主任和科学与国际合
作副主任。他是研究和环境保护领域公认
的全球权威。近年来，他的研究重点是检
测和评估药物残留在自然环境中的作用。 
Wiktor Kemula奖章是波兰化学学会和波
兰科学院分析化学委员会在分析化学领域
取得的杰出成就。奖项的赞助人是一位化
学家，被认为是波兰极谱学学院的电化学
分析方法的创始人。Kemula教授是电极
的发明者。

AGH科技大学第26届国际会议
KomPlasTech 2019
2018-12-28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金属工程与计算机
科学学院与毕业生基金会协商将于1月13
日至16日在扎科帕内组织第26届“材料技
术计算机方法--KomPlasTech 2019”国
际会议。 会议是庆祝AGH成立100周年的
一部分。会议将介绍科学和工业代表在金
属加工各个领域的IT应用领域以及工业过
程管理领域的科学成果和交流经验。 更多
信息： http://www.komplastech.agh.
edu.pl/index.php

生物学家之夜
2018-12-28
2019年1月11日星期五第8届“生物学家
之夜”将在波兰大学的34个科学中心和自
然和生物学系举行。 生物学家之夜包括
近1500个活动：表演，演示，研讨会，
讲座和展览。研究人员将尝试回答这些
问题： 动物和植物如何过冬？ 每个人都
在晚上睡觉吗？ 生物学家的实验室发生
了什么？ 当晚数十名对生命现象着迷的
科学家将会隐藏起来，以清楚地说明他
们的工作是什么，以及即使采用非常简
单的方法也可以观察到异常现象。 更多

信息： http://nocbiologow.pl/noc/
index.php

Jerzy Łuczka教授成为国家科
学中心理事会成员
2018-12-28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理 论 物 理 系 主 任 J e r z y 
Łuczka教授成为了国家科学中心理事
会（NCN）成员。 国家科学中心理事
会NCN委员会由代表不同学科的二十
四位科学家组成。他们的职责包括确定
基础研究的优先领域和研究项目竞争的
条件，确定分配给他们的资金数量，以
及宣布竞争。 Jerzy Łuczka教授开展
了非平衡过程的经典和量子统计物理学
研究，量子信息的物理基础，纳米物理
学以及生物和布朗分子马达的建模。从
2012年起，他担任欧洲物理学会统计和
非线性物理理事会主席，同时也是联络
科学家网络的成员。

“2019年波兰留学生”会议
2018-12-31
“2019年波兰留学生”会议将于2019年1
月17日至18日在华沙生命科学大学举行。 
会议将专门讨论波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当
前问题，学生和研究人员的流动性发展以
及城市和地区的智力潜力。 活动组织方
为波兰学术学校校长会议，华沙生命科学
大学和Perspektywy教育基金会。 更多
信息： http://www.studyinpoland.pl/
konferencja2019/program

华沙医科大学学生西尔维娅护
理奖
2018-12-31
来自华沙医科大学健康科学学院护理系的
学生Paulina Pergoł赢得了波兰版西尔维
亚护理国际竞赛。 Paulina Pergoł的“写
给朋友的信”项目获得了奖项，项目包括
志愿者与社会福利院或和平老龄家庭的居
民之间的系统交流。 Paulina Pergoł提到
注意老年人的精神状况并且提出改善方案
尽可能不依赖诸药物。精神状态的改善应
通过与年长，孤独的人的通信来实现。 该

奖项由瑞典关怀国际组织设立，作为瑞典
女王西尔维亚的礼物。

富布赖特斯拉夫奖奖学金
2018-12-31
截止至2019年1月18日之前大家均可以申
请富布赖特斯拉夫奖，获得奖学金人员可
以在2019-2020学年访问美国。 奖学金面
向波兰大学和科学单位的雇员，他们专门
研究波兰和中欧和东欧的文化和历史。 奖
学金获得者可以在与波兰- 美国富布赖特
委员会合作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进行研究
访问，在美国逗留时间为3个月，包括历
史，社会或政治方面的文学研究，电影
研究或文化研究课程。在芝加哥伊利诺伊
大学可以进行为期4个月的研究，研究涵
盖中欧和东欧背景下的文化研究，性别研
究或电影研究和媒体研究课程。 更多信
息： https://fulbright.edu.pl/slavic/

Alojzy Z. Nowak教授成为经济
研究所科学委员会成员
2018-12-31
华沙大学管理学院院长Alojzy Z. Nowak
成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所科学委员
会成员。 Alojzy Z. Nowak教授与来自世
界各地的22位杰出科学家一起被科学委员
会选中，其中包括四位经济科学领域的诺
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是：来自哥伦比亚大
学的Edmund S. Phelps教授；来自纽约
大学的Michael Spence教授；来自芝加
哥大学的Roger Myerson教授；来自伦
敦经济学院的Christopher Pissarides教
授。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所成立于
2015年由Justin Yifu Lina教授负责。Justin 
Yifu Lina教授是世界银行前副总裁兼首席
经济学家，在经济问题上担任中国总统的
主要顾问。 更多信息：http://www.nse.
pku.edu.cn/en/Department/index.
html?type=Advi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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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切青大学参与“西波美拉尼
亚运动学校”项目
2018-12-31
什切青市、Stargard区和什切青大学将开
展“西波美拉尼亚什切青运动学校”项目
提高教师资格。项目将于1月1日开始，时
长为两年。 项目假设在大学与什切青，
斯塔加德和警察的十几所学校和幼儿园之
间建立合作网络，这将有助于知识和经验
的交流。该大学将为教师组织讲授英语，
数学，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自然科学的讲
座。 该项目的受益者是学生，教师和学校
校长以及可以分享知识和经验的教师。这
所运动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为未来的教师建
立一个有效的教育体系，这些教师能够在
教育学的最后几年中验证实践中获得的知
识。

科学部正在编制获奖科学出版
物清单
2019-01-02
2019年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将公布获奖科学
出版物的完整清单，清单旨在减少“掠夺
性出版物”。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长Jarosław Gowin在接受华沙电台的采
访时说道：“出版物清单将由特殊聘请的
专家撰写，科学部本部职员不会参与。“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补充说，创建清
单的目的是限制“伪科学作品”的出版。

波兹南理工大学创建的Fokker 
D.VII飞机复制品
2019-01-02
波兹南科技大学重建了三架Fokker D.VII
飞机。飞机原型是1918年12月在波兹南的
Ławica机场被大波兰省起义者俘获的。 
1918年12月，波兰起义者在波兹南俘获了
300台德国机器，后来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期
间波兰航空的基础，并参与波兰- 布尔什维
克战争中。 飞机复制品重约400公斤（原
来重达540公斤）。它们的护套不同- 原件
是由浸渍的亚麻制成的，这是一种由聚乙
烯材料制成的复制品。飞机配备了基于大
众汽车元件的电子设备，航空电子设备和
发动机，以及机枪模拟器。螺旋桨是从专

业制造商订购的。 这些机器组成是理工学
院，省自治政府和波兰的Motosheet协会
组成的项目。

波兰北极站
2019-01-02
波兰科学院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研究所宣
布招募参加第44次波兰南极站考察的人
员。所需要的人员是：电工、厨师、汽车
修理工、IT专家和生态观察员等。申请日
期将截止至2019年1月13日。 波兰北极
站“Arctowski”正在寻找半年至一年工
作期的员工。为期六个月的工作是夏季
组，寻求博斯曼：浮动设备的服务、维护
和修理；现场助理：现场科学家的支持、
厨师：集体营养领域。 为期一年的的工
作组在冬季，需要远征经理、电工、汽车
修理工、计算机专家、护理人员、生态观
察员、海洋观察员、水化学和冰川学观察
员。 更多信息： http://arctowski.aq/pl/
rekrutacja/

欧洲文化遗产教育项目奖
2019-01-02
由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教授Arkadiusz 
Marciniak领导的Erasmus Plus ANHER
项目是综合考古和自然遗产教育和培训的
创新形式。他获得了欧洲委员会教育，青
年，体育和文化总局的奖项。 波兹南密茨
凯维奇大学的项目是总局颁发的唯一波兰
活动。奖项授予为文化遗产领域的专业人
员群体开发创新形式的教育。 由于对所开
发的良好做法的教育价值的认可和认可，
该项目已成为欧洲委员会为欧洲文化遗产
年和Erasmus Plus项目提供信息和促进战
略的一部分。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校园模型
2019-01-02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电子与电信信息
系的IT学生Maciej Kocot以1：1250的比
例用乐高积木建立了AGH校园的模型。 
Maciej Kocot自己创作了这个模型，他从
2018年4月到12月参与了这个项目。他从
最知名的主楼（A-0）和他花费最多时间的
建筑开始，即计算机科学系（D-17）的总

部。然后建立了能源中心。他测量了单个
校园建筑物并将其尺寸计算成块，分解了
所有段，更改了它们以使效果更加准确和
稳定。 最后的建筑由数千件组成，放置在
27 x 81厘米的板上。 更多信息： http://
zbudujmy.to/2018/12/10/agh/

别尔斯克 - 比亚瓦国际会议
2019-01-03
别尔斯克-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科学大学现
代语言学院邀请各位参加第三届国际会
议“形状期货”。会议的主题将是与文
化，艺术，电影和文学以及政治和社会科
学的未来的各种方面，概念和愿景相关
的问题。 会议计划于3月1日和2日举行，
会议主题为：未来愿景及其动态;未来主
义和对未来的研究; 未来的功能和塑造未
来的过程（塑造趋势，模拟，建模，预测
和未来规划）。 组织者宣布讨论政治的
时间和时间政治，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
的关系，以及一系列主题“未来和叙事”
（未来的叙述和隐喻，科幻小说和投机小
说作为未来研究的催化剂，未来的历史）
。 更多信息： https://shapesoffutures.
wordpress.com/

大波兰省葛尔若举行“边疆文
化遗产”会议
2019-01-03
人文学院波兰语系、学院乌克兰研究学术
中心大波兰省葛尔若国立大学旅游系与 乌
克兰喀尔巴阡山国立大学旅游系共同邀请
各位参加国际科学会议“边境的文化遗
产”。 会议计划于5月14日和15日在葛尔
若大学举行，会议旨在介绍边界地区广泛
了解的文化遗产对文化和科学发展，民族
和民族认同，宗教和相互关系的影响。 会
议面向文化研究人员，语言学家，历史学
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文学学者，欧
洲地区雇员，教师，传教士，神学家，心
理学家和所有对上述人士感兴趣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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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创新伙伴
关系”会议
2019-01-03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与波兰美
国商会组织邀请各位于1月15日参加“创
新伙伴关系”会议。 会议将总结“创新孵
化+”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春季在克拉
科夫技术大学的TRL +竞赛中选出了16个预
先实施的作品。由科学和商业代表组成的
投资委员会选择了具有最高实施潜力的项
目。 此次活动也将是克拉科夫科学家与美
国和波兰公司代表建立直接联系的机会，
这些公司对其解决方案的商业化感兴趣。

波兹南科学家获得波兰科学院
奖项
2019-01-03
来 自 波 兹 南 密 茨 凯 维 奇 大 学 的 M i c h a ł 
Klichowski博士因为“在CyberParks学
习；理论与实证研究“一书获得了波兰科
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科学奖。 本
书中的考虑因素围绕着网络公园学习理念
的构成概念。然而，理论分析导致了一个
令人惊讶的发现：神经科学的最新概念之
一。双任务成本的概念，表明这种类型的
学习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
学生来说也是危险的。为了澄清这个问
题，我进行了两个实验，在认知神经科学
的范例中进行，其假设和结果在本书的第
二个实证部分中呈现。 波兰科学院科学奖
项授予在之前四年内发表的杰出和创造性
作品的科学家以及教育家。

波兰与澳大利亚将在南极洲合作
2019-01-03
波兰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PAS已与澳
大利亚地球科学协会达成协议，两国科学
家可以在该协议下开展南极地区地球科学
领域的联合研究。这是第一份关于地球科
学领域科学合作的文件，在波兰和澳大利
亚之间的这个层面得出结论。 合作协议
将允许在该领域开展符合澳大利亚南极战
略科学计划和波兰极地研究战略的联合
科学活动。 合作的第一阶段将是40多年
未使用过的波兰极地站的振兴Antoni B. 

Dobrowolski，位于Bunger Oasis（东南
极洲）。该站将成为在南极大陆暴露的岩
石上建立自主地球物理站的桥头堡。波兰
地球物理学家在40年后首次探索布格绿
洲，计划于2022年进行。

罗兹大学关于冰岛危机、移民
和情感调整研讨会
2019-01-04
罗兹大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所于
2019年1月17日星期四邀请各位参加“冰
岛的危机，迁徙和情感调查”研讨会。 
研讨会将由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民
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的人类学家Marek 
Pawlak博士领导，他将介绍冰岛政治经
济的变化以及新自由主义引发的国家社会
文化变革。 会议的参与者还将了解90年代
新创造的主体性如何为2008年危机的“复
临”奠定了肥沃的土壤，其后果是什么。

格但斯克大学加入“欧洲海洋
大学”联盟
2019-01-04
格但斯克大学和其他五所欧洲大学的代表
签署了参与“欧洲海洋大学”倡议（SEA-
EU）的声明，旨在为创建欧洲大学获得
资金。 欧洲海洋大学联盟包括：西班牙
Cádiz大学；克罗地亚Sveučilišteu Split
大学；法国Bretagne Occidentale大学; 
德国Christian-Albrechts大学和马耳他
L-Universitàta大学。 建立欧洲大学的想
法是由欧盟及欧盟理事会和欧洲委员会的
成员国发起的。到2024年，将建立大约20
所欧洲大学，这将形成欧盟的基础大学网
络，使学生通过结合欧盟国家的学习获得
学位，从而有助于提高欧洲大学的国际竞
争力。

雅盖隆大学法律周
2019-01-04
从2019年1月14日到1月25日雅盖隆大学
法律周将在克拉科夫举行。活动期间将讨
论以下主题： 法治理念是否是民主国家运
作所必需的？ 波兰在法治方面的争议是什
么？ 今天其他国家和欧盟的法治观念如何

变化？ 活动期间将举办6场讲座。讲座将
于1月14日开始，Andrzej Grabowski教授
讲带来主题为“宪法国家的理论：一种范
式的转变？”的讲座； Fryderyk Zoll教授
将带来主题为“民法可以在没有法治的情
况下发挥其作用吗？”的讲座。

波兹南科技大学IT专家获得总
理奖
2019-01-04
来自波兹南理工大学IT系的两位科学家获得
了总理奖项。 Miłosz Kadziński博士的“
基于各种形式的间接优惠信息的计算机辅
助决策方法学和对解决方案的弹性的综合
分析”研究获得了奖项，该研究涉及计算
机辅助决策工具，可以解决复杂的决策问
题。 Michał Melosik的博士的“用于硬件
加密的可重构混合混沌发生器”研究获得
了奖项。他开发了一种混沌发生器模型，
其结构确保即使在硬件特洛伊木马相互作
用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随机属性。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AIR 2019冬
季会议
2019-01-04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经济学系和劳动力市场
分析与预测系邀请各位参加第11届国际科
学大会“国际关系分析2019.区域发展模
式与方法冬季会议”。 在会议中将谈及以
下： 对欧亚地区国际经济关系的分析; 资
本市场产品的价格风险和区域发展中投资
资本的分配; 保险市场的风险建模和分析; 
区域发展中的新能源技术; 预测区域发展的
模型和方法以及区域发展的理论考虑。 会
议将在波兰科学院卡托维兹分会法律和经
济科学委员会的赞助下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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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国人的恐惧”会议
2019-01-07
“对外国人的恐惧以及对他们的敌意”会
议将于2019年1月11日在华沙大学举行。 
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波兰学生与在波兰大学
学习的外国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会议旨在
展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合作的积极
方面，以及鼓励开放和与外国学生建立友
好联系。 活动的共同组织者是波兰学术学
校校长会议和当代文明问题研究所的传播
和社会责任委员会。 更多信息： https://
uksw.edu.pl/images/konferencje/
program-konferencji-lekprzedobcymi.
pdf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成立
100周年
2019-01-07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于2019年庆祝大学
成立100周年。克拉科夫学院为今年的庆
典准备了许多活动。 将于2月7日举行慈善
音乐会“100年的AGH，一起为孩子们努
力”；4月8日将举行关于1919年矿业学院
成立的历史展览。波兰共和国部长理事会
通过了关于在克拉科夫建立和发射矿业学
院的决议。 5月份在西里西亚贝斯基德将
举行AGH成立100周年的最有趣的学生竞
赛。 6月13日至15日，世界波兰血统工程
师大会计划在10月18日至19日举行并且主
要庆祝成立百年活动以及AGH毕业生世界
大会。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学生是
PGNiG青年创新大赛的获胜者
2019-01-07
来自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动力工程专业的学
生Jędrzej Wrzaskowski在第四届PGNiG
波兰石油和天然气采矿研究和开发项目
Young Innovation竞赛中获得第二名。
他参加竞赛的主题是“从DME获取氢作为
电动汽车元素的示范系统”。 获奖作品包
含解决储氢问题的建议。它假定使用合成
燃料DME（二甲醚）作为载体，然后在蒸
汽重整过程中回收氢气。小型装置使其可
以安装在由燃料电池驱动的电动车辆中，

从而能够以安全和生态的方式使用氢气。 
PGNiG的创新青年竞赛旨在从PGNiG集团
的活动领域中寻找创新理念，这可能会启
动研发项目的实施。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2019现代管
理会议
2019-01-07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系人力资
源开发学生科学圈邀请各位于1月15日参
加2019现代管理会议。活动旨在通过参加
由专家和商业从业者举办的讲座和研讨会
来培养学生的能力和技能。 会议提供了一
个发展现代能力和技能以及学术环境与商
业环境相结合的绝佳机会- 学生将有机会
参与，咨询他们的想法或参与由商业伙伴
特别是学术界准备的招聘流程。 活动将使
学生和企业家受益，他们希望受过良好教
育，年轻且有抱负的人在他们的团队中工
作。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建筑系学
生获得2018最佳社会项目奖
2019-01-07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在
2018年最佳社会项目竞赛中获得了奖项，
奖项授予了残疾人在设计公寓时的帮助。 
获奖项目是联合建筑倡议（WIA），由残
疾人发展支持协会和PoPArch科学界共同
运作了8年。联合建筑倡议旨在帮助残疾
人消除建筑和技术障碍并进行沟通。WIA
还培训理工学院建筑学院和美术学院室内
设计与设计学院的学生，以创建符合通用
设计原则的项目。 获得比赛第一名的是
AmRest的Harvest项目，该项目与食物银
行共同实施。肯德基餐厅颁发了一项大规
模防止食物浪费的计划。

波兹南理工大学研究人员获得
波兰智能发展奖提名
2019-01-08
来自波兹南理工大学的Krzysztof Wegner
获 得 2 0 1 9 年 波 兰 智 能 发 展 奖 “ 未 来 科
学家”类别提名。他在由LIDER VIII计
划 下 的 国 家 研 究 与 发 展 中 心 资 助 的 项

目“MUCHA  - 空间图像登记和处理系统”
中的工作获得了奖项的提名。 Krzysztof 
Wegne的研究目标是开发一种创新的系
统，用于记录和处理具有极高分辨率的空
间图像，大量注册光束和广角采集。项目
的成果将是构建新一代空间图像相机的技
术。 与空间图像配准系统一起，将开发处
理记录的空间移动场景的专用算法。它们
将启用先前记录的移动空间场景中的虚拟
漫游和注册对象的精确几何测量。

弗罗茨瓦夫大学研究人员获得
奖项
2019-01-08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心理学研究所的Anna 
Oleszkiewicz博士获得了2018年科学成就
奖，奖项由德国耳鼻喉科学会烟雾与味觉
研究部门资助。 奖项是在伯尔尼举行的
一次会议上颁发的，Anna Oleszkiewicz
博士展示了最受欢迎的气味“Sniffin'棒”
测试的新时代标准，测试是在超过9100人
的样本上开发的。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发
表在欧洲犀牛- 喉科学欧洲档案杂志上。 
根据测试结果，新的年龄标准是必要的，
因为之前的标准值是基于较小的样本量特
别是在老年人群体中。在开发新测试结果
后，观察到性别和年龄对嗅觉效率的显著
影响。最明显的是5至20岁之间嗅觉测试结
果，60至71岁之间的嗅觉显著下降。

什切青科学家获得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长奖项
2019-01-08
来自什切青大学的Andrzej Potemkowski
教授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的奖项，
他组织了“大学间的大学间会议日”。 会
议从2012年开始举办，由心理学研究所的
临床心理学和心理预防系，以及波美拉尼
亚医科大学精神病学系，地区医学会，波
兰神经学会的什切青部门以及波兰精神病
学协会和Cogito协会共同组织。其中的一
系列讲座和研究有助于消化神经科学领域
的知识。 每年科学部都会颁发奖项以表彰
在过去一年中取得的杰出科学成果，个人
和集体教学成就以及组织方面的成就。今
年有69位学术界代表获得了这一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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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活动提交申请截止日
期
2019-01-08
截止至2019年1月14日可以提交2014  -  
2020年农村发展计划所涵盖的“合作”
行动的支持申请。项目由农民代表、科学
家、企业家和农业顾问组成的业务小组开
展。 波兰电台通知道：“项目旨在为农业
实践引入创新解决方案。“合作”计划可
以将知识从研发中心转移到各个领域。“ 
活动申请可在华沙的农业结构调整和现代
化机构总部提交，地址为Poleczki 33。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
斯卡大学研究人员获得了“地
质学2018”竞赛主要奖项
2019-01-08
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大学新闻办公
室BeataWie lowińska-Pawlak通知
道：“Tomasz Pieńkos教授、Andrzej 
Trembaczowski博士和Artur Wójtowicz
博士在“地质学2018”竞赛中获得了环
境部的主要奖项。“ 竞赛旨在促进创新
服务和解决方案，促进可持续管理环境资
源的活动并支持科学发展和地质知识的普
及。 竞赛授予了领域开发和推广波兰地
质，科学和技术解决方案以及基础发现的
项目。奖项授予科学家的“工业，创新”
类别奖项，旨在改进研究自然环境和地
质构造中元素同位素组成的质谱技术。 
更多信息： https://www.gov.pl/web/
srodowisko/

密茨凯维奇大学天文台科普讲座
2019-01-08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天文台研究所邀请
各位参加2019年系列科普讲座。对于天文
学领域的有趣问题将由大学科学家近似在
科普讲座时解答。 讲座将每月举行一次，
每天两次，参加讲座不收取任何费用但需
提前预订名额。每次演讲结束后奖计划参
观天文台，展示望远镜，并在天气良好的
情况下观察天空。 2019年上半年的讲座计
划安排为： 1月18日：波兹南天文台100
周年; 2月15日：仰望天空; 3月15日：巨

大行星; 4月12日：小行星内部结构 5月10
日：1919年日食、广义相对论 6月14日：
人类跨出的一小步与社会进步的一大步。 
更多信息： http://www.astro.amu.edu.
pl/pl/popularyzacja/wo/

“宪法”在年度最佳词汇的公
民投票中获胜
2019-01-08
“宪法”这个名词在由华沙大学组织的“
年度最佳词汇”公民投票中获胜。 “宪
法”投票率高达69.02％。互联网用户。排
在第二位的是名词“数据”（5.71％的选
票），第三名是“独立”（4.26％）。 华
沙大学通知道：“宪法不是过去几个月的
任何一个词，但是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
日这个词的关键特征图表明，这是整个时
期公共话语的一种表达。”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法已送
达至众议院
2019-01-08
关于Łukasiewicz研究网络的新法律草案
已送交至众议院审核，提案在去年已提交
至众议院但并没有通过立法程序。 项目假
定将在波兰科学领域建立一个研究机构网
络，网络将由一个中央单位负责。据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所强调，Łukasiewicz中心将
成为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协调者。中心还将
制定“向外部实体提供专业工具的程序”
，包括企业，这将允许在科学和商业之间
架起一座桥梁。关键是要让发现和科学工
作转化为经济上的成功。 Łukasiewicz研
究网络在运营的第一年将耗资2500万兹罗
提，未来10年每年将达到1750万兹罗提。

波兰科学院研究所获得近5000
万兹罗提资金
2019-01-09
波兰科学院研究所获得近5000万兹罗提
资金，资金将用于分配提高员工最低工
资水准。 根据科学部提供的信息，额外
的资金将为研究所工作的科学家们带来
吸引力，他们的收入水平将与公立大学的
教职工工资等同。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

部长Jarosław Gowin说道：“增加补贴
以保持研究潜力，这将使研究所增加，这
是科学部与波兰科学院领导之间的一种协
议。科学部目前没有权利设定最低薪酬水
平。”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学生参加全
球管理挑战赛第二阶段
2019-01-09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学生团队进入了世
界上最大的商业模拟管理挑战2018/2019
（GMC）竞赛的第二阶段。 在商业模拟
管理挑战竞赛中，团队由三至五人组成
并经营在虚拟市场上竞争的公司。在模拟
的第一阶段，共有155个团队参加，为期
五周，他们为公司的最高投资成果而奋
斗。60个团队将有资格进入下一阶段 在高
级培训计划中，竞赛使用游戏化，使用商
业中的计算机游戏机制。模拟使人们有机
会担任董事会的角色，并为虚拟市场的下
一季度开展公司业务。 商业模拟管理挑战
竞赛是波兰唯一一个与管理领域公司员工
竞争的竞赛。自1980年以全国在线竞赛的
形式组织起来，比赛已经吸引了全世界50
多万参与者。

第二十六届数学与逻辑运动国
际锦标赛
2019-01-09
第二十六届数学和逻辑比赛国际锦标赛资
格赛已经开始，组织者提供了一系列合格
任务和新规定。5月将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大
学举行决赛。 参与者分为八类：小学，初
中，高中和大学生，学生，数学家和IT专
家，以及成年人（无论是教育还是专业）
。前两轮资格赛将以电子方式进行。解决
的任务应在2019年1月20日（至23.59）之
间通过特殊登记表发送。 五月竞赛的获胜
者将成为波兰在巴黎数学和逻辑运动会第
三十三届国际锦标赛中的代表。2018年“
科学女王”的波兰爱好者赢得了8枚奖牌，
其中包括3枚金牌。 更多信息： http://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matematycy-na-start-110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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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第十一届中心机器
人竞技
2019-01-10
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品将在1月12日在弗
罗 茨 瓦 夫 会 议 中 心 举 行 的 第 1 1 届 机 器
人竞技场比赛中展开竞争。比赛由科学
圈“KoNaR”组织。 组织方在今年的比赛
版本中准备了新的比赛：战斗- 机器人在
锯，刀，锤子和镐和救援上的斗争，在迷
宫中寻找失踪者，然后将他运送到安全基
地。 无人机将出现在机器人竞技场上。比
赛条件为：无人机在指定路线上执行类似
无限的符号的图形和无人机沙盒，在特别
准备的轨道上争取天空的。 机器人竞技场
是波兰最大的机器人活动之一。比赛的目
的是获得乐趣，整合环境和促进机器人技
术。

Jerzy Sobczak教授成为欧洲
行动COST管理委员会成员
2019-01-10
来 自 克 拉 科 夫 A G H 科 技 大 学 铸 造 部 的
Jerzy Sobczak教授被提名为欧洲行动
COST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COST（欧洲科
技合作）为COST活动的研究网络提供资
金。 这些网络为欧洲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
供了开放空间，从而推动了研究和创新。
研究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任何科学
领域的研究思路创建一个网络。

卡托维兹第六届国际消费者大会
2019-01-10
西里西亚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消费者监
察员协会与西里西亚大学法学院管理基金
会Iuridica邀请各位参加第六届国际消费者
科学大会“消费者事故调查、消费者新订
单“。 会议将致力于消费者权利以及与该
领域新法律法规相关的问题。与会者将有
机会讨论消费者的实际和理论保护，交流
经验并开展国内外合作。 会议将于2月28
日至3月1日在西里西亚大学法律与管理学
院第7礼堂Bankowa街道11B和Arena酒
店(Tychy,  gen. de Gaulle’a 街道8号)
举行。

Piotr Dardziński负责改革研究
机构的运作
2019-01-10
总理Mateusz Morawiecki任命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担任政
府代表并且负责改革研究机构的运作。前
任负责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的Piotr 
Müller1于2018年12月就职成为国务
卿。 Piotr Dardziński副部长将负责的改革
目的是建立一个综合的研究中心网络，其
主要任务是将知识转移到经济中。 研究机
构的改革是波兰政府政策的重点之一，是
实施“负责任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

Ryszard Tadeusiewicz教授获
得了2018年科学推广称号
2019-01-10
Ryszard Tadeusiewicz教授、Aleksandra 
Ziembińska-Buczyńska博士、Dariusz 
Aksamit，语言爱好者圈子Papillon，现
代知识中心和Paulina Łopatniuk成为波
兰科学机构和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组织的
2018年科学推广竞赛的获奖者。 科学竞赛
促进者奖励人们和机构与与学术环境无关
的人分享他们的知识，向他们揭示现代科
学的秘密。 2018年科学推广者的主要奖
项和头衔授予来自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
的Ryszard Tadeusiewicz教授。Ryszard 
Tadeusiewicz教授教授负责推广与生物控
制学，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自动化
和机器人相关的主题。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论坛会议录
2019-01-10
波兰大学论坛将于1月11日至13日在比亚
韦斯托克大学举行会议, 大会组织方是波德
拉谢地区最大的大学学生会议。讨论的主
题包括高等教育改革和学生在实施“高等
教育和科学法”过程中的作用。 波兰大学
论坛是波兰大学校长会议期间大学学生自
治政府之间的自治协议，也是波兰共和国
学生议会的贸易委员会。 会议将在比亚韦
斯托克大学校园举行。大会最重要的一点
是选择波兰大学论坛的新权威。

Kazimierz Darowicki教授获得
Primum Cooperatio奖
2019-01-11
来自格但斯克工业大学化学系电化学，腐
蚀与材料工程系主任Kazimierz Darowicki
教授获得了Primum Cooperatio奖。 自
2014年以来，由波美拉尼亚雇主组织授予
的奖项授予获得了杰出科学成就并结合在
实施经济科学成就方面的记录活动的科学
家们。 Kazimierz Darowicki教授是电化
学，腐蚀与材料工程的主席，这是世界著
名的科学单位，从事腐蚀和防腐蚀研究。
他开发并实施了其中之一免维护的自动化
系统，用于监测格但斯克市下层平台水厂
的腐蚀情况，以及评估Bełchatów电厂烟
气脱硫装置中衬里和防腐蚀涂层状况的方
法。  

科学部招募科学评估委员会成
员
2019-01-11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已开始为科学评估委员
会成员招聘候选人，申请将持续至2019年
1月25日。 根据科学部提供的信息，委员
会的任务包括评估科学活动的质量，编写
科学专着和科学期刊的清单以及国际会议
的同行评审材料，并在评估科学活动质量
和博士学校教育质量方面进行分析。 科
学部正在寻找在处理个别学科范围内的问
题的环境中享有最高科学权威以及拥有杰
出科学成就的人士。 更多信息： https://
www.gov.pl/web/nauka/nabor-na-
czlonkow-komisji-ewaluacji-na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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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伦哥白尼大学研究人员正在
探索中世纪帕克港
2019-01-11
托伦哥白尼大学水下考古系的研究人员正
在调查帕克早期中世纪港口的遗迹。研
究工作作为欧洲虚拟拱门项目的一部分
由Interreg Central Europe计划资助进
行。 来自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奥地
利、意大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德
国的合作伙伴也参与了项目。项目承诺普
及和传播有关考古遗产的知识，这些知识
迄今仍然无法获得普及。 这一目标的实
施基于虚拟和增强现实方法的使用，这些
方法越来越受欢迎，用于展示难以到达的
空间，包括过去景观和考古遗址的遗迹-
。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5867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研究人员获
得Science Populariser竞赛奖
2019-01-11
来自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生理学系的Paulina 
Łopatniuk是波兰新闻社和科学与高等教
育部组织的Science Populariser竞赛的
获奖者之一。 Paulina Łopatniuk开办了
一个科学博客“笼中的护理学家”。使用
易懂的语言讨论各种医学问题，特别是在
病理学，肿瘤学，生殖生物学，传染病和
寄生虫病以及预防性疫苗接种领域。 第14
届“科学推动者”比赛于1月7日在华沙哥
白尼科学中心进行。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和波兰新闻社
副局长Łukasz Świerżewski出席了活动。 
竞赛自2005年以来一直举办，已有140名
选手参加了比赛。 更多信息： https://
patolodzynaklatce.wordpress.com/

卡托维兹电影科学会议
2019-01-11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与SWPS大学共同邀
请各位于4月4日至5日参加第三届全国“电
影心理学”大会，今年会议的主题是“电
影的社会角色”。 会议期间将讨论海报会
议、举行专家讲座、研讨会、讨论小组、
教师认证讲习班。会议是交流经验和良好

做法的机会。 会议面向广泛的受众：来
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博士生和各个研
究领域的学生，教师，学校教育家和心理
学家，使用电影进行教育，预防和治疗的
人，电影制作人以及电影爱好者。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研究人员获
得教育之星的称号
2019-01-14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招生系主任解剖与神经
生物学系助理教授Sławomir Wójcik博士
成为由教育基金会“Perspektywy”组织
的“2019国际化之星”的获奖者。他赢
得了教育之星奖项。 Sławomir Wójcik博
士已参与波兰大学和科学的国际化超过15
年。他的活动领域包括国家和国际推广，
波兰语和英语研究招生，准备高等教育的
教学，高等教育（解剖学和神经生物学）
以及准备鼻化考试。 竞赛的目的是奖励和
推广在波兰大学国际化方面取得杰出成就
的人。奖项的候选人由大学，学生组织，
大学员工和学生提交。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Aleksandra 
Ziembińska-Buczyńska教授
是科学推动者
2019-01-14
来自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的Aleksandra 
Ziembińska-Buczyńska教授获得2018年
度科学家推广者称号。自2005年以来，波
兰新闻社和科学与高等教育部组织了科学
促进者竞赛。 Aleksandra Ziembińska-
Buczyńska教授是微生物学家和科学普
及中心的主任，该中心于2017年在理工
学院成立。Aleksandra Ziembińska-
Buczyńska教授说道：“我是一位活跃的
科学家，教育家和推动者。另外，我试图
在我的大学管理科普活动的协调员，因为
我喜欢分享我的知识。” 中心的活动包
括“量身定制的学习”：根据接受者的个
人需求量身定制的课程；“初级和高级技
术大学”：为有照顾者的儿童开设的课
程。中心还组织了针对奥运会和学科竞赛
获奖者的科学家个人课程。

波兰航天局颁发空间工程领域
最佳学生毕业论文奖
2019-01-14
波兰航天局公布了科学奖竞赛空间工程
领域最佳学生毕业论文奖。 在本科论
文类别中，来自热舒夫理工大学的Piotr 
Skoczylas的“对修斯发动机提出可靠且经
济的亚轨道推进系统的建议”论文获得了
奖项； 在硕士论文类别中，来自华沙理工
大学的Michał Hało的“为欧洲罗孚挑战
移动机器人竞赛检测和识别标记”论文获
得了一等奖。 比赛旨在促进波兰大学学生
在空间工程领域的个人和团队成就，在研
究和使用空间领域开展教育活动并开展宣
传活动。

Nickelodeon儿童频道将与华
沙理工大学一起合作
2019-01-14
Nicke lodeon儿童频道将与华沙理工
大学一起合作 2019年2月4日至8日儿童
电视频道Nicke lodeon将与与华沙理
工大学自动化与应用计算机科学研究所
合作，为华沙儿童组织一次编程教育。 
wirtualnemedia.pl门户网站通知道：“
在活动期间8-11岁与12-15岁的儿童将在两
个年龄段的专家和教育者的监督下创建网
站，学习编程、创建应用程序和游戏。参
与者将前往华沙理工学院和哥白尼科学中
心，球形电影院，工作坊和儿童瑜伽元素
的放松练习。” 更多信息： www.nick.
com.pl/technick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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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与
Labvenn公司合作项目
2019-01-15
经过六个月的紧密合作弗罗茨瓦夫美术
学院和希维博济采公司Labbvenn完成
了“下西里西亚创新奖金”项目。 项
目准备了一个全面的设计文件和一个狗
或猫的袋子，一张床和一件猫的家具原
型。Labbvenn为动物提供家具和配件，
并且宣布在弗罗茨瓦夫大学开发大规模生
产设计。 “下西里西亚创新奖金”项目是
下西里西亚地区发展局提供的商业和科学
环境之间合作的支持。项目于2018年6月
至12月在学院设计部实施，项目价值共计
71000兹罗提。

波兹南科学获得波兰微生物学
家协会科学奖
2019-01-15
波兹南理工大学有机化学系的Wojciech 
Smułek 博士作为文章“无患子皂苷，对
碳氢化合物的影响，细菌菌株在短期和长
期接触污染物后的生物降解”主要作者获
得了波兰微生物学家协会的科学奖。 文
章的共同作者为Agata Zdarta、Piotr 
Krawczyk、Teoil Jesionowski和Ewa 
Kaczorek。文章介绍了微生物学，表面
活性剂物理化学和环境工程等领域的跨学
科研究。 研究结果可以更有效地设计受石
油衍生物污染的区域的生物修复过程。此
外，先前研究的结果表明含有皂苷作为天
然表面活性剂的植物提取物具有很高的潜
力。

罗兹大学Henryka Bochniarz
博士讨论2019经济挑战
2019-01-15
2019年1月17日罗兹大学经济与社会学系
Henryka Bochniarz博士将进行题为“新
的全球秩序还是新的全球秩序？”的公开
讲座。 Henryka Bochniarz博士将在讲座
期间讨论以下问题： 2019年有哪些挑战
等待我们？ 经过多年的经济增长，2019
年世界正在等待放缓。这将如何影响欧盟
和波兰的经济状况？ 在欧洲经济面前出现

了一个战略问题：如何在新的全球经济秩
序中找到一席之地？ 欧洲的相对经济稳定
和和平不足以使欧盟在全球混乱中获得稳
固的地位。 Henryka Bochniarz是经济学
博士。她是Confederation Lewiatan的
创始人和总裁，以及欧盟最大的雇主组织
BUSINESSEUROPE的副总裁。

热舒夫科技大学毕业生获得
2019国际ArchiPrix竞赛提名
2019-01-15
热舒夫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与建筑学
院的建筑学毕业生Luiza Posłuszny的论
文“城市屋顶- 城市重建概念”获得A2019
国际ArchiPrix竞赛提名。 这是一个以双
年展形式组织的国际比赛，展示了来自世
界各地的最佳文凭项目。Luiza Posłuszny
在她的论文中专注于上方的空间研究，她
选择弗罗茨瓦夫来实施她的毕业论文。 
Luiza Posłuszny解释说道：“我的工作引
起了对具有潜力的非功能性场所问题的关
注，它是试图改善城市空间质量的核心，
可以自由塑造平屋顶，称为城市屋顶。” 
更多信息： http://www.archiprix.
org/2019/?m=22

卡托维兹科学信息中心关于 “
掠夺性”杂志问题探讨
2019-01-15
卡托维兹科学信息中心和学术图书馆邀请
各位于1月17日参加由Aneta Drabek博士
讲课，她将致力于“掠夺性”杂志和出版
物的问题，并将帮助识别不公平做法。 科
学家越来越成为欺诈行为的受害者掠夺性
出版商，其主要目的是勒索文本和出版资
金。 此类出版商出版的杂志通常不受出版
流程或审核流程的约束。他们的活动主要
集中在说服潜在作者在其出版社出版并收
取费用。 CINBA是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和西
里西亚大学两所大学的共享图书馆。

克拉科夫工业大学第十一届运
输日
2019-01-16
克拉科夫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科学物
流学会TiLOG的学生将于2019年1月17日
至18日组织国际科学研讨会第十一届运输
日。 活动旨在与学术环境，TFL行业的公
司以及来自波兰和国外其他大学的学生交
流知识和经验。 会议将由三个小组组成：
后勤，铁路和航空。与会者将讨论以下问
题： 智能运输系统；控制和优化物流和
运输过程的计算机工具； 与其他运输方式
的铁路一体化发展方向； 波兰和欧洲的
航空运输市场； 航空旅行数字化。 更多
信息： https://www.facebook.com/
events/199192580978120/

Eugeniusz Piasecki大赛是体
育教育中最有趣的一课
2019-01-16
截止至4月12日均可以在全国Eugeniusz 
Piasecki通过使用有吸引力的身体活动来
实施核心体育课程比赛中提交作品。 第12
届比赛的组织方是波兹南体育学院。学生
也可以参加比赛，这是比赛历史上的第一
次体育教师参加比赛。比赛旨在选择最有
趣的体育课，这不仅可以塑造身体健康，
还可以教授合作，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教育
理念。 决赛将于5月16日举行。 更多信
息： www.awf.poznan.pl/pl/wfsir-zd-
daf-materi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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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Anna 
Mazurkiewicz教授获得海曼奖
2019-01-16
来 自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历 史 系 的 A n n a 
Mazurkiewicz教授获得海曼奖。奖项在波
兰- 美国历史学会第75届年会期间颁发。 
这是波兰美国历史协会授予的最负盛名的
奖项，海曼奖自1966年以来一直授予对波
兰- 美国研究领域研究发展的杰出贡献的科
学家。 Anna Mazurkiewicz教授对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中欧政治移民的历史进行了研
究。她是1948年至1954年美国冷战政策中
的中欧和东欧政治难民专著的作者，以及
一些专门讨论波兰在美国的政治移民问题
的文章。Anna Mazurkiewicz教授在格但
斯克大学教授美国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的历史和移民史。

热舒夫科技大学纪念国际天文
学联合会100周年
2019-01-16
热舒夫科技大学学生自治与学生志愿者
合作组织“通过仰望星星扩大视野”的活
动。活动将于2019年1月18日在热舒夫科
技大学文化与科学中心举行。 活动旨在纪
念2019年国际天文学联盟成立100周年。
在活动期间，科学界和学生组织将展示他
们的活动。 作为热舒夫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的行动的一部分，将有一个讲座小组由邀
请的发言人领导，以促进波兰青年的天文
学学习水平。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科学家
获得科学部奖项
2019-01-16
来自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两位科学家
因为在过去一年取得的杰出科学成就，个
人和集体教学成就以及组织方面的成就而
获得科学部颁发的奖项。 波兹南电影学院
的创始人，AMU电影，媒体和视听艺术学
院Marek Hendrykowski 教授获得了终身
成就奖，他是艺术和电影文化史研究员，
媒体专家，电影理论家，电影研究领域出
版物的作者。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化学
系的Tomasz Grzyb博士也获得了奖项，他

的科学兴趣包括：纳米材料的合成及其功
能化，镧系离子的光谱性质，上转换现象
和纳米材料中的能量转移过程，激光光谱
学。

“履行数据保护职能”会议
2019-01-16
SABI 数据保护监督员协会与华沙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共同邀请各位参加全国会议“执
行数据保护官职能的第一次经历”，会议
将于2019年1月24日在华沙理工大学主楼
举行。 会议期间华沙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院
长Janusz Zawiła-Niedźwiecki教授将发
表题为“第四次技术革命时代的数据保护
主管”的就职演讲。会议致力于完成数据
保护官员的任务 会议包括讲座，讲座和讨
论小组。 更多信息： http://sabi.org.pl/
dzien-IOD-2019.php

什切青大学学生获得了什切青
市长奖学金
2019-01-16
来自什切青大学的四名学生获得了什切青
市长的第一个奖学金，奖学金针对高中和
职业学院最佳毕业生。 奖学金计划的目
的是鼓励年轻的有天赋的人在什切青的公
立大学接受和完成教育，防止有才华的高
中毕业生从城市流出，并帮助获得合格
的区域业务人员。 城市信息中心的Piotr 
Zieliński说道：“奖学金还包括建立什切青
公立大学的声望，促进教育提供，提高在
当地市场经营的企业家的竞争力和经济发
展。” 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是： 来自新闻
和社交的KarolinaŁukawska ; 来自管理系
的Weronika Niedźwiecka; 来自法律系的
Kacper Paszyński； 来自物流专业的Piotr 
Smuda 。

Leszek Balcerowicz将在什切
青大学开设讲座
2019-01-17
什切青大学和市民发展论坛邀请各位参
加Leszek Balcerowicz博士的公开讲座 
“Ustroje制度体系和波兰的生活条件“
，讲座将在经济科学与管理学院进行。 

Leszek Balcerowicz博士将概述政治制度
在为特定国家的人口经济发展和生活创造
条件方面的作用，因为国家管理制度对于
经济背景下的居民生活至关重要。他还将
提及注意公民权利，法治，经济自由和民
主机制在建立福祉方面的作用，因为所有
这些系统性变量都是相互依存和相同的。 
Leszek Balcerowicz博士是经济学专家，
波兰国家银行前总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波兰第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府的副总理兼财
政部长也是华沙中央商学院的教授。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赢得
国际竞赛
2019-01-17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在国际建筑竞
赛中获得第三名。他们的设计的森林冥想
舱不仅可以深入集中，而且还可以生态
化。 竞赛的任务是开发一个全年独立的
一栋房屋，面积最大为15平方米，可以
站在拉脱维亚Bezdibene湖周围的森林
中。 小屋允被大自然包围，但它必须配
备厨房和卫生设施，供一个人供水和食物
供应，以及供暖。 设计的作者是Karolina 
Kiełpińska、Marta Lisiakiewicz、Emilia 
Oworuszko和Aleksandra Białkowska。
设计假设建筑将主要由木材制成，墙壁
隔热。 用于照亮内部的能量由光伏板提
供，并且建筑物通过加热油炉加热。 更
多信息： http://pwr.edu.pl/uczelnia/
a k t u a l n o s c i / i c h - p r o j e k t - u l a t w i -
medytacje-na-lonie-natury-110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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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 Calo教授将在AGH科
技大学举办研讨会
2019-01-17
2019年1月21日，来自澳大利亚珀斯科廷
大学的Victor Calo教授将在在克拉科夫
AGH科技大学信息中心举办一次关于等几
何分析的公开研讨会。 研讨会将介绍等几
何分析，其中也包括Victor Calo教授创建
的几何分析法。 等几何分析是一种对各种
工程问题进行有效和准确的数值模拟的方
法。 Victor Calo教授一位高度引用的科学
家（Highly Cited Researcher）。 他是
世界上1％被引用最多的IT科学家。 世界上
有95位这样的科学家，其中5位参与了等温
分析领域。

哥白尼大学科学家的发明获得
国际奖牌
2019-01-17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巴黎国
际创意大奖赛以及台湾高雄国际发明与设
计博览会上获得了6枚奖牌。 在巴黎获得
金牌和在高雄获得银牌的是以下发明： “
具有加速植入部位愈合和减少血栓形成的
特性的血管内支架”； “获得真菌来源的
生物制剂的方法，加速了聚合物材料的降
解和生物制剂”。 在巴黎获得金牌和在高
雄获得铜牌的发明是：“基于刺五加提取
物的适应原效应的制备和基于刺五加提取
物的适应原效应制备方法”。 来自14个
国家的150项发明参加了巴黎的展会，来
自21个国家的代表在高雄的展会上展示了
380多项发明。

下西里西亚网络安全集群
2019-01-18
下西里西亚网络安全小组在第一次会议期
间，成立了集群理事会并且确定了2019年
最重要的行动方向。 集群成员的主要合作
领域是：网络防御：机构，业务系统和工
业控制中最重要的IT资源的保护和安全; 管
理，法律和审计：管理风险分析的安全团
队和技术，并对最重要的IT系统进行技术
审计。 主题活动是取证，从数字系统中获
取和分析证据，以便找到痕迹并获得与信

息和信息系统安全相关的证据; 电磁安全; 
应用程序安全性和渗透测试，识别和评估
潜在攻击。 更多信息： http://pwr.edu.
pl/uczelnia/aktualnosci/dolnoslaski-
k l a s t e r - c y b e r b e z p i e c z e n s t w a -
zainaugurowal-dzialalnosc-11079.html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助理教授获
得总理奖
2019-01-18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经济学系公共管理与社
会科学系助理教授Hanna Kelm博士的“
波兰人口退化条件下家庭政策的有效性”
论文获得了总理奖。 Hanna Kelm博士
开发并使用所提出的模型来诊断波兰家庭
政策，该模式基于家庭的需求，分为四类
需求：经济；工作和儿童保育; 孕妇和儿
童的保健; 支持功能失调的家庭和家庭安
全。Hanna Kelm博士的论文也获得了劳
动和社会研究所的奖项。 今年共有462篇
论文提交参加竞赛，其中54篇论文获得了
奖项。6人因其杰出的科学和艺术成就而获
奖，19人获得了科技成果的优异成绩。29
篇博士论文和博士后论文获得了奖项。

格但斯克大学研究人员获得波兰
共和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奖提名
2019-01-18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社
会学和新闻学研究所的Alina Kietrys获得了
波兰共和国新闻工作者协会Bolesław Prus
奖终身成就奖的提名。 Bolesław Prus奖
多年来对于杰出记者颁发奖项，是波兰共
和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成员的最高荣誉。 来
自整个新闻界的记者，所有新闻协会和组
织的成员都有机会获得奖项。奖项分为两
个阶段：新闻业终身成就奖（“金色普鲁
士”）和35岁以下年轻记者奖（“绿色普
鲁士”）奖。

西里西亚大学第二十五届 “教
堂婚礼的过程”神学会议
2019-01-18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神学系邀请各位于1
月24日参加第二十五届神学会议，会议的

主题是“教堂婚礼的过程”。会议包括海
报展览，介绍性表演和教会法领域的公开
讲座。 卡托维兹大都会法院和牧师的副议
长Fr. Mariusz Auguścik博士与格利维采主
教法院Rafał Dappa博士将作为会议嘉宾
出席。 会议期间将讨论以下问题：婚姻同
意的障碍和缺陷以及关系形式的信息及对
婚姻的规范描述。

奥利希尼察与弗罗茨瓦夫科技
大学合作
2019-01-18
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为我们开设了与奥利
希尼察高中的合作，这是受到弗罗茨瓦夫
技术大学的赞助的六所高中之一。 合作的
主要目标是促进精确和技术科学，并帮助
培养学生的兴趣和激情。弗罗茨瓦夫科技
大学承诺为下西里西亚科学节项目的实施
提供支持，保证所有学生都能参与“人才
学习”计划，并向学生展示学生研究俱乐
部实施的项目。 合作计划还假设学生可以
参加大学开放日，在大学招聘期间通知科
学会议，研讨会，讲座和讲座以及支持和
服务。

波兹南天文学家在“自然”杂
志上发表研究结果
2019-01-21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天文台研究所的科
学家将研究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著名期
刊“自然：杂志上。 Michał Michałowski
博士、Tadeusz Michałowski教
授、Krzysztof Kamiński博士、Tomasz 
Kwiatkowski博士与Mikołaj Krużyński 在
一个国际团队工作，观察伽玛闪光和相关
的热物质茧，这是第一次证实这种现象与
同时超新星爆炸的关系。观测使用Roman 
Baranowski望远镜，这是属于密茨凯维奇
大学的仪器，位于亚利桑那州。科学家们
通过互联网从波兹南进行远程管理。 自然
是最古老，最负盛名的科学期刊之一。多
年来它是世界上所有科学期刊中引用率最
高的国家之一。 更多信息： https://www.
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8-08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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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与大学临床
中心成为医学领袖
2019-01-21
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与格但斯克医科大学临
床中心获得了2018年卫生保健医学领袖竞
赛的成功奖。大学因其丰富的教育和培训
活动而获奖，格但斯克医科大学被认为是
波兰最具创新性的医院。 比赛评审团赞
赏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在学术界的承诺和所
采取的举措。格但斯克医科大学在推广儿
童和成人健康，疾病预防和治疗方法知识
方面拥有多年经验。 格但斯克学生积极
参与慈善教育和教育计划，支持孤儿院，
寄养家庭和物质较低家庭中养育的儿童的
发展。作为肯尼亚心脏项目的一部分，他
们教会了肯尼亚如何正确地进行心电图测
试并解释其结果。 更多信息： https://
gumed.edu.pl/52795.html

西里西亚科学奖
2019-01-21
来自西里西亚省的学者和创作者荣获西里
西亚学术奖，这是对科学发展做出重大贡
献，具有特殊艺术成就，并在国家和国际
舞台上推广西里西亚科学和艺术的一种荣
誉。 获得奖项的是：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
的Jan Kisiel教授； 来自西里西亚理工大
学的Przemysław Data教授； 来自西里西
亚医科大学的Beata Kos-Kudła教授； 来
自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学的Ewa 
Jabłczyńska教授； 来自卡托维兹体育学
院的Paweł Rank教授； 来自卡托维兹美
术学院的Jacek Rykał教授。 来自西里西
亚大学的Wacław M. Adamczyk博士获
得了博士类奖项；获得博士奖项提名的是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的Konrad Graczyk；来
自西里西亚医科大学的Zuzanna Rzepka
与 来 自 西 里 西 亚 理 工 大 学 的 M a t e u s z 
Wąsik。

一本十七世纪的书回到了弗罗
茨瓦夫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中
2019-01-21
Sztambuch Melchior Lucas一书于1665
年在波兰战争失败后从波兰流失。书籍手

稿来自弗罗茨瓦夫前城市图书馆的藏品，
其目前的继承人是弗罗茨瓦夫大学的大学
图书馆。 Sztambuch于2018年4月在德国
Kiefer拍卖行上市销售。文化和国家遗产
部在对象的初步核实后立即转向拍卖行的
所有者，并要求停止销售该稿件。 图书馆
馆长要求归还文化财产部，在国外文化遗
产部和文化和国家遗产部的战争损失中运
作，他们成功地进行了恢复书签的过程以
帮助恢复手稿。 sztambuch创建于17世
纪。它与Thomas Rehdiger（1540-1576
）关于圣Elżbieta教堂的收藏有关。 更多
信息： https://uni.wroc.pl/xvii-wieczny-
sztambuch-powrocil-do-biblioteki-
uniwersyteckiej-we-wroclawiu/

托伦科学家获得国际化新星奖项
2019-01-22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物理天文学和应用信
息学院的Agata Karska博士成为由教育基
金会“Perspektywy”颁发的第二届环境
之星国际化之星的获奖者。 Agata Karska
博士获得了特殊的新星新星奖。奖项授予
不超过35岁的研究人员，研究人员未来将
在国家和国际方面作出科学贡献。 Agata 
Karska博士成功地将全球一级的科学研究
与院长全权代表的国际化功能结合起来，
并协调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大学研究和教育
国际化的项目。 更多信息： https://www.
umk.pl/wiadomosci/?id=25893

Okta Chandra Aulia赢得了
最佳外国学生竞赛
2019-01-22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Okta Chandra Aulia
是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学生，她赢得了波
兰最佳外国学生竞赛中的硕士生奖。 Okta 
Chandra Aulia参与了气候和可持续发展
计划并与大学促进办公室合作，目前是华
沙生命科学大学的实习生。她是印度尼西
亚红十字会的成员，也是波兰印度尼西亚
学生协会的成员。 竞赛由Perpektywy教
育基金会组织，波兰学术学校校长会议主
席Jan Szmidt教授荣誉赞助。竞赛合作伙
伴为波兰学术学校校长会议、波兰共和国
学生议会和全国博士生代表。

海乌姆学生代表将参加青少年
世界滑翔锦标赛
2019-01-23
来自海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校的Tomasz 
Hornik、Kinga Tchorz和Konrad Partyka
将代表波兰于7月参加在匈牙利举行的滑翔
世界青年锦标赛。 Kinga Tchorz在接受“
卢布林信使报”的采访时表示：“参加
世界锦标赛无疑是实现空中梦想的最好方
法，竞赛提供了许多可能性并为未来的职
业生涯打开了不止一扇门。” 目前约150
名未来飞行员在海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校
接受教育。去年年底大学从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获得了资金并且购买了三架新训练飞
机。目前学校的机队扩展到了10台飞机。

Bogusław Pawłowski教授成为
欧洲人类行为与进化协会主席
2019-01-23
来 自 弗 罗 茨 瓦 夫 大 学 人 类 生 物 学 系 的
Bogusław Pawłowski教授成为欧洲人类
行为与进化协会的主席。 欧洲人类行为与
进化协会是一个国际协会，支持科学家在
人类感知，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进化基础上
进行跨学科研究。协会汇集了学者处理进
化生物学，人类学，进化心理学，神经经
济学或文化进化。 Bogusław Pawłowski
教授处理人类进化的机制和人类行为和偏
好的生物学基础，特别是在性选择和生物
条件方面被认为具有吸引力的各种特征的
影响。他在“自然”、“进化与人类行
为”、“当代人类学”和“美国人类生物
学杂志”上均有发表科学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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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兹明斯基大学科学会议：寻
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2019-01-23
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波兰科学院经济
科学委员会与波兰经济学会将于2019年1
月28日至29日组织科学会议“寻求经济
和政治更美好的世界”。 活动的第一天
将重点讨论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战略，全
球化的未来命运，财政和货币政策，现代
经济学的方法论和中国的发展模式。主讲
座将由2008年至2012年世界银行副行长
Justin Yifu Lin教授进行。 活动第二天为
波兰主要经济学家之间的讨论，Elżbieta 
Mączyńska教授将出席会议。她是由
PWN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和政治
学，围绕Grzegorz W. Kolodko的经济理
论”一书的共同作者。 辩论的目的是解决
当代经济和政治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欧盟
的状况和演变以及波兰经济面临的机遇和
威胁。

波兰科学院宣布举办年轻科学
家竞赛
2019-01-24
截止至3月31日可以申请参加由波兰科学
院组织的2018年年轻科学家竞赛。 奖项将
授予来自库亚维- 波美拉尼亚省、波美拉尼
亚省和西波美拉尼亚省的科学机构的员工
或博士生。 获奖者将在以下领域中筛选：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生物和农业科学，
精确科学和地球科学，技术科学和医学科
学。申请人年龄为33岁以下（包括33岁）
。申请应以电子形式提交至：gdansk@
pan.pl 更多信息： http://gdansk.pan.
pl/nagroda-oddzialu-dla-mlodych-
naukowcow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访问
华沙中央商学院
2019-01-24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于1月22日访问了华沙中央商学
院，这次访问是应华沙中央商学院院长
MarkRockie的邀请进行的。 大学表示非
常感谢副总理对于位于华沙Batory街道

的科学和教学建筑的赞助。大学获得了来
自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3000万兹罗提资
金。会见还涉及与实施新的高等教育和科
学法有关的当前问题。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说道：“华沙中央商学院期待着
作为“科学宪法”的基础的解决方案，近
30年来一直是波兰的领导者，提供解决
方案，保证提高学生和科学研究的教育水
平。我希望，形成年轻一代精英的完美精
神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应始终由华沙经济学
院指导。“

Monika Hardygóra教授获
得“年度人物”称号
2019-01-24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地球工程采矿和地质
学院院长Monika Hardygóra教授在矿业
工商会的竞赛中获得“年度人物”称号。
竞赛对波兰采矿在教学，科学和科学与工
业之间的合作领域特别重要的整体活动表
示赞赏。 Monika Hardygóra教授是两本
著作的主要作者和共同作者，共发了92篇
文章，142篇会议论文，6项专利和200多
项针对采矿行业需求的研究工作。她是波
兰科学院矿产资源和能源经济研究所和中
央矿业研究所科学理事会成员。 竞赛十年
来一直由矿业工商会组织。竞赛旨在促进
和推广波兰地下采矿的创新和发展项目，
对其特别重要的人物和支持生态活动。

什切青大学冬季观察鸟类活动
2019-01-24
什切青大学与波兰国家鸟类保护协会、生
物学系脊椎动物科学圈“Wąsatka”共同
邀请各位作为冬季鸟类保护的一部分参加
鸟类学步行活动。第一次活动将在1月25日
举行。 在活动期间将学习识别鸟类并发现
最容易观察的地方，参与者还将学习如何
在冬季正确帮助鸟类以及如何喂养它们。
今年的活动得到了金翅雀的赞助。 组织
者通知道：“在冬季鸟类活动期间将观察
到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冬季鸟类，即城市花
园和公园。大家可以自己参加或与行动指
南一起参加。活动时长至少一小时，并将
结果应用于OTOP网站上提供的电子观察
卡。许多组织课外活动的学校和学前教师

参加冬季鸟类活动。” 更多信息： http://
usz.edu.pl/zimowe-ptakoliczenie-2019/

华沙 “日本关于政治生活与国
家的关系”辩论会
2019-01-25
华沙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与华沙市公共图
书馆将于1月31日组织“日本：政治生活
与国家的关系”辩论会。 会议组织方通知
道：“东亚国家一直对西方人着迷。日本
成为亚洲第一个采用西方价值观的国家，
似乎是向西方展示其现代面貌的大师。现
代日本的生活怎么样？| 东海大学和香川
大学退休教授现任华沙大学客座教授Teruji 
Suzuki 教授、雅盖隆大学和SWPS大学的
讲师Bartosz Wojciechowski 博士、日本
学生和商业顾问Edyta Nowicka将出席会
议 会议主持人是SWPS大学亚洲研究系主
任Krzysztof Gawlikowski教授。

劳动与社会事务研究所竞赛
2019-01-25
华沙社会对话中心颁发了第二十届华沙劳
动与社会研究竞赛所工作与社会政策领域
的最佳硕士和博士论文。 在硕士论文类
别中，获得一等奖的是来自热舒夫大学经
济系毕业生Monika Reda的“热舒夫大
学的企业家精神，作为成功进入劳动力
市场的刺激因素”论文。论文推荐者是
Anna Barwińska-Małajowicz教授。 在
博士论文类别中，Anna Sanecka博士
的“弗罗茨瓦夫基督教教会为老年人提
供的支持活动；神学和社会研究“论文
获得了奖项。（论文推荐者是：Kalina 
Wojciechowska博士、华沙基督教神学院
ChAT教授）。 Wiktoria Domagała博士
的论文“性别及其在经合组织国家的条件
下的职业隔离”也获得了博士论文类别奖
项（论文推荐者是：波兹南经济大学教授
Baha Kalinowska-Suinowicz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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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医科大学的学生获得 
INTERSTUDENT竞赛
2019-01-25
来 自 格 但 斯 克 医 科 大 学 英 语 教 学 护 理
方向的Charles Woode赢得了著名的
INTERSUDENT比赛。 比赛面向在波兰大
学就读的外国人。奖项分为以下几类：
本科学习，硕士研究和博士研究。 其
他获奖者是：来自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
Okta Chandra Aulia（印度尼西亚，硕
士学位）、来自克拉科夫理工大学Svitlan 
Sovinska（乌克兰国籍，博士研究）、 来
自卢布林科技大学的Danylo Funtovoi  （
乌克兰国籍）、来自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
Lisa Aditya（印度尼西亚国籍）。

波兹南体育学院会议
2019-01-25
波兹南体育学院舞蹈与体操系、学生科学
学会、波兹南体育学院舞蹈实验室共同
邀请各位参加2月14日和15日的国际科学
会议“舞蹈联系”。 组织者通知道：“
在波兰舞蹈仍然被视为美学术语，我们忘
记了它的康复和治疗力量。受邀嘉宾将展
示不同的运动和舞蹈思维系统。” Frey 
Faust将出席此次会议。Frey Faust是一
位享誉全球的舞蹈家和舞蹈指导，由于
对解剖学，生物力学和物理学的独立研
究，他们为组织建立了一种不断发展的教
学方法，并对人类运动研究的经验和科
学成果进行了相互关联。 会议面向与物
理文化和健身相关的物理治疗师，运动
员，讲师，舞蹈家，教师和培训师，。 更
多信息： http://www.awf.poznan.pl/
pl/lista-aktualnosci/newsy-2019/4023-
o - r u c h u - c z l o w i e k a - w - t a n c u - i -
miedzynarodowa-konferencja-w-awf-
poznan

斯武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学院将
与格但斯克环境保护区域管理
局合作
2019-01-28
斯武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学院将与格但斯
克的区域环境保护局合作。合作协议由

格但斯克环境保护区域主任Radosław 
Iwiński与波美拉尼亚学院校长Zbigniew 
Osadowski教授共同签署。 除协议各方承
诺联合组织活动、会议、保护环境和自然
的专家研讨会以及支持教育项目。协议还
规定了学生在RDO的实践规则。 协议双方
宣布在促进环境保护和自然知识领域的相
互支持，包括出版项目。并奖组织针对当
地社区的环境保护和自然领域的信息和普
及的联合组织讲座和研讨会。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举行“
加入北约20周年之际”会议
2019-01-28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邀请各位于3月11
日至12日参加国家科学大会“波兰在加
入北约20年后的国际关系”。 会议主题
包括：评估历史进程（波兰有可能加入北
约和欧洲联盟）、二十世纪波兰在中欧和
东欧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地位以及波兰
对当代欧洲危机的态度（包括乌克兰的冲
突，移民危机，英国脱欧）。 会议期间
将讨论波兰在国际组织和倡议中的活动，
如欧安组织，欧洲委员会，维谢格拉德集
团，魏玛三角和三联体以及波兰和其他国
家对相互关系的历史政策的影响，包括重
新解决赔偿和战争损害问题，可能还有
修改边界的问题。 更多信息： https://
www.ukw.edu.pl/strona/aktualnosci/
a k t u a l n o s c i / 3 7 9 4 2 / p o l s k a _ w _
stosunkach_miedzynarodowych_
dwadziescia_lat_po_przystapieniu_
do_nato

华沙大学国际学习与教学论坛
2019-01-28
华沙大学将于2月14日至15日举办专门
讨论学习和教学问题的论坛“迈向成功
学习：争议和共同点”。 活动由欧洲
大学协会组织，协会由来自48个国家的
800多所大学和全国校友会组成。华沙
大学隶属于该协会。 论坛期间将举行三
场会议。第一部分会议用于教学目的，
发言者将讨论在制定研究计划期间是否
考虑以下问题：学习批判性思维。第二
部分将涉及与学习和教学有关的欧洲政

策。第三部分将展示从科克大学和奥斯
陆大学到教育的两种不同方法。 更多信
息： https://www.eua.eu/events/24-
2019-european-learning-teaching-
forum.html?utm_source=social&utm_
m e d i u m = L i n k e d I n & u t m _
name=LinkedIn-social-02-10-2018

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理工大学
青年科学家获得奖项
2019-01-28
来自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理工大学的三位
年轻科学家获得了什切青市市长奖，这是
一项针对现代技术和创新的硕士论文和文
凭论文竞赛。
Paweł Grochocki的论文“混合动力障
碍的混合障碍电机”获得了针对现代技
术和创新的最佳硕士论文或毕业论文的奖
项。 获得了关注现代技术和创新最佳博
士论文奖的是： Kamila Stępny博士的论
文“使用虚拟现实技术的CNC手动编程系
统” Dariusz Pulikowski博士的论文“由
Rutherford型Nb 3Sn多芯电缆制成的绕
组超导线圈的实验和数值试验”。 比赛自
2008年以来一直举办，比赛面向什切青大
学的年轻研究人员和毕业生。

波兰创业公司希望与企业合作
2019-01-28
根据创业波兰基金会的研究，超过80％
波兰创业公司希望与企业合作。 来自
Campus of New的技术波兰全球塑造者
副秘书Katarzyna Wszoła在接受门户网
站mamstartup.pl的采访时说道：“企
业与创业公司的合作使公司能够获得实现
业务目标所必需的创新或找到技术问题的
解决方案。在波兰已经启动了政府加速计
划例如ScaleUp ；企业加速器例如raum 
T-Mobile或Orange Fab中心。这极大地
影响了这种合作的发展。” 根据创业波兰
基金会的报告提供的信息，基金会描述了
2018年的波兰市场，高达24％的创业公司
从波兰创业加速器获得融资。这个数字是
2017年的两倍。 更多信息： https://drive.
google.com/fi le/d/1GmTusH8f07-
XsRanb_zdMxRiTqIAvPGJ/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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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环境生命科学大学
将建立营养教育中心
2019-01-28
弗 罗 茨 瓦 夫 环 境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与 德 国
协会Christlich-Soziales Bildungswerk 
Sachsen实施了“Euroregion Nysa可持
续发展营养教育网络”项目。为该项目的
一部分，将在Radomierz和Hoyerswerda
建立营养教育中心。营养教育中心将教
会 大 家 有 助 于 促 进 健 康 、 良 好 的 饮 食
习惯且不浪费食物。 项目旨在吸引该
地区居民对均衡营养的关注。将首先对
Euroregion Nisa的食品生产和处理领域
的知识进行统计调查。 测试结果将显示
在仍然可以食用时购买和丢弃的食物的类
型和数量。还将对饮食习惯进行分析，
以便评估有关食物营养和能量价值的知
识并能够识别选定家庭的消费者行为模
式。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
edu.pl/aktualnosci/48938/stacja_w_
r a d o m i e r z u _ b e d z i e _ c e n t r u m _
edukacyjnym.html  

红衣主教大学为外籍工作人员
组织课程
2019-01-28
华沙红衣主教大学外国人波兰语言文化学
院与马佐夫舍省地方政府教师培训中心为
外籍工作人员组织免费课程。 课程面向来
自波兰各地的非政府组织，教育工作者，
当地政府雇员和当地活动家的员工和同
事，他们在波兰工作或计划在处理多元文
化，融合和支持生活在波兰的外国人的机
构工作。 计划包括跨文化交流，在融入和
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的家庭支持，波兰
语作为外语教学的方法论和教学法的基础
知识，以及在当地社区设计与外国人有关
的活动和讲习班。

纪念卢布林地区的大屠杀
2019-01-29
截 止 至 2 0 1 9 年 2 月 1 日 在 卢 布 林 省 省 长
Jarosław Stawiarski的赞助下将首次举
办纪念卢布林地区大屠杀受害者国际纪
念日。 1月31日将举行主题为为“大屠

杀和大屠杀之后”的会议。与会者将参
加与大屠杀和波兰正义国家幸存者的会
晤，并听取卢布林天主教大学Tomasz 
Chojnacki的题为“犹太人在德国集中
营的命运”的讲座。 活动的参与者还
将参与放映由Andrzej Wolf执导的题
为“Irena Sendlerowa的故事”的电影
放映。电影放映后，将与电影导演和Irena 
Sendlerowa的女儿Janina Zgrzembska
举行会议。 更多信息： http://www.
ku l .p l / f i les/075/2019/programy/
program_miedzynarodowego_dzien_
pamieci_o_oiarach_holocaustu.pdf

人文科学领域博士论文竞赛
2019-01-29
截止至2月22日均可以申请参加人文学科
领域最有趣的以Alina Brodzka-Wald教
授命名的博士论文竞赛。竞赛由波兰慈
善事业发展学院组织。 Alina Brodzka-
W a l d 教 授 是 最 知 名 的 波 兰 历 史 学 家 和
文学理论家之一。为了纪念她所做出的
贡献，特地以她的名成立了基金会。基
金 追 求 科 学 ， 教 育 ， 文 化 ， 医 疗 保 健
和 社 会 援 助 等 领 域 的 目 标 。 在 过 去 六
年中基金一直在组织论文竞赛。 竞赛
评 委 会 由 著 名 的 人 文 社 区 代 表 组 成 ： 
Maryla Hopinger-Amsterdamska教
授、Grażyna Borkowska教授、Jan 
Kordys教授、Marek Zaleski教授和
来自波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Tomasz 
Żukowski博士。 更多信息： http://www.
funduszewieczyste.pl/pl/modele-
funduszy-wieczystych/item/7-fundusz-
im-prof-aliny-brodzkiej-wald

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获得圣詹
姆斯奖项
2019-01-29
奥尔什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品科学学院院长
Małgorzata Darewicz教授获得了圣詹
姆斯雕塑奖项。 圣詹姆斯雕塑奖项16年来
一直是是奥尔什丁大学的赞助方，由市长
授予在科学，文化，体育，经济，非政府
活动以及城市特殊优势方面的杰出成就。 
Małgorzata Darewicz教授是一位食品生

物化学家。专注于基础研究，用于优化食
品蛋白质加工和改善乳制品生产技术，在
健康相关的方面。她还讨论了在饮食和药
物制剂生产中获得蛋白质水解产物的方法
的发展。

2020大学创新学院
2019-01-30
在波兰校长基金会和波兰学术学校校长会
议的赞助下，2020大学创新学院的活动
将于2月15日在华沙举行。 “PCG学术
委员会主席、活动的组织者之一的Łukasz 
Sułkowski教授说道：“科学宪法”赋予
大学在大学提供的战略建模，组织结构
或教育计划过程中的巨大自主权。明智
地使用欧盟资金可以成为法案2.0允许的
变革的驱动力。“ 组织者还包括来自波
兰与全球IT解决方案市场的公司：Blac
kboard、Microsoft、Inspera、Think 
Beyond、Nededat.io和3strona.pl。 参
加活动不需要额外付费。 活动登记表可在
以下网址获得： www.AI2020.pl

格但斯克大学的研究员获得科
学奖
2019-01-30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的Piotr Stepnowski教授
获得了研究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全球权威机
构颁发的2018年精确科学和自然科学类别
奖项。 Piotr Stepnowski教授因对预测，
检测和评估药物残留物和离子液体在环境
中的负面影响的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
献而获得了奖项。 Piotr Stepnowski教授
是检测和评估非典型化学污染物（如药物
残留物）和环境暴露领域的研究领域的世
界先驱。他的方法现在被世界各地的科学
和工业实验室广泛用于分析离子液体及其
转化和衰变的产物。 更多信息： https://
ug.edu.pl/media/aktualnosci/85508/
prof_piotr_stepnowski_laureatem_
nagrody_naukowej_miasta_gdanska_
im_jana_heweliusza_za_rok_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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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组织养蜂
课程
2019-01-30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组织了养蜂课程并且
要求所有想要了解蜜蜂生物学和养蜂场基
本原则的人士参加课程。参加该课程的条
件是18岁并且没有任何针对蜜蜂方面的
疾病。 该课程将于3月开课，适用于刚刚
开始第一个养蜂场的人和计划照顾蜜蜂的
人士。课程将在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的所
有权育种部（理论部分）和波兹南附近的
Swadzim野外站的养蜂场举行（实践部
分）。 讲座主题包括：蜜蜂和蜂群的生物
学; 养蜂经济; 蜜蜂病虫害和养蜂植物学的
基础知识。实用课程将包括家庭评论，准
备家庭生产蜂蜜和蜂蜜收获。

Juliusz Chrościcki教授将在在弗
罗茨瓦夫大学博物馆开设讲座
2019-01-30
弗罗茨瓦夫大学博物馆邀请各位于2月1
日参加Juliusz Chrościcki教授的公开讲
座“Jan Vermeer van Delft的来信”
。Juliusz Chrościcki教授是波兰历史上最
伟大的现代艺术史家之一，也是权力图像
学领域的专家。 讲座将专门介绍历史上最
著名的画家之一Jan Vermeer van Delft
的作品。这位荷兰艺术家被认为是流派场
景的大师，特别是女性日常活动的场景。 
Juliusz Chrościcki教授自从他的职业生涯
开始以来一直在华沙大学工作，他曾担任
副院长和历史系主任。同时也是巴黎索邦
大学波兰中心的主任。他是“Barok历史- 
文学- 艺术”的共同创作者和主编。他是许
多关于现代欧洲艺术和文化历史的科学出
版物的作者。

Piotr Dominiak教授获得格但
斯克市科学奖
2019-01-31
格但斯克技术大学副校长Piotr Dominiak
教授获得了格但斯克Jan Heweliusz人
文和社会科学奖。 奖项委员会对Piotr 
Dominiak教授的杰出科学成就表示赞赏。 
Piotr Dominiak教授在中小企业部门的经

济领域和活动中创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经
济研究中心。 Jerzy Błażejowski教授在
颁奖典礼上说道：“Piotr Dominiak教授
通过实现在国际范围内的科学研究，人才
培养和科学研究和知识经济的传播有价值
的，受人尊敬的，显著贡献在格但斯克的
重要性和威信建立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
中心的增加。”

“融入多元文化的社会和教育
环境”会议
2019-01-31
西里西亚大学邀请各位参加“融入多元文
化社会和教育环境”会议，会议将于2019
年3月26日在切申民族学和教育科学系举
行。会议是“致力于当地环境中的个人，
团体和社区”系列的延续会议，主要致力
于社会教育学的选定领域 。 会议主题为： 
多维集成流程; 包容的社会政策; 诊断和设
计包容过程质量变化的活动; 学校融合环
境; 教育实体整合行为的决定因素与理论实
践的整合。 会议共同组织方是：欧洲教育
学院研究所和俄斯特拉发大学哲学系、支
持跨文化教育协会和波兰教育学会。

华沙中央商学院研究生课程获
得全球证书
2019-01-31
华沙中央商学院的两个研究生课程已成功
通过认证，并为学生提供商业分析领域的
全球商业分析课程。 “商业统计分析和
数据挖掘”和“SAS，R＆Python分析学
院”研究的毕业生以及毕业证书获得了
SAS Institute本地和全球证书。 根据世界
商业分析的最新挑战，标准和要求的需
要，授予经济分析委员会两个研究生课程
的全球证书是对课程报价的高度评价。

什切青工业4.0会议
2019-01-31
什切青西波美拉尼亚理工大学区域创新与
技术转移中心邀请各位于2月12日参加在
什切青举办的第一届工业4.0中小型企业会
议。 会议面向制造业，物流业及相关行业
中小企业的所有者，经理和管理人员。其

目的是让企业家熟悉在公司数字化，IT，
机器人和自动化领域引入解决方案的可能
性，进入工业4.0时代 活动计划包括来自
波兰和德国的管理人员的演讲以及专家讨
论小组。会议是可以与已经在公司中实施
技术4.0的潜在合作伙伴交流经验的非常好
的机会。

安哥拉代表团访问克拉科夫农
业大学
2019-01-31
由安哥拉共和国驻华沙大使Domingos 
Culolo领导的安哥拉代表团访问了克拉科
夫农业大学。 访问的主题是扩大克拉科夫
农业大学与安哥拉大学之间的研究和教学
合作的可能性。 迄今为止的合作主要基于
与大学的Kimpa Vita（UniKiVi）大学的
联系以及大学间的学术交流。 根据克拉科
夫农业大学提供的信息，迄今为止积极的
合作经验为农业大学与安哥拉其他公立大
学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快速和密集发展的机
会。

波兰科学院研究员对于气候变
化的研究
2019-02-01
来自克拉科夫波兰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
Flurin Babst博士在“科学进展”杂志上，
发表了世界范围的研究成果，结果表明由
于气候变化，树木将在在水资源短缺的情
况下急剧减少。 研究由来自波兰，加拿
大，瑞士，罗马尼亚和美国的研究中心的
研究人员进行。科学家们第一次分析了大
量的树木年轮数据。这些数据来自世界各
地的2710个地方所有森林地区，反映了
大约70％的气候条件。 研究表明，在20
世纪，全球变暖的强度远低于21世纪的预
测。 Flurin Babst博士解释道：“早在二十
世纪，很明显水的短缺越来越受到树木状
况的影响，这种现象很可能在21世纪愈演
愈烈。” 更多信息： http://advances.
s c i e n c e m a g . o r g / c o n t e n t / 5 / 1 /
eaat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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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iza Leszkowska是波兰航天
局比赛获奖者
2019-02-01
Luiza Leszkowska 毕业于格但斯克科技
大学的电子和电信专业，获得了波兰航天
局竞赛的第三学位科学奖。 她的论文“
一个多层平面天线，上面有一层用于X波
段卫星应用的上层”获得了奖项，论文介
绍了一种新的天线设计。论文在Łukasz 
Ku las来自电信和信息学院微波和天线
工程系的Mateusz Rzymowski的监督下
完成。 Luiza Leszkowska的概念可用于
CubeSat型纳米卫星，例如用于在星座中
工作的卫星记录的图像的快速传输。她也
将加入主题为“CubeSat纳米卫星的圆极
化天线”项目的工作中。项目的推广者是
Krzysztof  Nyka博士。

绿山城大学研究员成为欧洲委
员会专家
2019-02-01
绿山城大学法律和行政系科学和质量教育
副院长Piiel Mysiak博士成为欧洲委员会
（EACEA）教育，文化和视听部门执行机
构的专家。 EACEA管理指定的财务资源，
用于教育、文化、音像领域、体育或公民
活动。其使命是支持欧盟委员会在这些领
域实施和运行项目和资金。 机构最知名的
活动之一是Erasmus+促进高等教育国际交
流的计划。Piiel Mysiak博士作为专家将参
加为Erasmus +高等教育领域竞争能力建设
提交的项目的下一次评估会议。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颁发大学勋章
2019-02-01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通知道：“在2019年1月30日比
亚韦斯托克大学参议院会议期间，颁布了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勋章。” 获得比亚韦
斯托克大学的奖章的是Bazyli Poskrobko
教授。副校长Wojciech Śleszyński教授在
颁奖期间说道：“Bazyli Poskrobko教授
是一位杰出的波兰经济学家，也是环境经
济学领域的领先专家。他对80年代中期与
他有联系的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发展具有很

大的优势。” 获得“大学优秀员工”称号
的是： 来自物理学院Andrzej Branicki； 
来自生物学和化学系的Beata Izabella 
Godlewska-Żyłkiewicz教授； 来自法学
院的Dariusz Ryszard Kijowski教授； 来自
历史和社会学系的Józef Maroszek教授； 
来自语言学院的Bogusław Nowowiejski
教授； 来自行政管理的Regina Maria 
Sokołowska教授。

西里西亚大学 “幽默研究项
目”会议
2019-02-04
博士科学圈NEOlinguists、英语语言学
院、英文文化与文学研究所、罗曼语和翻
译研究以及西里西亚大学研究所邀请各位
于4月4-5日参加“幽默研究项目”会议。 
会议旨在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对幽默的看法
和交换意见，它的多学科性和普遍性，并
鼓励在语言，文化上的幽默进行的辩论和
研究。 会议的主题包括在文献和翻译幽
默的各种实施例、通过语言学的视角感知
到的幽默、幽默的文化、跨文化和多元文
化方面、媒体和视觉研究中的幽默例子、
幽默的教学法和幽默和笑声的认知和社会
交往的重要性作用。 更多信息： https://
annastwora92.wixsite.com/hrp2019

联盟进展3竞赛
2019-02-05
联盟进展3包括来自波兰，捷克共和国和
斯洛伐克的大学。联盟组织了第七届大学
最佳博士论文竞赛。 竞赛的主题类别是：
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原料，能源和
环境保护、卫生保健中的健康和应用、信
息技术与电气工程与机械工业的竞争力。 
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答辩的博士论文
可以参加第七届比赛。在特殊情况下可以
提交2017年12月的答辩博士论文。 联盟进
展3的成立是为了促进捷克摩拉维亚 - 西里
西亚和日利纳、斯洛伐克特伦钦地区和班
斯卡 - 比斯特里察地区以及波兰西里西亚
和奥波莱地区各大大学之间的联系。

华沙哥白尼科学中心新电影
2019-02-05
华沙哥白尼科学中心将于2月7日放映一部
名为“比光更快速”的新电影。 电影时
长为50分钟，由于科学和工程的发展，我
们意识到我们周围宇宙的巨大。 “比光
更快速”是一部展示可以在未来进行星际
旅行的太空船的电影。有时科幻小说可以
成为一种科学现实。 由于人类的好奇心和
坚持不懈，我们能够进一步发展。 更多信
息： https://youtu.be/I5xklpJv-HI

大波兰省概念革命性能力大学
2019-02-05
皮瓦研究所、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将举
办以提高大波兰北部的学生的能力水平
的“克鲁克” 概念革命大学竞争力项目。 
克鲁克项目是关于自然，人文和技术，这
惊人的世界一个教育项目。使用非标准和
非常明显的教学方法，从神经科学和社会
生物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得到的
教育自我积累经验的权力。培训周期将于4
月开始。 项目由欧盟计划共同资助。项目
将自然，社会和虚拟世界相结合。 更多信
息： http://krukuam.cba.pl/

Świerk（奥特沃茨克地区）模
拟对工业设施的网络攻击
2019-02-06
Cyber 网络安全工作室生成了工业网络网
络攻击期间网络流量的示例。 这些数据将
被欧洲网络和信息安全局用于培训安全专
家，并将纳入原子能机构的培训材料包。 
来自国家核研究中心的Marcin Dudek解
释道：“这是最常用于培训目的、模拟网
络的流量，但后来偏离了初衷。” Marcin 
Dudek补充道：“在我们的案例中，模拟
了对工业设施的真正攻击，而不是反映这
种攻击的数据记录。” CyberLab实验室
在Świerk科学技术园区的结构中运作，该
园区是国家核研究中心的组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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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H科技大学成立100周年
2019-02-06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在庆祝成立100周
年庆典之际，金属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学
院金属科学家科学圈工作的学生决定组
织乘坐Pogoria号船游览地中海的活动。 
“AGH 100周年”活动将于2019年2月16
日至23日举行。 在游览期间， AGH学生
事务校长Anna Siwik教授将主持在船上举
行一次名为“AGH 100周年：记忆难以忘
怀”会议。 两项活动都将成为教职员工以
及科学俱乐部前任和现任成员多代会议的
机会。 游轮也是AGH大学与Jubilee的非
常具有吸引力的推广形式。

波兰电视台天文学节目
2019-02-07
“独立天文学”是纪录片类电视节目，将
于2月7日星期四17点在波兰电视台TVP 3
频道播出。第一集将专门介绍克拉科夫雅
盖隆大学天文台的历史。 节目将介绍自
1918年波兰重新获得独立至今的波兰天文
中心的历史。 制片方是波兰天文学会和波
兰电视台。 科学系列节目“独立天文学：
波兰天文学100年”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提供的赞助资金。 波兰天文学会副主
席Maciej Mikołajewski教授认为，除了
科普价值之外，“独立天文学”循环的实
施对于天文学和科学史也很重要。 更多信
息： https://youtu.be/TzjQw-mL6Rk

波兰 - 法国科学年
2019-02-07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
与法国和FrédériqueVidal签署了关于组
织波兰 - 法国科学年的联合声明。 活动将
使波兰和法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
之间的合作得以深化和丰富。 活动将于
2019年3月在巴黎正式开幕，届时将举行
第一届波兰 - 法国大学校长和校长论坛，
并将于2019年12月在波兰结束。

密茨凯维奇大学学生获得论文
竞赛第二名
2019-02-07
波 兹 南 密 茨 凯 维 奇 大 学 汉 学 系 学 生
Joanna Nowotna在波兰中国商业理事会
组织的毕业论文竞赛中获得了第二名。 她
的毕业论文“中国电子支付：历史背景，
现状和发展前景”获得了在中国银行波兰
分行实习的机会。Joanna Nowotna将继
续攻读硕士学位同时也将在华沙大学学习
中国法律与经济的研究生课程。 竞赛组织
方是波兰中国商业理事会、中国银行、波
兰汇丰银行和海通银行。比赛在企业和技
术部，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以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波兰大使馆的赞助下举行。竞赛这
在为波兰和中国之间的商业合作培养未来
的领导者和专家。  

Civitas学院关于打击资助恐怖
主义研讨会
2019-02-07
华 沙 的 C i v i t a s 学 院 恐 怖 主 义 研 究 中 心
和 历 史 会 议 室 邀 请 各 位 参 加 致 力 于 打
击资助恐怖主义的研讨会。 研讨会将
作 为 跨 学 科 周 期 “ 恐 怖 主 义 问 题 ” 的
一部分于2月15日举行，会议旨在将反
恐斗争的历史放在首位。 会议是讨论
中心是恐怖主义的历史以及二十世纪的
恐怖主义斗争。 反恐战略领域、打击
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专家 Wojciech 
Filipkowski博士Wojciech Szewko博士和
Krzysztof Liedel博士将参加会议。 更多
信息： https://www.facebook.com/
events/537789936723823/

斯武普斯克会议：“流行音乐，
在大众文化中传达神圣思想”
2019-02-07
斯武普斯博美犬学院波兰语言学研究所、
斯武普斯克的波罗的海当代艺术画廊以及
波兰语言学会的博士生和学生社区邀请各
位参加全国科学会议“流行音乐，在大众
文化中传达神圣思想”。 跨学科研讨会
将于2019年5月22日至23日在乌斯特卡举
行。 组织方宣布会议主题是研究与波兰传

统相关的文学研究范围内的问题，同时也
对分析外国文学现象持开放态度。 在会议
上来自波兰各个学术中心的研究人员来解
释人类活动各个领域之间存在的问题。

奥波莱大学研究人员担任重要
职位
2019-02-07
Czesława Rosik-Dulewska教授被任命为
波兰科学院第四技术科学系主管理事会副
主席。她也成为波兰科学院审计委员会的
成员和卡托维兹PAN分会主席团的成员。 
Czesława Rosik-Dulewska教授是研究所
主任，奥波莱大学自然科学与技术学院环
境保护与发展研究所废水与水和废水管理
系的负责人。她发表了超过265种科学项
目。自2016年以来她一直是波兰科学院的
通讯员。 Czesława Rosik-Dulewska教授
的科学研究范围包括与矿物和有机废物有
关的自然管理、基于其物理和化学特性的
废物中和回收过程的选择，垃圾填埋场的
生物复垦，主要包括能源和城市垃圾。

华沙大学教学与学习协会论坛
2019-02-08
华沙大学下属的EUA欧洲大学协会将于
2019年2月14至15日组织关于学习和教学
的问题“迈向成功的学习：争论与共同
点”论坛。 欧洲大学协会是一个由来自
48个国家的800多所大学和全国校友会组
成的机构。超过250人将参加论坛，包括
副校长，院长，参与教学主题的研究人员
以及政治决策者和学生。 论坛将以三次
会议的形式进行，第一个次会议将针对教
学目的展开、第二个会议将涉及相关的
学习和教学问题、第三个会议将由克拉
科夫大学和奥斯陆大学展示两种不同的
教育方式。 更多信息：   https://www.
eua.eu/events.html?task=euaevents.
downloadDoc&id=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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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研究员
获得欧莱雅 -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奖学金
2019-02-08
来 自 波 兹 南 密 茨 凯 维 奇 大 学 的
JoannaGościańska博士获得了欧莱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子科学教育奖学金。 
JoannaGościańska博士在吸附活性药物
物质的过程中分析了多功能介孔碳材料。
研究旨在找到如何使用中孔煤作为药物载
体的问题的答案。这是一个创新的，几乎
未开发的主题 。 JoannaGościańska博
士的项目包括止痛药和抗生素。，研究结
果将允许限制药物的剂量 - ，药物将在一
天中逐渐释放到体内，并确切地释放到药
物中。 波兰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以及波兰科学院是欧莱雅波
兰妇女和科学计划的合作伙伴。

卢布林玛丽·居里罗多夫斯卡
大学世界湿地日
2019-02-08
卢布林玛丽·居里罗多夫斯卡大学地球科
学与空间管理学院邀请各位于2019年2月8
日参加世界湿地日。 玛丽·居里罗多夫斯
卡大学新闻办公室的KatarzynaSkałecka
表示：”活动期间将举行一系列关于湿地
问题的开放式科普讲座和研讨会。 讨论
与湿地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问题，保护以及
湿地对气候的影响将引领该主题。活动
参与者有：学院的员工，学生和毕业生
以及受邀嘉宾：来自国家公园的Andrzej 
Różycki、来自区域生态中心的Barbara 
Grzebulska和来自卢布林景观公园团队的
Krzysztof Wojciechowski。

弗罗茨瓦夫大学达尔文诞辰日
2019-02-08
弗罗茨瓦夫大学心理学研究所与波兰人类
科学进化学会邀请各位参加卡罗尔达尔文
诞辰之际的一系列科普活动。 心理学和生
物学的学生将举办关于生物学基础和心理
学生物学基础的研讨会。来自弗罗茨瓦夫9
所小学的500多名学生和学生将参加这些活
动。除其他外，他们将学习自然选择的工

作原理，情感的来源以及大脑的构建方式
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做。 在弗罗茨瓦夫大学
心理学研究所的大厅里为成年人准备了开
放式科普讲座。讲座的安排如下： 2月11
日：浪漫爱情的演变； 2月12日： 人性的
进化蜿蜒； 2月13日 ：猛犸象，恐龙和尼
安德特人的复兴、关于古代DNA。 每次讲
座后都会进行问答环节。

第九届全国学生发明家竞赛
2019-02-08
由凯尔采凯尔采大学举办的第九届全国“
学生发明家”竞赛已经正式结束。 对获
奖者将能够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第47届
国际展览。 获得竞赛的是： 来自卢布
林科技大学的Piotr Terebun 和 Michał 
Kwiatkowski 的发明：“液体材料的等离
子体活化的装置”； 来自凯尔采科技大
学的Mateusz Wrzochal 发明：“作为用
于检测转矩推力圆锥滚子轴承的装置”； 
来自克拉科夫科技大学的Julia Radwan-
Pragłowska和Łukasz Janus 的发明：“
可生物降解的壳聚糖纳米复合材料/聚（
天冬氨酸钠）/ Fe3O4具有铁磁性”； 来
自卡托维茨西里西亚大学的Michał Pielka 
的发明：“用于系统监测身体的运动功能
和呼吸功能”； 来自来自弗罗茨瓦夫的生
命科学大学的Ewa Kozłowska、Monika 
Dymarska、 Monika Urbaniak、Jakub 
Grzeszczuk、Jordan Sycz、Patryk 
Kownacki、Iga Franczak 和 Agata 
Matera的关于具有高治疗潜力的类固醇化
合物的生物转化的一系列26项发明。  

来自利沃夫理工学院的研究人
员访问了格利维采
2019-02-08
西里西亚工业大学接待了来自乌克兰利沃
夫技术大学的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 代表
团参观了机械工程，自动化，电子与计算
机科学，工程，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部。在
访问期间双方讨论了在特定院系开展的研
究和教学过程的讨论。 双方还讨论了与欧
盟和建筑给水系统的控制和可视化系统中
基于Matlab城市的理念经验的基础上在乌
克兰实施双重研究的可能性。 格利维采大

学表示在未来将有可能将以邀请利沃夫理
工学院教授来格利维采大学的形式进行交
流经验，利沃夫理工学院教授将参与科学
研究和教学过程。

西里西亚大学提高城市生活质
量研讨会
2019-02-08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和市政与大都市进
程观察站邀请各位参加于3月1日举行的 “
走向大自然，如何改善城市生活质量？”
研讨会。 会议是地方政府学院的一部分。
活动将促进专业知识的循环，支持地方政
府并建立代表与各个科学领域的专家之间
的合作。研讨会的主题是关注自然资源管
理问题以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市政
与大都市进程观察站是西里西亚大学的一
个实体，研究小组的研究人员在其中开展
了针对地方政府单位需求的部门分析，并
提供专家服务。

罗兹大学学生赢得了Philip C. 
Jessup国际模拟法庭竞赛
2019-02-11
来自罗兹大学法律与管理学院的学生连续
第三次获得了Philip C. Jessup国际模拟法
庭竞赛。 他们将于2019年4月参加在华盛
顿举行的世界决赛。 获奖学生为：Monika 
Danilczuk、FranciszekJędras、Alic
ja Ozimek、AgataSzczepańska 和
Jakub Wojtasik。学生团队导师是来自
来自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专业的Joanna 
Połatyńska 博士和Marek Wasiński博
士。 比赛涉及在国际模拟法庭进行审
判。 学生们扮演两个虚构国家的流程代表
的角色。 每个案件都是单独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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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科学网络管理委员会
2019-02-11
来自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Katarzyna 
Waszyńska博士被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任
命为代表波兰的COST科学网络管理委员会
成员。 Katarzyna Waszyńska博士将在
委员会工作，了解整个欧洲和CA18124 欧
洲性医学网络。 Katarzyna Waszyńska
博士是一名心理学家，临床性学家和性教
育者。她是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健康促
进和心理治疗部门的负责人。她的科学兴
趣集中在与心理学，性学和性健康促进相
关的问题上。 COST是一个为研究网络提
供资金的组织，为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研
究人员之间的合作提供开放空间。网络
推动了研究和创新的发展。自1971年以
来，COST一直在各种研究和创新框架计划
下获得欧盟的资助。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员工在著名
期刊上发表文章
2019-02-11
来 自 卡 托 维 兹 经 济 大 学 的 J a n 
Konowalczuk博士正在实施“估算波兰
机场有限使用区域房地产助产士损害价值
的方法”项目。 除了卡托维兹大学投资和
房地产部门的员工外，该研究还涉及其他
五所波兰大学的科学家。 他们的工作成果
最近发表在著名的可持续发展期刊上。 由
Jan Konowalczuk博士共同撰写的“调
查波兰机场区域政策的影响”一文开始
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一系列出版物。 研
究自2016年开始实施并且在各大著名的
会议上均有提及，其中包括美国波士顿
AAG 2017、荷兰DelphERES 2017、美
国Bonita SpringsARES 2018、中国广州
AREUE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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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科技大学生物技术证书
2019-02-11
罗兹科技大学生物技术和食品科学学院的
生物技术课程获得了技术大学认证委员会
（KAUT）和欧洲质量标志“欧洲 -  ACE”
标签。 技术大学认证委员会专家和欧洲工
程教育认证网络的专家访问了生物技术和
食品科学学院。 欧洲工程教育认证网络
的任务之一是为欧洲教育计划提供证明高
水平教育的证书。 罗兹科技大学获得了
2018/2019学年至2022/2023学年五年的
认证证书。

Zbigniew Błocki教授：科学支
出预算应该是原来的两倍
2019-02-11
国家科学中心主任Zbigniew Błocki教授
在接受RMF FM电台的采访中说道：“ 波
兰科学的资金仍然不足，这一部分应该是
波兰文明发展的先决条件。” Zbigniew 
Błocki教授补充道：“我们一直在研究和
开发中大约百分之一，并且或多或少一半
用于学习。预算应该至少是两倍。” 波兰
政府承诺与欧盟相比，波兰在未来几年内
GDP将达到2%的增长路， 这是波兰文明
发展的先决条件。

Maciej Żylicz教授关于“癌细
胞微进化”的讲座
2019-02-11
弗罗茨瓦夫大学于2月21日邀请各位参加
著名生物化学家 Maciej Żylicz教授的“癌
细胞的微进化”讲座。大学会议中心的讲
座将作为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跨学科科学
研讨会的一部分。 Maciej Żylicz教授将介
绍热休克蛋白的分子生物学，关怀蛋白的
相互作用，癌症转化，p53，MDM2。 多
年来，他在华沙国际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
究所工作。 自2005年以来，他一直担任
波兰科学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他隶属于许
多国内外科学院也是众多科学奖项的获奖
者。 他获得了弗罗茨瓦夫，格但斯克和雅
盖隆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跨学科科学研
讨会是针对学生，博士生，研究人员和任
何对深化科学知识感兴趣人的周期。

科学家正在研究华沙松鼠的习性
2019-02-11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研究人员将对华沙松
鼠的习性进行研究。 科学家们将仔细研究
生活在瓦津基公园和拉斯纳托利斯基的啮
齿动物。 这些动物已经配备了带发射器的
项圈。 在瓦津基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进
行研究可以比较栖息在绿地上的啮齿动物
的习惯和不同程度的人为干扰。 在实验中
科学家们将使用CMR（捕获标记 - 重新捕
获）方法。 这意味着松鼠的耳环上会带有
单独的个体编号并配有带无线电遥测发射
器的辐射。 在冬季进行的研究将推断松鼠
获取食物的不同方式如何转化为它们的生
存状况。

罗兹科技大学邀请各位参加科
学和高等教育新解决方案辩论
2019-02-12
罗兹科技大学将于2019年2月18日举行“
大学章程和法案2.0”辩论赛，届时副总理
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a
将出席活动。 活动将作为NKN论坛全系列
辩论的一部分进行。 这是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在学术界代表的参与下创建的一项新举
措，旨在讨论新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法律所
产生的关键要素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辩论
会将涉及大学的组织和管理、在教学和研
究管理、员工问题和学术进步、大学资产
和财务以及根据新法律管理模式的结构。

西里西亚海峡和上维斯瓦河航
道“机遇与挑战”挑战
2019-02-12
西里西亚大学水中心与克拉科夫理工大学
工程水管理系共同邀请各位参加上维斯瓦
河西里西亚海峡和水道的科学会议“机遇
与挑战”。 会议期间将讨论关于波兰内
陆水路运输的计划发展、运输多样化的机
会。 并且涵盖西里西亚海峡的历史和上维
斯瓦河的航道、目标、路线、完工阶段、
阶级、机车车辆以及计划的工程范围;水
文和水文技术条件和水资源管理的功能以
及现在和未来的空间条件以及战略指示主
题。 组织者承诺将讨论西里西亚海峡建设

的经济和经济影响，上维斯瓦河航道的现
代化以及工业环境与政府机构和地方自治
合作的原则。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访问
了普沃茨克国家高等职业学校
2019-02-12
副 总 理 兼 科 学 和 高 等 教 育 部 副 部 长
Jarosław Gowin在访问普沃茨克国家高
等职业学校期间宣布到：“普沃茨克的 国
家高等职业学校是参与“卓越教育计划”
项目的15所国家高等职业学校之一。” 副
总理Jarosław Gowin部长表示关于“卓
越教育倡议”的决定对职业学校来说是个
好消息。 首先来自波兰不同地区的多达15
所大学将获得额外100万兹罗提的教育质
量。 其次证明与国家高等职业学校相关的
环境在创建科学宪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比亚韦斯托克将建立Epi 科学
中心
2019-02-12
比亚韦斯托克市体育场将建立Epi 科学中心
以其推广科学。 科学中心的名字是从比亚
韦斯托克科技园公布的竞赛中提交的600多
份提案中选出的。 Epi科学中心将占地三千
平方米，将成为最活跃、最年轻的教育空
间，以及面向年轻人和成年人的主要展览
和实验室。 Epi-科学中心旨在鼓励青少年
探索有关世界物理定律的知识，引起对精
确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的兴趣。 实验室
课程将使用现代技术进行并将支持幼儿园
和学校实施的教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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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预防产后抑郁症
项目
2019-02-12
一 个 预 防 产 后 抑 郁 症 的 项 目 “ 妈 妈 站
台” 将由欧洲社会基金共同资助。项目
教育部分将由格但斯克大学心理学研究
所负责编写。 项目的领导者是格但斯克
Copernicus Podmiot Leczniczego公
司，项目将计划预防产后抑郁症，提供筛
查和治疗。降低抑郁症未经处理的负面劳
动力市场的影响。 格但斯克大学的任务包
括准备培训计划、创建有关试点项目、预
防产后抑郁症和教材对于项目成员，以及
实质性的支持网站和网上论坛，并进行方
案的指标统计分析。

波兹南校长徽章展览
2019-02-12
截至至3月2日，波兹南大主教博物馆将
持续展出“波兹南校长徽章”展览。该
展览是在Lubrański学院建议500周年及
波兹南高等教育100周年之际举办的。 在
Lubrański学院的前总部，保存有密茨凯
维奇大学、艺术大学、经济大学、医科大
学、生命科学大学、音乐学院、体育学院
和波兹南理工大学的徽章。 展览上将展出
历届校长的权杖、链子和戒指。权杖是牧
区权威和决策能力的标志，链子象征重要
性，戒指象征校长致力于忠实和忠诚服务
大学的誓言。

Jerzy Lis教授获得桥梁建筑奖
2019-02-13
来自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Jerzy Lis教
授获得“桥梁建筑奖”。 奖项由美国陶瓷
协会每年授予一位为陶瓷工程的发展做出
了独特贡献的非美国籍科学家。 奖项于
2019年1月22日至27日在佛罗里达州代托
纳比奇举行的第43届国际ICACC高级陶瓷
与复合材料国际会议及博览会上颁发。 这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家会议之一，也是
陶瓷行业的代表。 Jerzy Lis教授应邀发表
题为“通过快速高能技术处理复杂陶瓷材
料”的公开讲座。

“西门子工程师4.0”项目
2019-02-13
截止至2019年3月3日可以申请由西门子组
织并指导技术大学学生的“工程师4.0”
计划。 项目将包括专业研讨会，参与者将
有机会在4月前往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计
划的合作伙伴是展望教育基金会和企业家
和技术部。 与会者将接受西门子董事会
成员和库卡和戴姆勒等公司工业技术领域
专家的研讨会。 “工程师4.0”教育项目
是西门子和展望教育基金会“妇女在技术
行业的潜力”倡议的一部分，基金会支持
女性在工程专业领域的职业生涯。 更多信
息： www.siemens.pl/inzynierki4-0

波兰 - 乌克兰科学会议
2019-02-13
波兰语言学院乌克兰研究中心 与乌克兰国
立大学的旅游学院将于5月14日和15日组
织国际科学大会“边疆的文化遗产”。 会
议旨在对文化和科学发展的影响，民族和
民族认同感，宗教和建立相互关系方面提
出广泛了解的边境地区文化遗产。 会议面
向文化研究人员，语言学家，历史学家，
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文学学者，欧洲地
区雇员，教师，传教士，神学家，心理学
家以及对该主题感兴趣的所有人士。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学生参加全
球管理挑战赛
2019-02-13
来自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的两位学生团队将
有机会参加全球最大的商业模拟的第二阶
段：全球企业管理挑战赛（GMC）。共有
155个团队参与了比赛的第一阶段。 在比
赛的第二阶段将挑选出60个合格的团队，
来自金融保险，信息技术和通信部门和管
理部门的部门的学生将参加资格挑选。 全
球企业管理挑战赛GMC是世界上最大的商
业模拟赛事，其中有几个团队管理在虚拟
市场上竞争的公司，项目遍布全球近40个
国家。 全球企业管理挑战赛GMC在高级
培训课程采用游戏化并使用游戏业务的机
制。

第5届Kotarbiński竞赛
2019-02-13
以 罗 兹 大 学 第 一 位 校 长 T a d e u s z 
Kotarbiński教授命名的第五届比赛已经正
式开始。人文学科的作品可以由全国各地
的科学机构提交。获奖者将获得50000兹
罗提用于进一步研究。 竞赛将评估和奖
励广泛理解的人文学科领域的最佳科学作
品。 罗兹大学通知到：“我们希望通过
这种方式强调人文反思在我们所接受的技
术中的重要性。我们想要表明波兰科学创
作出最高科学水平的作品。” 参加竞赛
作品应于2019年4月5日前提交至以下地
址：Narutowicza街道 68号，邮编：90-
136，罗兹。

年轻程序员俱乐部在16个波兰
城市开展业务
2019-02-14
由数字化部设立的青年程序员俱乐部的课
程已经拥有超过13000名参与者，俱乐部
在波兰的16个中型城市已运营3个月。 来
自Piotrków Trybunalski的俱乐部举办了46
个研讨会，共有522人参加，是去年秋季举
办的研讨会论坛的记录保持者。俱乐部将
运营至2020年10月，届时将为超过40000
人举办3200场免费研讨会 。 俱乐部的开放
是教育和信息宣传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
旨在传播使用数字技术的好处。促进各年
龄段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技术，克服障
碍，提高社会的数字能力。该项目涉及4个
领域：生活质量，公共电子服务，网络安
全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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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语言和文化暑期课程
2019-02-14
由波兰国家学术交流机构（NAWA）负责
面向没有波兰公民身份并且在2018/2019
学年不在波兰学习的外国大学生的波兰语
波兰语言和文化暑期课程招生工作将于
2019年3月18日截止。 根据波兰国家学
术交流机构提供的信息，在课程期间参
与者有机会深入学习波兰语（每周约20
小时的课程），在课堂上及课外例如在街
道、在餐馆练习讲波兰语并且参观波兰城
市、与其他外国学生融合或共同开展项
目。 更多信息： https://nawa.gov.pl/
jezyk-polski/letnie-kursy-jezyka-i-kultury-
polskiej/o-programie

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技术转移
中心获得发明奖
2019-02-14
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技术转移中心获得的
五个发明获得2019 IPITEX国际展览金牌。 
来自25个国家的434个解决方案参加了展
览，什切青中心获得金牌的发明是： 检测
精神病的第一集的方法; 脐带收集套件; 通
过使用虚拟算法和QR码处理HIV和HCV的
试剂盒; 原型印模托盘上颚和性健康的移
动应用单边缺牙。 在国际展览获奖的发明
在“创新孵化器+”项目下由MareMed科
学联盟实施，其成员包括创新中心和什切
青海事大学。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有趣的科
学”系列会议
2019-02-14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邀请各位于2月21日前
往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参加“有趣的科学”
系列会议。会议期间专家们将讲述与微塑
相关的风险。 我们在购物或拧下塑料瓶水
时会遇到微塑料的问题。我们的城市也面
临着消除潜在的微塑料来源到妥善处理污
水和雨水。 专家还将解答日常产品中含有
最多有害物质的问题，植物对雨水净化的
影响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护自己免受
毒素侵害。 “有趣的科学”是格但斯克科
技大学的一项新举措。在每月与专家会面

时将把目前的科学问题和现代世界带入一
种无障碍的形式和愉快的氛围中。 更多信
息： :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ontent/mikroplastik- HYPERLINK

欧盟状态辩论赛
2019-02-14
华沙大学政治学和国际研究学院邀请各
位于2019年2月14日参加“十字路口的联
盟”辩论赛。 辩论赛的主题为： 在通过
英国脱欧和欧元之后，欧盟将处于什么状
态？ 法国和德国的地位得到加强，是否
会实现“双速欧洲”的情景？ 是否会发
生“欧洲每个独立的国家”的情况？ 欧
盟解体有多真实？ 外交部副部长Konrad 
Szymański；2005年至2007年波兰国防部
部长Radosław Sikorski ；2007年至2014
年外交部长、政治学家、外交官华沙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所科学委员会主席Roman 
Kuźniar教授；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华
沙大学欧洲研究所欧洲联盟政治系主任
Tomasz Grzegorz Grosse教授将出席辩论
赛。 辩论将在华沙Świetlica Wolności中
心举行，地址为NowyŚwiat6/ 12。

热舒夫科技大学将与莱扎伊斯
克技术学校合作
2019-02-15
热舒夫科技大学与莱扎伊斯克技术学校签
署了合作协议。 根据合作协议热舒夫科技
大学力学与技术学院将成为莱扎伊斯克学
校机械概况课程的赞助人。 合作协议由热
舒夫科技大学副校长Grzegorz Masłowski
教授和莱扎伊斯克技术学校负责人Halina 
Samko共同签署。 作为合作的一部分，来
自伊斯克技术学校的学生将参加由热舒夫
科技大学组织的会议和科学研讨会。

Michio Kaku博士在托伦的讲座
2019-02-15
美 国 理 论 物 理 ， 科 普 作 家 和 未 来 学 家
Michio Kaku博士于2月19日 在波兰国家
基金会的邀请下将在哥白尼诞辰546周年之
际开设公开讲座 Michio Kaku博士博士将

参观托伦100x100的项目，在此期间还将
举行波兰恢复独立100周年的特殊会议。 
Michio Kaku博士将参观Piwnice天文中
心，国家实验室原子，分子和哥白尼大学
的光学物理研究所，访问波兰光原子钟，
满足物理，天文学和应用计算机科学学院
的主管部门。 Michio Kaku博士此次访问
托伦的主要原因是他在CKK Jordanki的科
学展，入场免费。需要参加活动请发送个
人信息至电子邮件：100x100@pfn.org.pl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猎鹰世
界”会议
2019-02-15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邀请各位
于2019年3月2日在参加在华沙华沙生命科
学大学举行的“猎鹰世界”会议。 会议主
题涉及猎鹰繁殖、营养、生理和疾病、法
律方面以及对猛禽的保护有关的问题 。 活
动重点是波兰和世界的猎鹰和猛禽，欧洲
猎鹰的养殖和猎鹰教育以及猎鹰的拥有和
繁殖有关的法律方面。

雅盖隆大学的学生赢得了波兰 
- 中国经济合作竞赛
2019-02-15
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Aleksandra 
Lehmann获得了第三届波兰与中国现代
经济合作领域最佳作品竞赛的主要奖项，
获奖作品题为“中国奢侈品市场， 西方品
牌的成功因素”。 比赛组织方是波兰 - 中
国商业理事会、中国银行、波兰汇丰银行
和海通银行。竞赛旨在为波兰和中国之间
的商业合作创造未来的领导者和专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大使刘光源授予
Aleksandra Lehmann一年的奖学金，奖
学金可以在中国任何一所大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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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美拉尼亚学院研究人员获得
波兰智能发展奖提名
2019-02-15
来自斯武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学院的物理研
究所的Magdalena Pawlik在2019波兰
的智能发展奖“未来科学家”类别中获得
提名，获奖项目为“松花粉及其对波罗的
海远程测量的质量影响的光学特性。” 综
合测量海水中发现的松花粉和花粉粒的光
学特性，以及与不同光学重要水成分的混
合，将有助于了解天然水光学。研究结果
将有助于减少卫星地图创建和解释。 通
过参与研究和开发活动的波兰科研机构，
院校和企业运行的波兰智能发展奖格斗项
目，通过其创新的投资解决方案，并支持
波兰的可持续发展。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
学 “华沙传奇” 在电台上播
出
2019-02-15
华沙红衣主教StefanWyszyński大学发展基
金会与国家文化中心共同合作实施的“华
沙传奇”在电台上播出。 项目旨在通过广
播剧的形式吸引更多年轻人的注意力，为
他们普及华沙的历史。 广播剧集基于Artur 
Oppman的“华沙传奇” 关于美人鱼，
蛇怪和金鸭的故事而改编。 该项目主要针
对华沙大学的年轻人和学生以及对华沙历
史感兴趣的人士。项目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工作室中实施并由电台的
记者录制即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
学新闻学的学生录制。 第一部广播剧将
于2019年2月18日下午6点在www.radio.
uksw.edu.pl上播出。

卡托维兹关于“在就业欺凌和
歧视的法律和社会方面”会议
2019-02-15
西里西亚大学和社会保险机构邀请各位于
3月13日参加科“在就业欺凌和歧视的法
律和社会问题”科学会议，会议将讨论存
在于波兰劳工法的现行立法和科学成就的
背景下的问题。 科学会议的主题是“劳动

语言”，西里西亚大学劳动和社会政策系
和社会保险机构将组织由专业和学生组成
的两个讨论小组。 波兰学术中心专业从事
劳动法，以及波兰教师联盟（ZNP）和西
里西亚大学俱乐部Antymobbingowego
成员在区西里西亚PNA工作的学者将参加
会议。 特邀嘉宾是来自土耳其Altınbaş 
Üniversitesi的Melike Yaman，他将根据
土耳其法律就围攻主题发表演讲。

波兰加入了欧洲分子生物学实
验室
2019-02-15
波兰成为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
的第26个。 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
是一个创新的跨学科，世界领先的生物学
研究组织。研究由80多个研究小组进行，
这些研究小组代表了与分子生物学相关的
全部问题。国际研究机构成立于1974年，
拥有1700多名不同国籍和专业的员工。 波
兰有权在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指定两名
拥有完全投票权的代表。研究人员将能够
使用先进的和最先进的实验室和设备，年
轻的科学家将能够使用专为博士生和医生
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的计划。

莱斯诺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将与
德国达姆施塔特大学合作
2019-02-18
莱斯诺国立高等职业学校与达姆施塔特德
国应用科学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合
作协议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大学代表团访问
莱斯诺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期间由由Maciej 
Pietrzak教授签署。合作内容包括莱斯诺
学院所有在电气工程和机电一体化领域的
毕业生如要在德国继续进行硕士生研究学
习则无需考试，没有课程差异和学费。 合
作协议的条款还包括德国政府在德国著名
公司提供的带薪实习机会。 Hochschule 
Darmstadt-应用科学大学是德国最大的职
业大学之一，提供超过50个学习领域。 约
有1.5万名学生，其中约18％是外国学生。

华沙大学物理学家获得洪堡研
究奖
2019-02-18
来 自 华 沙 大 学 物 理 系 的 J e r z y 
Lewandowski教授获得了洪堡研究奖。 
Jerzy Lewandowski教授是理论物理研究
所相对论与引力系的负责人。 他论述了时
空中黑洞和引力波的几何理论以及广义相
对论。 他是众多科学出版物的作者，并于
2016年获得了国际广义相对论和万有引力
学会的会员资格。 Jerzy Lewandowski教
授在获得洪堡研究奖之后将与德国专家合
作开展他的研究项目。

罗兹科技大学学术辩论：“大
学法规和法案2.0”
2019-02-18
罗兹科技大学于2019年2月18日星期一举
办了学术辩论“大学章程和法案2.0”，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a 
Gowina参加了此次辩论赛。 辩论赛期间
举行了与大学运作有关的最重要文件的会
议。 波兰所有大学的约400名代表参加了
罗兹科技大学的组织的辩论赛。 他们讨论
了与“大学法规和法案2.0”  相关的最重
要的主题：大学的权力，组织和管理; 大学
的结构以及科学研究和员工事务的管理，
包括科学进步。 在专家辩论活动期间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Müller介绍了从
事新大学法规工作的高中所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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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什切青内陆航运国际会议
2019-02-18
什切青海事大学交通管理研究所与西波美
拉尼亚海洋集群协会将于5月16日和17日
邀请各位参加2019年国际科学会议内陆航
运国际会议。 会议主题是内陆航行，作为
公路运输的替代方案这符合欧盟可持续交
通政策的假设和目标。会议将成为从业者
和科学家交流意见和经验的论坛。 会议期
间将讨论以下主题： 内陆航行在各地区社
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内陆水路运输在多
湾运输系统和供应链中的重要性； 全球
和欧洲内陆水路运输（基础设施，运输工
具，控制系统）和波兰水道的发展趋势，
作为绿色走廊波罗的海 - 中欧和南欧的关
键要素。

来自Civitas学院的科学家获得
了人权奖
2019-02-18
来自来自Civitas学院Rafał Pankowski
博士是“Never Again”协会的联合创
始人，他荣获了今年的Paul Ehrlich和
Gunther K. Schwerin人权奖。 Rafał 
Pankowski博士因打击反犹太主义和种族
主义而获得奖项。Rafał Pankowski博士
是Civitas学院的社会学教授，他于2018年
在“以色列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
关于波兰媒体和政治中的反犹太主义话语
的广泛评论文章。他还与许多专家组织和
学术机构合作，包括与伦敦查塔姆大厦，
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和曼谷朱拉隆功大
学欧洲研究中心合作。 奖项于1998年由美
国反诽谤联盟成立，旨在纪念欧洲打击反
犹太主义的人士。

“年轻的科学家”竞赛已结束
2019-02-18
华 沙 大 学 国 际 跨 学 科 研 究 生 课 程 数 学
和 自 然 科 学 领 域 的 博 士 生 、 地 貌 学 家
Agnieszka Muzińska获得了第十四届“年
轻的科学家”竞赛的一等奖。 比赛对35岁
以下的科学研究人员开放，其中包括大学
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以及博士生。 副总
理Jarosław Gowin 在颁奖仪式上指出，

科学追求卓越是学术使命之一。 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 说道：“我认为科学的
社会责任及其普及要归功于激发遵循科学
职业生涯的科学家们。”

波兹南大学科学家已经赢得了
投资发展部竞赛奖
2019-02-18
波兹南大学科学家赢得了投资部长奖金
和发展论文，博士论文和适应训练和出
版物在建筑和建设，规划和区划等领域
的奖项。 博士后论文类竞赛的获奖者
是：Agnieszka Rumież 的博士论文“即
兴在建筑创作中的一种策略”，论文导师
是Piotr Marciniak教授和Jerzy Suchanek
教授。 硕士论文类的获奖者是： Adam 
Jankowski的论文“储备懒惰设施的科学
站”，论文导师是Maciej Janowski 博
士； Adriannie Pocion 的论文“黑山的疗
养院诊所”，论文导师是Agata Gawlak
博士。

日落之后交通事故风险率将增
加
2019-02-18
汽车运输协会（ITS）的新研究数据表明
日落后行人在建筑外发生事故的风险是白
天的12倍。 汽车运输协会（ITS）的发言
人Mikołaj Krupiński 说道：“研究所分
析了建筑物区域外的行人的道路交通事故
发现，在天黑之后路上唯一的光源是汽车
前灯。” 分析结果表明，白天（16:00至
17:30日落前一小时）行人事故发生率仅为
13％。 但在天黑后却从87％增长到100％
。平均而言，在日落前一小时内，事故的
发生率仅为8％。夜幕降临后的一小时内高
达92％。这意味着在黑暗的时间行人发生
交通事故的几率比白天高达12倍以上。

弗罗茨瓦夫大学荷兰绘画大师
展览
2019-02-18
弗罗茨瓦夫大学荷兰文化中心邀请各位参
观荷兰绘画大师的展览“梦想与现实”。
展览期间将可以欣赏到博世、维梅尔和梵

高多位艺术大师作品的复刻版。 本次展
览的灵感来源于两位女性艺术家的灵感： 
Agnieszka Traczyńska-艺术家、画家、
弗罗茨瓦夫学校高中美术老师。她复刻乐
Hieronymus Bosch的绘画。 Magdalena 
Śniedziewska-研究员、波兰语老师、十
七世纪荷兰绘画一书的作者。 展览将于三
月7日下午17点开始，届时Magdalena 
Śniedziewska将带来主题为“如果我们能
欣赏荷兰的画作，那我们的生活将会更加
精彩”的讲座。

在图霍拉森林的考古发现
2019-02-19
来 自 哥 白 尼 大 学 考 古 学 托 伦 研 究 所
（NCU）的Mateusz Sosnowski 博士和来
自华沙波兰科学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的
Jerzy Czerniec博士在图霍拉森林中进行
了非同寻常的考古发现。由于使用了地球
表面数字图像的空间分析的创新方法，他
们够观察到了保存在森林表面的大约2千
人的人类定居遗迹。 Jerzy Czerniec博士
说道：“通过使用数字地形模型分析方法
的革新，我们能够发现人类曾经在这里生
活过的迹象。” 考古博士们仍在等待进一
步的分析结果。研究结果一旦得到确认，
那么在图霍拉森林里发现的已经很有可能
是地球表面上唯一完全保存和可见的欧洲
史前人类聚居地。 更多信息： https://
www.umk.pl/wiadomosci/?id=2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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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创造了
波兰独立主题电脑游戏
2019-02-19
来自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历史学院的
学 生 创 建 了 一 个 以 大 波 兰 省 1 9 1 9 年 恢
复 独 立 为 主 题 的 电 脑 游 戏 。 项 目 由 政
府独立计划共同资助。 电脑游戏“胜
利”由Wojciech Krasucki、Bartosz 
Kuźnicki、Anna Mączka、Aleksandra 
Nowak 和Maciej Pluciński设计创建。
游戏中带有图形绘图框架的冒险动作是在
Construct 2引擎上采用2d技术制作的，
游戏旨在以现代高科技的方式向年轻人推
广历史。 游戏适用于对独立游戏和历史感
兴趣的12至20岁的人士。在游戏中玩家将
要面对逻辑难题、历史人物和随机人物、
面对商场的挑战会谈。 游戏中可以从波兹
南大波兰地区办事处免费下载： https://
bit.ly/2tnJNcZ

第三届 “如何从干旱的影响中
拯救波兰农业？”大会
2019-02-19
克 拉 科 夫 农 业 大 学 与 A g r o m a x 
Agrobusiness合作将于2019年3月21日
至21日举办第三届科学和技术会议“如何
从干旱的影响中拯救波兰农业？” 来自
波兰、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科学家、
从业者和农民、农业生产者、地方政府代
表、公共机构和与该行业有关的企业将参
加此次活动。 与会者将讨论诸如面对全球
气候变化的干旱对农业的影响以及对干旱
的环境响应等主题。 会议期间还将讨论抵
制干旱影响的法律，经济和技术问题并计
划讨论20篇论文 会议地点为Parkowej 街
20 号。

西里西亚大学哲学研讨会“想
象空间与空间打造”
2019-02-19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将在“在人文主义
古代哲学的空间”的框架内组织 “想象空
间与空间打造”系列讲座。系列讲座将于
2月19日开始持续至6月4日。 演讲者包括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雅盖隆大学、西里西

亚科技大学和西里西亚医科大学的研究人
员、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
研究、律师、建筑师、神学家和律师。 讲
座面向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生和所有
感兴趣的人士。会议主题为对空间的理解
各方面的顾虑特别是在关系到虚拟世界，
方法转变为理解的话方式：关闭、远程、
国内外知名、未知在不同环境下的安全。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将配合军事
反情报
2019-02-19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校长Robert Ciborowski
教 授 与 军 事 反 情 报 局 （ S K W ） 负 责 人
Maciej Materka签署了合作协议，合作将
涉及教学，科学和出版活动。 根据合作协
议，合作将包括合资企业，其主要目的是
提高对保护波兰国家当代威胁的可能性的
认识。合作将教育活动和提高两个机构工
作人员的专业和科学资格方面交流知识和
经验等方面展开。 协议将为生命科学大学
的需要开展活动或培训，组织联合研讨会
或合作创建学习计划的可能性。

格丁尼亚格莱美颁奖典礼设计
灯光墙
2019-02-19
来自格丁尼亚波美拉尼亚科技园区的波特
曼定制灯光公司工作室为美国音乐界奖项
2019格莱美颁奖典礼设计了灯光墙。 格丁
尼亚设计的灯光是Miley Cyrus和Shawna 
Mendes演出的主要元素，在此期间艺术家
演唱了“In your Blood”中的歌曲。 波特
曼定制灯的制造商在2017年就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当时他们的复古配件首次出现在
奥斯卡音乐盛会期间。 他们还证明，来自
世界各地的灯光设计师对波兰灯光的热情不
仅仅是新鲜事物的结果，而是确认“波兰制
造”的灯具在国外舞台上已经稳定下来。

普沃茨克第一届公共职业大学
校长全体会议
2019-02-19
普沃茨克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将举办第一届
公立职业大学校长全体会议。 会议将于

2019年3月20日至23日举行与普沃茨克大
学20周年庆典相结合。 由副总理兼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届时将主
持会议开幕。 会议是代表波兰公立职业学
校的校友协会。 会议期间将讨论与“科学
宪法”和职业学校发展计划相关的变化相
关的主题。 来自波兰各地的50多名国家高
等职业学校的校长和副校长将参加会议。

雅盖隆大学母语月
2019-02-20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波兰研究学院与雅盖
隆大学学生科学学术语言学会合作组织第
四届母语月，活动将于2019年2月21日至3
月21日举行。 活动期间将举行一系列与波
兰语有关的活动，包括将于2019年3月16
日举行的第5次克拉科夫听写会。 会议将
分为两类，开放式和初级（适用于15岁以
下的儿童）。 活动期间还将举办第四次全
国小学广告竞赛，由小学校的学生举办的
语言讲习班和第21届全国演讲比赛。 更多
信息： mjo.uj.edu.pl

来自哥白尼大学的科学家成为
权威杂志一元
2019-02-20
来自哥白尼大学法律和行政的欧洲法律系
的Paweł Nowicki博士是欧洲采购与公私
合作法律评论中的一员，这是公共采购和
公私伙伴关系是世界上最大和最负盛名的
科学期刊之一。 杂志主编由在公共采购
领域的世界权威国际编委静坐知名科学家
的组成，其中包括：来自伦敦国王学院的
Andrea Biondi教授、来自慕尼黑路德维
希大学的Martin Burgi教授、来自华盛顿大
学法学院的Christopher R. Yukins教授。 
Paweł Nowicki博士将使用判例法编辑
器，是在欧洲采购与公私合作法律评论的
社论中唯一的波兰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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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科学部代表团访问英国
2019-02-20
由Piotr Dardziński副部长率领的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代表团访问了英国。 访问最
重要的一点是与商务部，能源和工业战
略 大 学 ， 科 学 ， 研 究 和 创 新 大 臣 C h r i s 
Skidmore会面。 波兰代表团访问了西科尔
斯基将军博物馆，会见了杰出的波兰科学
家和英国科学界代表，并参加了英国波兰
学生协会联合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此次
访问旨在加强波兰与英国在高等教育和科
学领域的关系，特别是加强波兰和联合王
国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并开始合作支持
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短期流动。

波兰科学院为来自世界各地的
科学家提供奖学金计划
2019-02-20
波兰科学院将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最佳科学
家推出奖学金计划以便在波兰科学院进行
研究。 奖学金预算近1200万欧元，由欧
盟基金共同资助。 波兰科学院获得玛丽
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COFUND计划资
助，支持科学机构开展促进研究人员发展
和培训的活动。 波兰科学院个人奖学金：
创新与创造力计划将资助50个为期两年
的奖学金，外国人和在波兰境外居住至少
两年的波兰人均能够申请奖学金。 奖学
金获得者将获得高达60000欧元的奖学金
和研究经费。奖学金计划将是波兰科学院
研究所的进一步国际化的发展。 更多信
息： https://youtu.be/HH1URd5n2Xw

弗罗茨瓦夫大学讲座“智能手
机时代的关键因素”
2019-02-20
弗罗茨瓦夫大学地质科学研究所邀请各位
于2月23日星期六参加由Krzysztof Turniak
博士带来的“地球与宇宙的秘密”系列讲
座。讲座期间将讨论现代设备生产中使用
的元素，同时受到耗尽的威胁。 每部智
能手机都由数十种稀有元素组成，目前其
中一些智能手机已被淘汰。更糟糕的是
它们位于世界上只有一个或几个国家，这
可能会威胁到供应的稳定性。 Krzysztof 

Turniak博士在讲座期间将回答以下问题： 
关键要素是什么？ 收购的前景如何？ 我
们在波兰生产哪些产品？ 由于缺乏某些元
素，我们是否有可能停止生产技术先进的
设备？ 含有关键元素的矿物的开采是否会
对环境有害？

西里西亚大学博士生获得富布
赖特初级研究奖学金
2019-02-20
西里西亚大学浪漫语言和翻译研究所加拿
大研究和文学翻译系博士Mateusz Król获
得了2019/2020学年著名的富布赖特初级
研究奖。 奖学金旨在为博士论文收集材
料，时长为6至9个月，可在美国的大学，
研究机构或非政府组织的研究项目进行。
奖学金由美国国务院和波兰科学与高等教
育部资助。 波兰和美国富布赖特委员会是
一个教育基金会，其主要任务是管理福布
莱特计划在波兰 - 美国的科学和文化交流
的最大项目。 70多年来一直在推动科学，
文化和人际关系，跨美国和160多个国家
之间的发展合作。 更多信息： https://
fulbright.edu.pl/junior-award

国家科学中心竞赛
2019-02-20
第八届MAESTRO竞赛将为经验丰富的
科 学 家 提 供 基 础 研 究 资 助 ， 竞 赛 作 为
HARMONIA国际项目的一部分实施。 共
有650份申请提交参加竞赛，其中147份
申请将得到资助。竞赛的总资助金额超过
2.5亿兹罗提。 国家科学中心委员会主席
Małgorzata Kossowska说道：“第10届
HARMONY是本次比赛的最后一部分，
国家科学中心理事会决定将其与OPUS竞
赛合并，从九月份起将由国际视角竞赛
代替”。 更多信息： https://www.ncn.
gov.pl/konkursy/wyniki/2019-02-18-
maestro10-harmonia10-sonatabis8

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项目参加
莫斯科世界服装展览会
2019-02-21
美术弗罗茨瓦夫学院的舞台设计的四年级
学生Anna Adasiak将参加在莫斯科举行
的世界服装展览会“21世纪的创新服装：
下一代”。 服装展览会将于2019年6月4
日至8月31日在莫斯科红场国家历史博物
馆举行。 Anna Adasiak的作品“线”
届时将出现在展览上，作品是在Urszula 
Smaza-Gralak教授创意类服装设计部分
下创作的。 展览致力于21世纪开始其职业
生涯的年轻艺术家的项目。来自全世界50
多个国家的最具突破性和创新性的和非常
规项目和实验项目将参加展览，如时装，
摄影，计算机工程，视频和装置如服装，
芭蕾舞，歌剧，戏剧，电影和表演艺术的
服装。

第四届精神病预防课程
2019-02-21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第四届精神病预防
课程已经开始。 截止至2019年6月将有44
名老年学生参加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健
康科学学院的课程，他们是比亚韦斯托克
医科大学老年健康大学的毕业生。 课程在
波兰是独一无二的，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
学是波兰第一所组织一系列专门针对精神
病学，老年人精神障碍的讲座。 课程的主
题将涉及老年人的精神障碍，焦虑症，性
功能障碍或药物和酒精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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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in Popkiewicz 博士的“
气候事实和神话” 讲座
2019-02-21
西里西亚大学个人大学间研究学院邀请
各位参加Marcin Popkiewicz博士的讲
座 “气候事实和神话”。 讲座是“ISM
发表声音”倡议的一部分，是一系列与
波兰文化，文学，美术，新闻和非政府
组织非凡人士的会议。 讲座将于2月26
日在科学信息中心和学术图书馆进行，
将讨论气候变化问题，包括全球变暖问
题，这些问题又滋生了哪些神话。讲座
将介绍气候控制过程的主题，在地球过
去的变化以及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发生的
变化。 Marcin Popkiewicz博士是大
趋势分析师，专家和记者；负责处理经
济 - 能源 - 资源 - 环境领域，也是出版
物“世界十字路口”、“能源革命及其原
因”、“气候学”等出版物的作者；同
时也是门户网站ziemianarozdrozu.pl 和
naukaoklimacie.pl的编辑。

“无人驾驶飞行系统开发”科
学会议
2019-02-21
基础设施部、航空研究所、华沙拉扎尔斯
基大学、动力与航空工程学院、华沙科技
大学和无人机系统协会将组织关于无人机
系统（BSL）研究和运行的科学会议。 会
议将于2019年3月6日在华沙航空学院总
部举行。，具体地址为al. Krakowskiej 届
110/114号。 会议期间将讨论以下问题： 
在波兰和世界范围内开发UTM（无人值守
交通管理）; ； BSL系统认证； 波兰BSL系
统测试区； 波兰BSL操作员培训； BSL操作
员的权利和义务。

Ryszard Schnepf 博士讲解
Donald Trump在总统任期内
的美国问题
2019-02-21
作 为 “ 新 千 年 八 个 讲 座 ” 系 列 的 一 部
分，Ryszard Schnepf 博士将于2019年2
月26日将发表演讲“Trump与美国的中途

点”。 演讲将在华沙大学前大学图书馆大
厅举行。 Ryszard Schnepf 博士将分析
美国的情况并讲解在Donald Trump任期
中美国的状况问题。 Ryszard Schnepf 博
士是一名外交官，前波兰驻乌拉圭，哥斯
达黎加，西班牙和美国大使。 他的研究兴
趣主要围绕拉美文化和伊比利亚 - 美洲国
家的当代问题。 Ryszard Schnepf 博士也
在专门研究美国的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问
题。

西里西亚的城市未来
2019-02-22
西里西亚大学和科研机构邀请各位于2月27
日参加第三届学术讨论会“西里西亚的城
市未来”，会议将在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图
书馆的Parnassos礼堂举行。会议的主题
是建立城市空间的吸引力 。 会议期间将讨
论城市空间在商业，住宅和公共空间中的
吸引力的因素和标准，以及公共，私人和
民间部门之间的关系，共同建立空间的吸
引力。 会议组织方是：经济大学、西里西
亚大学、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工业区生态
研究所、波兰科学院上西里西亚分部未来
研究委员会、华沙波兰科学院空间发展委
员会、上西里西亚企业家大学和西里西亚
图书馆。

普沃茨克“技术大学初级”项目
2019-02-22
华沙技术大学普沃茨克分校邀请6至8年级
小学课程的学生参加“技术大学初级”项
目。 项目将在华沙技术大学普沃茨克分校
土木工程、力学和石油化学学院与普沃茨
克市的合作下开展。 华沙技术大学在“年
轻探索大学”计划下获得了项目的资助。 
项目参与者将参加一系列数学和自然科
学研讨会以及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相关的研
讨会。 180名学生将在讲师的指导下，扩
展他们在数学和自然方面的能力、学习技
能、批判性思维和ICT能力、信息和通信技
术领域的知识。 该项目的招聘工作将持续
到2月28日： www.umo.pw.plock.pl

热舒夫科技大学研究人员改善
城市公交的准时性
2019-02-22
来自热舒夫科技大学道路与桥梁部门的研
究人员将改善城市公交车的准时性。 他们
将在2019年3月27日举行的“热舒夫运输
系统的发展”研讨会上讨论这个问题。 想
法在于使用现代ICT基础设施来管理公交
车道上的交通。 新的解决方案可以根据需
要临时释放皮带。 因此，可以更精确地确
定公交车的优先顺序，并将运营时间调整
到实际高峰时段。 Mateusz Szarata博士
与Lesław Bichajło博士是“动态分离公交
车道”项目的作者。 更多信息： https://
youtu.be/59LkN_IgvDQ

弗罗茨瓦夫科学会议“不屈不
挠的士兵，坚定的英雄”
2019-02-22
弗罗茨瓦夫陆军学院于3月7日邀请各位参
加科学会议“不屈不挠的士兵，坚定的英
雄”。这次活动是为了纪念“不屈不挠的
士兵”并且深入了解士兵们曾经的付出。 
会议主题为： 波兰独立地下活动形式； 
1944-1956年间青年起义； 波兰地下组织
的独立性； 波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现代生活； 不屈不挠的士兵和当代爱国主
义； 关于波兰人民共和国及1989年后不屈
不挠的士兵的回忆录；   会议由弗罗茨瓦夫
陆军学院、格丁尼亚海军学院、华沙战争
艺术学院、德布林航空军事学院和弗罗茨
瓦夫国家纪念研究所共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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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科技大学的Krzysztof 
Wegner获得波兰智能发展奖
2019-02-25
来自波兹南科技大学电子产品和电信部门
的Krzysztof Wegner获得了波兰智能化发
展奖2019类别中的“未来科学家”奖项，
获奖项目是“FLY  - 登记制度和空间成像” 
。 项目旨在开发用于空间图像配准和处理
的创新的系统具有非常高的分辨率，大量
登记的射线和广角采集。作品的结果将是
新一代空间图像相机的构建技术。 波兰智
能发展奖是全国性的奖项由参与研发活动
波兰研究机构，机构和公司，通过其创新
的解决方案和投资，重视波兰的可持续发
展，赞赏欧盟和国家计划的框架内最具创
新性的项目。 更多信息： https://www.
put.poznan.pl/pl/aktualnosc/polska-
nagroda-inteligentnego-rozwoju-2019

弗罗茨瓦夫城市学院开展一系
列讲座和讨论会
2019-02-25
弗罗茨瓦夫文化区与弗罗茨瓦夫大学的科
学家合作举办了城市学院第三学期的一系
列会议。Leszek Koczanowicz教授于20
日带来了主题为“城市民主如何运作？”
的讲座。 这个城市是一个极其复杂和活生
生的有机体。市政学院的组织者希望了解
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和居民生活条件的关键
过程并讨论以下主题： 逃离郊区和新资产
阶级； 城市民主； 文学在创造城市身份方
面的重要性。 会议试图了解弗罗茨瓦夫近
几十年来所经历的变化。会议将两部分组
成：文化研究和社会学家进行的讲座，以
及与参与讨论的主题的从业者的讨论。

地中海“100 AGH”轨迹
2019-02-25
2019年2月20日至21日夜晚，STS Pogoria
训 练 船 在 地 中 海 航 行 了 一 条 1 0 0 小 时
的“AGH”形航线。 由于训练船所使用的
GPS信号记录，航线可用卫星观测到长4海
里，宽1海里。 提议在庆祝“AGH科技大
学成立100周年”之际由AGH科技大学学
生和员工提出。 AGH的船员旅程于2月16

日开始。 到目前为止，航线包括Loano港
口，Portovenere港口，Portoferraio港口
和Civita Vecchia港口。 航行将持续到2
月23日。 地图GPS轨迹可以在以下位置看
到： http://bit.ly/100-AGH

格但斯克大学Jerzy Limon教授
获得了Pragnell莎士比亚奖
2019-02-25
格但斯克莎士比亚剧院的发起人和导演
Jerzy Limon教授获得了Pragnell莎士比
亚奖。这是对威廉·莎士比亚作品普及
和发展知识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对理解
其作品的重大贡献而享有盛誉的荣誉。 
Pragnell莎士比亚奖是由埃文河畔斯特
拉特福的著名珠宝商Geoge Pragnella
资助的国际奖项。奖项旨在表彰过去一
年在戏剧，评论，研究或教育领域推广
莎士比亚作品的艺术家。 Jerzy Limon
教授是英文教授、历史学家、英国文学
翻译家、戏剧家和作家。他被公认为莎
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杰出专家，也
是波兰科学院和国际莎士比亚学会的成
员。 更多信息： https://ug.edu.pl/
media/aktualnosci/86083/prof_jerzy_
limon_dyrektor_gdanskiego_teatru_
szekspirowskiego_laureatem_pragnell_
shakespeare_award

卢布林科学家在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网站上发表文章
2019-02-26
卢布林玛利亚斯科罗多夫斯卡大学新闻
发言人Beata Wielowinska-Pawlak通知
道：“来自卢布林玛利亚斯科罗多夫斯
卡大学天体物理和重力理论系的Krzysztof 
Murawski教授、Błażeja Kuźmy硕士和
Dariusz Wójcik硕士的最新研究文章在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网站（NASA）上发
布。” 科学文章涉及伪冲击的发现即太阳
大气中所谓的“不成功的冲击波”。 由于
波浪的数量很多，它们有机会使太阳的气
氛变暖，并有助于解决加热日冕的问题。
太阳的外层大气比其表面温度高约200
倍。卢布林玛利亚斯科罗多夫斯卡大学的
科学家们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了数值模

拟。 更多信息： https://www.nasa.gov/
feature/goddard/2019/solar-tadpole-
like-jets-seen-with-nasa-s-iris-add-new-
clue-to-age-old-mystery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模拟联合国
大会
2019-02-26
来自波兰全国各地高中、华沙英国学校和
来自德国的近100名高中学生参加了今年的
比亚韦斯托克模拟联合国会议BiaMUN。
活动自2019年2月22日至24日在比亚韦
斯托克大学校园举行。 波兰前总理、外
交官Włodzimierz Cimoszewicz出席了
BiaMUN活动的开幕式。 比亚韦斯托克新
闻发言人Katarzyna Dziedzik强调道：“
在比亚韦斯托克联合国模拟大会上讨论了
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会议。今年的会
议主题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欧洲社
会的老龄化、强迫童婚。联合国的不同成
员国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波兰众议院通过Łukasiewicz
研究网络的法律草案
2019-02-26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通知道：“波兰众议院
通过Łukasiewicz研究网络的法律草案，
研究网络将连接37个研究机构和波兰技术
开发中心。研究活动将于2019年4月1日开
始并将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进行重点研究”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
说道：“研究网络的主要目标是协调各研
究所的活动。该网络将有助于整合这些潜
力以及组织活动的有效性”。副部长Piotr 
Dardziński是政府全权代表，负责研究机
构的运作改革。 该网络的基本任务是开展
应用研究和开发工作，这对波兰的经济和
创新政策尤为重要。研究网络将知识转移
到经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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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国际学生
入学日
2019-02-26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2月22日接收了近300
名国际新生，作为“入学日”的一部分，
学生们将有了解大学、科学俱乐部的机
会。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在夏季学期达到
了接收1100多名国际学生的创纪录数量。 
新生中人数最多的是来自印度、乌克兰和
土耳其的学生。来自巴基斯坦、伊拉克、
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印度尼西亚、孟
加拉国意大利、中国、利比亚、巴西和德
国的学生也来到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最
受欢迎的专业为：机械、 IT、管理、化学
和建筑。 在入学日学生们观看了关于弗
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信息电影以及大学单
位准备的特别演讲。新生们认识学校的同
学、了解了学校的研究团体和学生组织并
且熟悉了大学图书馆的报价满足。来自警
察局的代表向学生们介绍了城市的安全
性。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研究
员成为ILRS管理委员会
2019-02-26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Krzysztof 
Sośnica教授是国际激光测距ILRS理事会的
成员。 Krzysztof Sośnica教授是IRLS理事
会的第一位波兰科学家，IRLS致力于激光
观测站遍布世界加工中心激光距离测量人
造卫星和月亮。 ILRS提供的卫星测量，物
理，天文，地球物理学，地球科学和环境
的各个领域中使用的基本观测和产品。 激
光技术SLR卫星激光测距用于提供对地球的
重心位置的准确信息，全球大地测量参考
系统的实施，通常假定全球参考系统的开
始。 更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
edu.pl/aktualnosci/49030/pierwszy_
polak_w_radzie_zarzadzajacej_ilrs.html

卡托维兹的学生赢得了第11届
Elektron竞赛
2019-02-27
近 一 千 名 高 中 生 参 加 了 第 1 1 届 全 波 兰
Elektron比赛，比赛组织者是弗罗茨瓦夫

科技大学的微系统和光子学电子部门。参
赛者解决了电气工程，电信，光电子和光
子学以及机电一体化等任务。 比赛分三
个阶段进行：学校选拔、地区选拔和决
赛。去年赢得决赛的是来自来自卡托维兹
的西里西亚技术研究所的Hubert Kulka；
获得第二名的是来自交通学院的Jakub 
Dietrich；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弗罗茨瓦
夫科技大学的Jakub Jendryka。 参赛者
解决了理工学院员工和波兰纳米技术爱好
者协会学生准备的任务。他们关注广泛理
解的电子产品，并且经常参加课外互动。

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太空采矿
研讨会
2019-02-27
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空间研究中心将于
2019年2月28日组织“太空采矿：波兰和
国际航天工业的视角”研讨会。 活动合作
伙伴是来自波兰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和海
牙国际空间资源治理工作组的专家，他们
将分享空间采矿技术和法律方面的知识。 
工程师、经济学家和律师将参加会议并且
在会议上回答有关在空间条件下提取原材
料的关键技术方面的问题、学习如何在波
兰法律中规范宇宙采矿问题。

格但斯克大学“日常生活搭
档”研讨会
2019-02-27
格但斯克大学邀请各位于2月28日参加“
日常生活搭档”系列会议。 会议将从“物
质化：在每天为两个人建造家园的过程中
的紧张和角色”讲座开始。 波兹南密茨凯
维奇大学的Filip Schmidt博士出席会议，
他是由波兰科学基金会出版的 “情侣、房
间、婚姻在历史变迁背景下的亲密关系的
动态以及关于个性化过程的当代讨论”一
书的作者。 会议日程： 3月7日：工作中
的情侣； 3月28日：非异性恋情侣； 4月3
日：夫妻财务 4月10日：来自不同文化的
情路。 会议的共同组织者是波兰社会学协
会的格但斯克分会。

来自尼萨国家高等职业学校的
学生开发了街头锻炼的游戏
2019-02-28
来自尼萨国家高等职业学校塑造人类心
理 发 展 系 私 人 教 练 专 业 的 学 生 M i c h a ł 
Kopeć开发了一款街头健身游戏，在游戏
中可以建立自己的身体，练习自由泳或使
用自己的头像进行训练。 Michał Kopeć
之前学习过信息技术专业。现在他将所学
过的两个专业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并且开
发出了游戏。在游戏中可以通过获得经验
训练全身肌肉、购买补充剂并解锁后续练
习。 游戏名为“PullUpOrDie” （锻炼
或死去），在游戏中可以做到基本柔软体
操：拉起，俯卧撑，仰卧起坐，深蹲，电
源输入。游戏的第一阶段是建立自己的身
材。 更多信息： https://play.google.
com/store/apps/detai ls? id=com.
mkdesignmobile.PullUpORDie  

第二届 “科学为你” 比赛即
将开始
2019-02-28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与华沙哥白尼科学中心
正在组织第二届“科学为你”竞赛。 比
赛旨在准备和实施教育研究项目、实验站
和教学援助。 组织者邀请希望学习如何
应用科学方法并自己创建教育辅助工具
的小学教师参加比赛。 作为比赛的一部
分，由两名教师和6到12名从1年纪至7年
级学生组成的团队准备自己的教育研究项
目。 团队可能包括一个或几个不同班级
的学生，以及兴趣小组的成员。 参赛作
品提交截至日期为2019年3月18日。 更多
信息： https://naukadlaciebie.gov.pl/
kategoria/nauka-dla-cieb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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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体育大学老年安全
课程
2019-02-28
弗罗茨瓦市警察总部为弗罗茨瓦夫体育大
学老年大学准备了安全课程。 在课程期间
将了解致使老年人受到损害的犯罪类型以
及如何避免这些犯罪以及如何防御。课程
也将讨论紧急情况下的行为：如何防止针
对老年人的暴力行为，如何提供急救，以
及如何有效地通知紧急服务部门。 在仪式
上Michał Kawalec宣誓就职带来了主题
为“警察的历史与传统” 的演讲。弗罗茨
瓦夫省警察总部警察管弦乐队为仪式演奏
音乐。

动物学杂志封面上的波德拉谢
蝴蝶
2019-02-28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通知道：“由比亚韦斯托克大学
生物研究所博士生Izabela Dziekańska
博士拍摄的宝蛱蝶属eunomia照片被刊
登在动物学杂志二月的封面上。动物学
杂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期刊之一 ”
。 在动物学杂志中有一篇专门讨论这种
蝴蝶物种的文章，它的共同作者是来自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研究人员。 宝蛱
蝶属的研究由来自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
Marcin Sielezniew教授带领的研究团
队与来自雅盖隆大学的Piotr Nowicki教
授、来自卢布林的Krzysztof Pałka博士
共同合作进行。 研究人员的方法发现宝
蛱蝶属的蝴蝶居住不同的栖息地，生活
在沼泽地和森林的蝴蝶在寿命方面显著
不同。其中最“长寿”的是生活在沼泽
地区的雌性蝴蝶。 更多信息： https://
zslpublications.onlinelibrary.wiley.com/
toc/14697998/2019/307/2.

西里西亚大学慈善活动
2019-02-28
西里西亚大学Al-Asabiya阿拉伯学科学
圈组织了第三届慈善活动。活动将于3月5
日和6日在Sosnowiec的语言学院举行，
活动是为在伯利恒地区附近的Al Malat中

心的智力障碍患者筹集神经系统检查的资
金。 慈善活动包括自制中东糕点、菜肴、
饮品的集市、书籍展、中东风格手上作
画、阿拉伯书法和拍卖贵重物品。活动与
由Palestyna Art Alert执行的中东音乐会
和Josefa Sh'hady诗之夜共同举行。 慈
善活动针对大学生和中心学生。参加活动
可能有助于培养敏感性，对各种文化的开
放性，对世界的好奇心和一般知识。参与
活动可通过电子邮件alasabiya@gmail.
com报名。

玛丽亚居里罗多夫斯卡大学猫
头鹰之夜
2019-02-28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罗多夫斯卡大学生物与
生物技术学院邀请各位参加猫头鹰之夜，
互动将于2019年3月16日16:30开始持续至
3月17日。 玛丽亚居里罗多夫斯卡大学新
闻办公室BeataWielowińska-Pawlak通知
通知道：“活动第一部分为研讨会，研讨
会期间将讨论在波兰和卢布林居住的鸟类
种类，包括学习发布猫头鹰的声音和关于
猫头鹰的知识竞赛。 活动参与者将能够熟
悉鸟类学文献或获取野外生物设备，甚至
可以抚摸猫头鹰。” 活动第二部分是夜间
旅行，在这一部分能够看到森林的夜生活
以及在自然环境中听到和看到猫头鹰。

“如何吸引美国学生到波兰大
学？”会议
2019-03-01
国家学术交流局和波兰 - 美国富布赖特委
员会将于2019年3月8日在华沙举办一个
关于直接国际化系列的会议，会议主题
为“如何吸引美国学生到波兰大学？” 
会议包括来自美国的客人的演讲以及与
美国合作的专家以及成功发展这种合作
的大学代表。 与会者将了解波兰与美国
在科学和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以及国
家学术交流局和富布赖特委员会为发展
这种合作提供的工具和机会。 更多信
息： https://nawa.gov.pl/promocja-i-
targi/warsztaty-i-szkolenia/cykl-direct-
to-internationalization/76-direct-to-
internationalization-3

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TweetupMNiSW创新和“
快速路径”竞赛
2019-03-01
2019年2月27日星期三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举办了#TweetupMNiSW，致力于创新和
今年的“快速路径”竞赛。 科学与高等
教育部副部长Jarosław Gowin说道：“
创新是科学部的一个重要问题，正是这个
原因创造了关于创新的法律。相比之下，
实施理论是科学与商业合作的机会。”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任Aleksander 
Nawrat教授强调“必须有勇气创造创新”
。“快速路径”竞赛竞争，现在创新要容
易得多。 “快速路径”是国家研究与发展
中心的旗舰计划，计划支持企业家的突破
性项目并且为项目提供实施资金。

Jan Uphagen奖
2019-03-01
昆虫学家Marta Skowron Volponi博士毕
业于格但斯克大学生物系，获得了2018
以Jan Uphagen命名的格但斯克青年学
者奖，获奖范畴是精密科学和自然科学。 
Marta Skowron Volponi博士的昆虫研
究项目获得了奖项，她的研究方向是鳞翅
学。鳞翅学是从事蝴蝶研究的科学系，在
行为模仿领域取得重大科学成就（与另
一个物种相似）并描述了用于科学的三种
新蝴蝶物种的描述，这些物种来自蜜蜂
或黄蜂种类。 Jan Uphagen格但斯克青
年学者奖是授予在波美拉尼亚年轻研究
人员的最重要的奖项。 奖项名称“青年
Heweliusz”成立于2003年，自2006更名
为Jan Uphagen奖。 更多信息： https://
ug.edu.pl/media/aktualnosci/86176/
dr_marta_skowron_volponi_laureatka_
nagrody_im_jana_uphag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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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医科大学是第四届健
康挑战大会赞助方
2019-03-01
第 四 届 健 康 挑 战 大 会 将 于 7 月 8 日 在 卡
托 维 兹 举 行 ， 会 议 最 重 要 的 主 题 为 医
疗 保 健 系 统 的 发 展 方 向 、 医 疗 保 健 资
金、医疗领域创新。 组织方宣布大
会 将 分 为 五 个 板 块 进 行 ： 健 康 政 策 、
财 务 和 管 理 、 治 疗 、 医 学 和 教 育 新 技
术。大会的主要思路是挑战，在医学的
各 个 领 域 都 面 对 治 疗 专 家 ， 以 及 组 织
和 资 金 ， 必 须 符 合 决 策 者 塑 身 保 健 系
统。 医学学科、科学、经济、商业、
金 融 、 保 险 市 场 、 非 政 府 组 织 、 政 治
学 、 公 共 管 理 和 当 地 政 府 和 媒 体 的 代
表和著名专家将出席会议。 更多信
息： https://sum.edu.pl/uczelnia/
wiadomosci-z-zycia-uczelni/9465-
iv-kongres-wyzwan-zdrowotnych-
health-challenges-congress-hcc-w-
katowicach-7-8-marca-2019-r

Adam Dobroński博士成为
Ryszard Kaczorowski总统内
阁名誉首领
2019-03-01
Adam Dobroński博士是比亚韦斯托
克 大 学 的 退 休 教 授 ， 他 成 为 R y s z a r d 
Kaczorowski总统内阁的名誉首领。由比
亚韦斯托克大学校长Robert Ciborowski宣
布这一决议。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新闻发言
人Katarzyna Dziedzik通知道：“Adam 
Dobroński教授是自1972年以来最大的比
亚韦斯托克大学的历史学家。由于Adam 
Dobroński教授的努力，在大学图书馆创
建了Ryszard Kaczorowski总统的办公室
展览。Ryszard Kaczorowski总统是波兰流
亡政府时期的最后一任总统。” Ryszard 
Kaczorowski总统于2010年悲惨离世之
后，他的遗孀Karolina Kaczorowska于
2011年做了决定将Ryszard Kaczorowski
总统从华沙内阁的一切装置转移至比亚
韦斯托克大学。 内阁物品包括近3千本书
籍、杂志和文件、以及近200个纪念品、礼
品、奖牌、证书绘画和个人物品。Ryszard 

Kaczorowski总统内阁位于比亚韦斯托克
大学校园内。

Alfred Forchel 教授在弗罗茨
瓦夫大学的讲座
2019-03-04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邀请各位于3月7日
参加世界著名物理学家Alfred Forchel教
授的公开讲座“半导体纳米光子学 - 机遇
和科学和应用的挑战”。 这将是最重要
的发现在所谓的领域的摘要。纳米光子学
半导体 - 涉及与在量子水平物质的光的相
互作用和基于它们的新的物理现象，有源
光电元件的结构，例如前向场作为光子集
成电路和量子通信。 Alfred Forchel教授
在斯图加特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1990
年，他成为了和维尔茨堡的朱利叶斯大
学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创
建了一个现代化的纳米结构和半导体器件
实验室。自2009年以来，他一直是这所
大学的校长。 更多信息： https://pwr.
edu.pl/uczelnia/aktualnosci/przed-
nami/interdyscyplinarne-seminarium-
naukowe-prof-alfred-forchel-686.html

波兹南伊利亚特日
2019-03-04
拉钦斯基图书馆、密茨凯维奇大学古典文
献学研究所与波兹南波兰语言学会分会共
同邀请各位于三月21至22日参加伊利亚
特日，活动将作为伊利亚特国际艺术节的
一部分在波兹南举行。 3月21日将举行研
究会议：主题、人物、语言。来自牛津大
学的Bruno Currie博士将带来主题为“伊
利亚特神谱”的公开讲座。晚上将举行一
场音乐会，音乐会曲目包括格奥尔格·弗
里德里希·亨德尔歌剧和克劳迪奥·蒙特
威尔第的歌剧。 3月22日10点将在密茨凯
维奇大学进行国际阅读选定的伊利亚特剧
集，下午5点将由古典语言学研究所的讲师
和学生在拉钦斯基图书馆朗读摘自第六册
（告别Hektor和Andromache）和第十二
册（Hektor之死）片段。

绿山城大学邀EXPO 2019会议
2019-03-04
绿山城大学医学及健康科学科学界定航天
医学系邀请各位于3月16日参加航天医学
EXPO 2019会议，会议是在航天医学波
兰会议最大的，私营部门，公众和科学界
和创新型经济的合作。 科学家，医生，
企业家，当地政府官员和学生代表讲参加
会议。在航天医学世博会期间学生和年轻
医生将获得宝贵的知识，并且获得在天
文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
的机会训练。 与会者将参加辩论、讲座
和培训并熟悉人类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结
构同时还建立有价值的联系以便未来支
持EXPO实施项目。 更多信息： http://
medycynakosmiczna.pl/sme-19-.html

第四届卡托维兹心理测量会议
2019-03-04
西里西亚大学心理学研究所是卡托维兹心
理测量会议系列第四届全国科学会议的组
织者。 会议计划于3月14日和15日在科
学信息中心和学术图书馆举行，今年的主
题将集中讨论构建心理测试的问题。 会
议旨在反思多年来心理测量学中发生的变
化以及传播有关研究和诊断工具设计的最
佳策略的知识。 会议将有机会比较心理
测试的构建和调整所使用的方法，分析这
些工具在教育，商业和劳动力市场中的可
能应用，或者在准备此类测试时使用先进
的统计方法。 更多信息： http://www.
psychometria.katowice.us.ed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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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Arche基金会宣布举办奖学
金竞赛
2019-03-04
奖学金竞赛适用于目前大学本科三年级在
读、计划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习以及生物系
学院本硕连读第三、四年级的学生。 申
请奖学金应对诺达尔文主义进化理论及其
对智能设计理论立场感兴趣并且就“智能
设计理论对生物宏观演化的标准模型有哪
些挑战？”为主题撰写一篇论文。 基金
会每月将提供1200波兰兹罗提奖学金，从
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连续九个月支付
奖学金。 更多信息： https://enarche.
pl/wp-content/uploads/Regulamin-
Konkursu-1.pdf

托伦科学家获得“女性创新”
竞赛
2019-03-04
来自托伦尼哥白尼大学生物与环境保护
学院遗传学系的Grażyna Dąbrowska
博士在第10届女性科学基金会组织的“
女性创新”竞赛中获奖。 Grażyna 
Dąbrowska博士与来自生物学和环境保
护学院的Zuzanna Znajjewska、来自化
学系的Ewa Olewnik-Kruszkowska博士
GrażynaSzczepańska博士共同创建的
创新解决方案“获得真菌来源的生物制剂
加速聚合物材料的降解和生物制剂”获得
了竞赛。 项目描述了波兰发生的真菌和其
他微生物的制剂，其含量约为20％，将加
速塑料的分解甚至是那些生物不可降解的
塑料。 重要的是该制剂易于制造且成本不
高。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任命
科学评估委员会成员
2019-03-05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任命科学评估委员会成员，在第一
个为期四年的任期内，将有31人参加委员
会。 委员会由三个科学和艺术领域的代表
组成，从大学，波兰科学院的科研机构，
研究机构和国际研究所提出的候选人中选
出。 委员会还包括7名具有科学政策领域

经验的人员。 科学评估委员会是由“科学
宪法”建立的新机构。 该委员会的任务首
先包括评估将于2021年举行的科学活动的
质量。科学委员会还将评估科学单位和博
士的教育质量。

格但斯克“女性和男性：行动
主义，抗议，社会变革”会议
2019-03-05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社会学，哲学和
新闻在格但斯克大学研究所于3月8日邀
请各位参加“女性文化”研讨会，今年的
主题为“女性和男性：行动主义，抗议，
社会变革。” 在会议期间将讨论更广泛
的社会变革议题，有关两性平等，改善社
区生活，女性在科学界的刻板印象，“男
性”的活动和职业道路的妇女所面临的挑
战的存在的作用。 来自活动协办单位的
Tomasz Besta表示：“我们希望专家的分
享能够参与改变周围世界的人们的个人经
历。 我们想讨论社会活动的乐趣和挑战“
。 “女性文化”周期会议已经进行了十几
年，活动面向任何对科学研究与社会实践
相结合的有兴趣的人士。

新松奇和当地国家高等职业学
校之间的合作协议
2019-03-05
新松奇市市长Ludomira Handzla与国家
高等职业学院校长Mariusz Cygnar博士
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将共
同组织科研开发项目以支持学生训练。 市
长Ludomir Handzel强调道：“我们了解
国家高等职业学校与经济研究所有关的投
资计划，将在行政上支持这类活动并支持
拓展技术学院。” Ludomir Handzel补
充说：“与当地社区、企业家合作是非常
重要的。我很高兴的是，学校的发展进入
了计算机科学和机电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我们渴望这类专家，这意味着不会有失业
者，因为我们仍然需要市场上接受过技术
教育的人才。”

Jerzy Buzek教授在西里西亚理
工大学的公开讲座“充满激情
的邂逅”
2019-03-05
Jerzy Buzek教授的 “充满激情的邂逅”系
列讲座将在西里西亚大学举行，其嘉宾将
成为能够激发学生成就和简历的人。活动
由学生自治政府和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博士
生大学理事会组织。 前总理和欧洲议会主
席等人在活动期间回忆了在西里西亚理工
大学的学习时间，他们确信西里西亚有未
来，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从来没有找到工作
的问题。 Jerzy Buzek教授于1963年毕业
于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后来他在格利维采
的波兰科学院化学工程研究所工作，获得
了技术科学博士学位。在1997  - 2001年期
间，他担任理事会主席。自2004年以来他
一直是欧洲议会的成员，2009年他担任该
机构的主席。

波兹南学生准备参加SAE航空
设计比赛
2019-03-05
来自波兹南理工大学学术圈AKL航空设计
的学生将再次参加美国和墨西哥的SAE航
空设计竞赛。比赛的第一阶段将于3月8日
在德克萨斯州沃思堡开始。 SAE航空设计
是一项著名的竞赛，年轻的飞机模型制造
商参与其中。竞赛自1986年以来由国际运
输工程师协会SAE（汽车工程师协会）组
织。 竞赛包括独立设计和构造遥控飞机，
飞机能够承载尽可能多的重量。 自2008
年以来，理工学院的学生参加了SAE航空
设计竞赛。在此期间，他们登上领奖台21
次。今年他们将代表蒙特雷（墨西哥）和
加利福尼亚州范奈斯的大学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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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届展望国际教育沙龙
2019-03-05
2019年3月8日至9日第三十一届展望国际
教育沙龙将在华沙文化科学宫举行，活动
主题为高等院校、外国学校和出国留学。 
在展望国际教育沙龙期间年轻人不仅可以
谈论和了解参加各种教育的机会还可以参
加广泛的会议，研讨会和演讲。 各位参
展教育机构将展示高等教育、职业高中华
沙和马佐夫舍省高中和技术人员的教育机
会，提供奖学金计划，组织实习，教育出
版物和科学辅助生产者的各种机会。 活动
包括由大使馆，教育机构和外国高等教育
机构的代表在国外展示学习机会。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秘鲁日
2019-03-06
西班牙世界大教堂、卢布林天主教大学
政治和国际关系、西班牙 - 波兰圈和秘鲁
驻卢布林共和国名誉领事共同邀请各位于
2019年3月7日参加在卢布林天主教大学举
行的秘鲁日活动。 活动在秘鲁共和国名誉
领事馆在卢布林举行之际举办的。 活动包
括开放的图片展览 “秘鲁非常接近”而且
还有一系列专门针对秘鲁的公开讲座。 秘
鲁驻波兰大使Alberto Salas Barahona
将带来关于波兰与秘鲁关系的讲座。 来自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西班牙系的Pablo de 
la Fuente将谈论波兰与秘鲁的足球对抗
（1977年，1978年，1982年）

波兰总统女儿在国际法律竞赛
中获奖
2019-03-06
雅盖隆大学的学生团队在马德里举行的
第26届国际比赛的国际法律竞赛中获得
了 “最佳答辩奖”和“第三最佳团队
奖”。波兰总统Andrzej Duda的女儿
Kinga Duda是学生团队的成员之一。 
国际商事仲裁是针对法律专业的学生、
专门从事国际商事仲裁竞赛。竞赛促进
合同国际货物销售的国际商业仲裁和维
也纳公约。每年来自60个国家的300所
大学的2000名学生将参加比赛。 Kinga 
Duda是雅盖隆大学法律系四年级的学

生，一年前在第25届比赛中曾代表雅盖
隆大学出席竞赛。

科学卓越委员的候选人
2019-03-07
截止至2019年3月14日可以提交成为科学
卓越委员会（DAM）的候选人，第一任
期将于2019年6月1日开始。 科学卓越委
员会（DAM）是一个为科学人员发展而
运作的新机构。科学卓越委员会（DAM）
将负责获得获得学位，艺术学位和教授职
称所需的科学活动质量的最高标准。 科
学卓越委员会（DAM）最终将取代中央
学位和职称委员会监督个人晋升程序。D
科学卓越委员会（DAM）的组成将以民
主方式确定。所有持有博士后学位或教授
职称的人都可以参加。每个学科的三名代
表将来到理事会。 更多信息： https://
konstytucjadlanauki.gov.pl/rdn

Zbigniew Błocki教授为新一届
国家科学中心主任
2019-03-07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Jarosław 
Gowin于2019年3月4日任命Zbigniew 
Błocki教授为新一届国家科学中心主任
（NSC）。Zbigniew Błocki教授在NCN
理 事 会 举 办 的 竞 赛 中 胜 出 并 作 为 部 门
候选人提交给Jarosław Gowin部长。 
Zbigniew Błocki教授自1990年以来是雅
盖隆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的员工，于
1995年获得博士学位。1999年他获得了
布卢明顿和印第安纳大学密歇根大学安阿
伯大学富布莱特奖学金。他于2001年在波
恩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工作，2002年他
在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工作了三个
月。2006年和2013年间是印第安纳大学的
客座教授。 2010-2015年成为NCN委员会
成员并在2010-2013年间任职波兰数学学
会主任。

波兹南经济大学研究员成为
ISQOLS副主席
2019-03-07
波兹南经济大学Piotr Michoń教授成为国
际生活质量研究学会ISQOLS副主席，他将
负责国际计划部分。 教国际生活质量研究
学会ISQOLS成立于1995年，其使命是促进
和鼓励在生活中幸福和福利研究质量领域
的全球性组织。它由来自世界感兴趣的生
活，幸福和福祉的质量研究的研究人员，
从业者，专业人士，学生，退休人员，统
计员，教师和所有年龄段的人士组成。 在
过去的20年ISQOLS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专
业机构，拥有自己的出版社、杂志社、会
议举办权和身份认证。

AGH科技大学诞辰100周年
2019-03-07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在100周年庆祝
活动时宣布了一场包含大学主题的犯罪
故事比赛。比赛是开放式比赛，面向在
这 方 面 尝 试 的 专 业 创 作 者 和 业 余 爱 好
者。比赛中挑选出来的最校园有趣的将
整 理 收 集 在 一 个 共 同 的 故 事 集 中 并 在
AGH科技大学校园中展出。 故事参考
AGH的百年历史并考虑其中一个选定的
主题，其中包括实验室，普罗米修斯超
级计算机，Barbórka，Juwenal ia，
科学俱乐部，校园或学生城的活动。 更
多信息： https://www.agh.edu.pl/
ileadmin/default/templates/images/
Aktualnosci/aktualnosci/_2019/0603/
R e g u l a m i n _ k o n k u r s u _ K r y m i n a l _
na_100-lecie_AG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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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leine Albright教授访问
华沙大学
2019-03-07
2 0 1 9 年 3 月 8 日 将 在 前 华 沙 大 学 图 书
馆礼堂接待Madeleine Albright教
授。Madeleine Albright教授是一名美国
外交官，也是历史上第一位担任美国国务
卿的女性。 Madeleine Albright教授此
次访问华沙与她去年出版的波兰语版“法
西斯主义警告“一书有关。 Madeleine 
Albright教授在1997  -  2001年间担任美国
国务卿职务，由Bill Clinton总统提提名。
早年间Madeleine Albright教授在白宫工
作并处理外交政策。她也是Smithsonian 
Institution国际中心的成员以及美国驻联合
国大使。 与Madeleine Albright教授的会
面将以英语进行可以使用耳机收听翻译。 
更多信息： https://www.facebook.
com/events/728088804258060/

西里西亚学术刊物大学参加波
兹南书展
2019-03-08
西里西亚大学两份出版物获得了波兹南
书展比赛奖项。出版物的编辑与协同价值
内容和教学方面进行了评价。 评委会由
科学界和波兰书商会，高等学校出版商协
会和媒体代表组成。来自地球科学学院的
Joanny Ewy Szafraniec博士的“我的地
图，在地理信息技术中创建地图。来自制
图基础的实验室补充指南”一书获得了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长奖最佳学术奖竞赛奖和
密茨凯维奇大学校长奖。 西里西亚大学
Jana Grzegorza教授的“化学元素发现的
历史”一书在波兹南市总统最佳畅销书比
赛中获奖。

弗罗茨瓦夫大学学生参加波兰
青年科学家FameLab决赛
2019-03-08
弗 罗 茨 瓦 夫 大 学 硕 士 研 究 二 年 级 学 生
Martyna Dziakowicz参加了Famelab决
赛，竞赛由哥白尼科学中心组织。 参赛者
的任务是在3分钟内解释科学的作用。讲
解内容必须易于理解和有趣的方式进行。

在今年决赛中除了奖项和参加在切尔滕纳
姆举行的国际FameLab国际决赛之外还
可以获得由Kosciuszko基金会资助的在
美国交换三个月奖学金活动。 Martyna 
Dziakowicz，在遗传学和细胞生理学系
开展研究。在半决赛期间发表了主题为“
隐藏的真相，或基因组的冒险”的演讲，
演讲涉及讨论DNA垃圾的存在。 更多
信息： https://uni.wroc.pl/martyna-
dziakowicz-z-uwr-w-inale-famelab/

卢布林2018劳雷尔学术期刊联
欢晚会
2019-03-08
卢布林玛丽·居里罗多夫斯卡大学、卢
布林天主教大学共同组织了2018学术桂
冠新闻联欢晚会，会议将于2019年3月11
日今年在卢布林皇家法庭举行，活动期
间还将举行辩论会：“地方媒体和民间社
会”。 卢布林玛丽·居里罗多夫斯卡大
学新闻发言人Katarzyna Skałecka通知
道：“学术桂冠记者（AKLAUD）成立于
2014年，每年评选给予人与学术活动链接
媒体合作。该奖项分为两类：AKLAUD和
AKLAUDMŁODYCH。” 颁奖仪式将与辩
论赛同时举行，卢布林媒体和当地政府的
代表将出席活动。在活动期间受邀嘉宾将
参考当地媒体与个人，团体和社区之间的
关系问题，以及媒体在卢布林中的作用，
以确定社会共存的原则并培训未来的记
者。

地平线2020会议
2019-03-08
欧洲联盟研究计划国家联络点邀请各位于
2019年4月4日在华沙理工大学创新管理
和技术转移中心参加地平线2020会议。活
动共同组织者为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这次
会议将有机会了解根据“地平线2020”计
划实施的波兰项目的选定实例以及在2019  
-  2020年期间申请竞赛的可能性。 在此
次活动中，将由欧洲联盟研究计划国家联
络点专家就地平线2020计划中的选定活
动和公开竞赛申请的详细规则进行几次简
短的平行专题会议。 更多信息： http://
w w w . k p k . g o v . p l / w p - c o n t e n t /

uploads/2019/02/ID_program_szkic_
V5.pdf

2019大脑风暴周
2019-03-08
2019年3月11日至16日2019年脑周将在波
兰的许多城市举行。 2019大脑风暴周活
动由华沙波兰科学院实验生物学研究所和
SWPS大学神经科学中心共同组织。 3月11
日到3月15日，计划与科学家会面。全天
研讨会将于3月16日星期六举行，届时科
学家们将邀请“大脑内部之旅”，即现场
脑电图和BCI成像。此外，社会科学和人
文科学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这一天准备了许
多景点，例如增强现实和能力培训的互动
演示，这将有助于了解大脑是如何建立的
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 在克拉科夫活动将
以“为人类服务的神经生物学”的口号举
行。在克拉科夫的讲座中将讨论聋哑人的
大脑或脊髓损伤患者的工作原理。

奥波莱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学生
获得全波兰税法竞赛第二名
2019-03-11
毕业于奥波莱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的Filip 
Kwaśniak在全波兰“MDDP＆OSF Tax 
Everest波兰税法领域撰写硕士论文学术锦
标赛”比赛中获得第二名。 第四届竞赛在
托伦哥白尼大学法律和管理学院举行，比
赛期间评委赞赏了硕士论文“税法中行政
和刑罚制裁的融合”。 来自波兰所有学术
中心的34篇硕士论文提交参加竞赛，其中
7篇论文伦进入决赛。评委会由波兰税法学
说和实践的杰出代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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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ISZ 4.0项目
2019-03-11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城市发展专业规划以及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讲开始
进行战略和项目工作，项目将作为卡托
维兹市组织的NIKISZ 4.0项目的一部分进
行。 项目旨在为学生团队制定卡托维兹
Nikiszowiec区后工业区和设施的跨学科，
变型发展战略和概念。最佳项目将获得由
卡托维兹市资助的金融奖项。 城市发展规
划专业的学生的工作由Adam Drobniak
教授、经济大学和战略与区域研究系的
RadosławCyran博士进行协调。

西里西亚大学第二十三届Pi日
2019-03-11
西里西亚大学数学、物理和化学系于3月份
组织了Pi日活动。活动计划包括有趣的科
普讲座，各种研讨会，以及有奖项的表演
和比赛。 今年的活动将于2019年3月14日
开始9：42分开始（9.42等于3 乘以3.14）
。这个特殊的数字不是偶然选择的，它代
表着3月14日的美国记录。3.14是数字π的
前三位数。庆祝这个节日的想法是在1988
年由美国提出。 今年的活动将在西里西亚
的大学第十三次举办，会议将在卡托维兹
大学的校园内举行。活动将从3月14日持
续至3月15 日。活动期间Paweł Walczak
教授将带来主题为“关于多边形和多面体
的三角剖分”讲座。 更多信息： http://
swietopi.pl/

21世纪的外交
2019-03-11
华沙Civitas学院于2019年3月30日星期六
邀请各位参公开会议“外交”，会议将于
早上9.30至下午14点在华沙文化科学宫举
行。 会议嘉宾是闻名的专家、外交官和记
者。 会议将讨论乌克兰的未来、脱欧后的
英国和“被遗忘”国家的未来。关于成功
或失败类别中特定外交行动的看法，会有
大量的争论，争议，不同观点或争议。 活
动参与者将更接近讨论21世纪外交的问题
和21世纪的外交该是什么样的问题。

什切青“女性在组织和文化机
构地位和作用”会议
2019-03-11
什切青大学组织社会学研究所、波兰社会
学协会和公共图书馆共同邀请各位于3月12
日参加举什切青分公司管理社会学系举行
的全国科学大会“女性在组织和文化机构
中作为经理，活动家，艺术家的作用”。 
会议将致力于在广义上理解文化，包括艺
术，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妇女组织和机构
的地位，作用和活动。活动将于9:30在公
共图书馆开始。 会议组织方宣布将在会议
期间试图解答以下问题： 女性文化活动的
特点是什么？ 她们对文化艺术组织和机构
的发展有何贡献？ 她们的文化管理与男性
的方法不同吗？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团队获得
CFA协会研究挑战赛的全国冠军
2019-03-11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团队在著名金融CFA
协会研究挑战领域全国总决赛中获得了第
一名。下一阶段是欧洲、中东和非洲的比
赛，将于4月在苏黎世举行。 学生金融竞
赛全国决赛包括为所选公司的分析报告辩
护一组专业人士（今年是PKN Orlen，“
持有”推荐）。 全国总决赛的获胜者是
来自管理和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的Karolina 
Bajorek、Michał Kazan、Tomasz 
Olejarski、Przemysław Stadnik、Michał 
Szczepanik（队长）。团队参赛前准备
工作由Grzegorz Jajuga（精神导师）和
Tomasz Słoński博士（学术顾问）进行。

Iwona Hofman教授成为波兰
科学院主席团科学协会理事会
主席
2019-03-12
波兰科学院主席团任命来自卢布林玛丽
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政治学院院
长Iwona Hofman教授为新一任波兰科
学院主席团科学学会理事会主席，任期
时间2019-2022。 波兰科学院院长Jerzy 
Duszyński教授说道：“这一决定表达了

对教授广泛的科学，研究和组织成就以及
对社会科学运动发展的承诺的赞赏”。 
Iwona Hofman教授是理事会历史上第一
位担任此职位的女性和第一位来自卢布林
的科学家。 科学院理事会成立于1963年。
科学院理事会是一个社会的，全波兰的科
学社团代表机构，具有波兰科学院问题委
员会的地位。

第19届欧莱雅 -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女性与科学计划
2019-03-12
截止至2019年4月30日可以申请参加第19
届欧莱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性与科学计
划。计划使在生命科学领域开展研究有女
性更多的机会来促进其科学成就并获得财
政支持。 组织者计划提供三笔3.5万兹罗
提的适应训练奖学金。两个博士奖学金名
额，奖学金为3万兹罗提和一个硕士奖学金
名额，奖学金金额为2万兹罗提。和由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资助的所有决赛选手的奖学
金。 研究人员可以分三类提交论文：博士
后、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论文用于描述
他们的研究，科学成就和实施生命科学领
域研究的计划，包括医学、生物学、物理
学、化学、生物技术。 申请计划可以通过
www.lorealdlakobietinauki.pl发送。

华沙初创游戏大会
2019-03-12
华沙谷歌校区总部由波兰企业发展局、企
业家和技术部以及英国驻华沙大使馆组织
的初创游戏大会将截止至3月12日。 活动
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演示技术领域的初创企
业创造者的技能。 会议的一个要素是模拟
真实市场条件的游戏。作为投资者（70家
初创企业和25位投资者）的初创创建者和
受邀小组成员参与其中。使用手机上的应
用程序的虚拟游戏说服投资者尽可能多地
投资于所提出的想法。在游戏结束时具有
最高价值的初创公司赢得了主要奖项，奖
项为参加伦敦科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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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届罗兹省长奖竞赛
2019-03-13
罗兹省长奖竞赛征集最佳论文和与罗兹地
区有关的主题作品正在进行中。 大学可以
提交2018年的还未获得奖项的论文。 罗
兹省长授予在人文学科，工程学和技术，
医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艺术领域工
作，与罗兹省相关或主题推广的论文。 论
文和辩论赛作品也可以提交参加比赛，其
研究结果显示对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或文
化发展有用。 更多信息： http://www.
intelektualne.lodzkie.pl/stypendia-i-
konkursy/konkurs-na-najlepsze-prace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森林科学
圈的学生获得奖项
2019-03-13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森林科学圈的学生获
得了“2018年森林机构”、“橡树森林检
查”。所颁发的奖项有近100年的历史，
奖项涵盖很多领域，其中包括大学和国家
奖项。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森林科学圈的
学生获奖表明在许多学生年代形成了积极
的态度组织科研阵营，刺激与林业和林农
轮的学院历史纪念相关的林业和承担的社
会活动的学生。 奖项赞赏了十几个部门的
专业知识、为学生人才的发展创造了积极
的条件。这是对专业、科学和组织的成功
带来了回报，以及波兹南林业部门的可识
别，扎实和良好展示的认可。

第十八届全国教育会议“学校
的成长”
2019-03-13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哲学人类学、法哲学
系 、 与 国 家 教 育 学 院 的 基 金 会 S e r v i r e 
Veritati一起组织卢布林十八届全国会议“
学校教育”，会议将于2019年3月16日举
行。 在活动期间Bogdan Czupryna博
士将带来主题为“学校作为一个提升学生
成熟的环境，是什么决定了学校教育的有
效性？”以及来自华沙红衣主教大学的
Marek Dziewicki 博士将带来关于在教育
传播中的同情和自信问题的讨论。 会议第
二部分讨论家长与的学校关系“当代教师

的类型”，这是在“学校-家长- 消费者”
讲座中的提出的问题。 将由来自卢布林教
师培训中心的Jacek BANAŚ 硕士主持这
一部分的活动。

第十九届克拉科夫Tischner日
2019-03-14
2019年3月27日至30日第十九届Tischner
日将在克拉科夫举行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
人类的新挑战”。活动由克拉科夫雅盖隆
大学、克拉科夫戏剧艺术学院、思想研究
所、社会出版学院和克拉科夫约翰保罗二
世教皇大学共同组织。 活动期间将讨论三
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医学挑战，
特别是技术和技术伦理。杰出的移植学家
Marek Krawczyk教授将带来主题为“哲
学家洞穴”的讨论；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
人类的思考； 第三个问题是Tischner的
文章“如何停止仇恨？”，这一主题也是
组织方的灵感。 更多信息： https://dni.
tischner.pl/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的科学家在
Progres3竞赛中获奖
2019-03-14
卡 托 维 兹 经 济 大 学 科 学 家 的 论 文 在
Progres3竞赛中评为2018最佳博士论文。 
在“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类别中
Grzegorz Krawczyk博士的论文“公共采
购系统对波兰运输市场运作的影响”获得
了奖项。 AleksandraSabo-Zielonka的“
决策于一体的现代化仓库拣货单的规划模
型”论文在“信息技术与电气工程”类别
中获得了二等奖。 在“健康市场”的类别
中Szymaniec-Mlickiej博士的论文“在其
运作的公共实体愈合的例子效率组织的战
略方向的影响”获得了三等奖。 Progres3
联盟由波兰与捷克的大学组成：摩拉维亚--
西里西亚、日利纳、特伦钦、班斯卡- 比斯
特里察、西里西亚和奥波莱。  

波兰航天局将与波兰天文爱好
者协会合作
2019-03-14
波兰航天局和波兰天文爱好者协会签署了
一项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规定，他们
将共同组织宣传有关天文主题的活动。首
次联合活动将天文全国青年研讨会，于3月
21日至23日在格鲁琼兹举行。 波兰天文爱
好者协会今年庆祝其成立百年庆典，波兰
天文爱好者协会是波兰最古老的科学促进
组织之一。协会旨在通过整合专业人员和
业余天文学及相关科学来传播有关宇宙的
知识。波兰航天局正在开展与天文学科普
及相关的活动，作为执行其法定任务的一
部分。 两个机构将通过组织活动，讲座，
竞赛和特殊行动来合作促进有关空间的知
识。

西里西亚大学研究员成为巴黎
科学院科学中心项目委员会成
员
2019-03-14
西里西亚大学语言学院浪漫语言和翻译研
究所所长Wiesław Banyś教授被任命为
2019年至2022年巴黎波兰科学院科学站计
划委员会成员。 巴黎波兰科学院科学站计
划委员会拥有超过一百年的传统的研究单
位。委员会与法国科学院（法国科学研究
院）、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和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等中心均有合作，其主要任
务是促进波兰科学，波兰- 法国科学合作的
发展以及波兰科学家，学者和法国学生的
帮助。 Wiesław Banyś教授于2008至2016
年间担任西里西亚大学的校长，他是欧洲
大学协会董事会成员、主要科学和高等教
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西里西亚”商业- 科
学- 地方政府协会董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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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获
得2019 SAE航空设计奖项
2019-03-14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在德克萨
斯州沃思堡举行的2019 SAE航空设计飞
行建筑中获得了五枚奖牌，其中包括两枚
银牌和三枚铜牌。来自世界各地的80多
个团队参加了此次比赛。 Jet Stream团
队的飞机参加了高级和微型课程。他们制
造的机器的翼展分别为3.65米和1米。 高
级课程中的任务是模拟火星殖民化的任
务。第一部分包括升高到约30米的高度，
并向目标投下数十个泡沫足球和十几个半
升的水瓶。下一阶段的目标是放下连接到
母机的三个全自动滑翔机。 Micro类别中
的任务是在最轻的平面上传递尽可能大
的重量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折叠机器。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udany-wystep-naszych-
lotnikow-na-zawodach-w-usa-11120.
html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3月科学
会议”
2019-03-14
2019年3月21日至23日期间将在比亚韦斯
托克大学开放日举行“三月科学会议活
动，活动包括研讨会、讲座、放映、参观
科学实验室等。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发言人
Katarzyna Dziedzik说道：“孩子以及他
们的父母或监护人将为找到一些有趣的东
西。物理学院邀请各位参加有关引力波的
讲座。化学专家们邀请各位参加化学实践
课程，他们将为未来的科学家们竭尽所能
提供服务。学校还为波兰化学学会成立100
周年和元素周期表150周年纪念艺术比赛做
了准备。生物学家将讲述人类历史上的重
大流行病。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准备了
关于摄影，机器人和计算机的研讨会。”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机
器人参加2019巴西铁杯比赛
2019-03-15
由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KoNaR圈的学生建
造的七个机器人参加了在巴西举行的2019

年铁杯比赛。来自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
机器在三个类别中赢得了金牌和银牌。 共
有200个机器人参加了此次比赛。 比赛分
为以下几个类别： 格斗型机器人在“追随
者”、“徒步旅行”和“足球”类别中的
任务是尽快完成指定的路线； 比赛中最引
人注目的类别是“战斗”，机器人需要使
用于锯、刀、锤或其他利器进行格斗。这
些比赛内容都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中进行，
不会对观众造成任何危险。 弗罗茨瓦夫学
生在“MiniSumo” 和“LineFollower”
类别中凭借优质机器人获得了银牌和金
牌。 参赛团队获得了来自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资助的Top of the Top 3.0的资助。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 k t u a l n o s c i / m e d a l o w y - w y s t e p -
robotykow-w-brazylii-11121.html

马来西亚大使访问克拉科夫雅
盖隆大学
2019-03-15
马来西亚驻波兰大使Chitry Devi Ramiah
在访问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期间与与雅盖
隆大学校长Wojciech Nowak教授进行了
会谈。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将和马来西亚
大学之间在欧洲研究，医学和化学领域展
开合作发展。 双方在会谈期间还提出了有
关波兰和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问题，两国
大学开展的研究领域，以及学生和员工的
交换问题。 Chitra Devi Ramiah于2018年
4月17日出任马来西亚驻波兰大使馆大使。 
她毕业于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和公共管
理。她曾担任东帝汶大使和印度总领事。

“面对有利现实的当代人” 跨
学科会议
2019-03-15
西里西亚大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系博士生政
府学院理事会和社会教育学系邀各位您参
加跨学科会议“面对有利现实的当代人”
。 会议旨在从个人以及集体和机构所面临
的挑战的角度，就现代世界的人类功能进
行多方面的意见和经验交流。 会议主题包
括： 现代家庭的形状和功能； 人类功能
的文化决定因素； 阴影和现代世界老年人
的魅力； 人类的疾病和健康； 社会适应

不良的个人和媒体的运作问题 ：现代人的
机会或威胁？ 可通过以下电子邮件申请参
加会议：konferencja.czlowiek2019@
wp.pl。

Jan Blecharz教授在弗罗茨瓦
夫大学的公开讲座
2019-03-18
弗罗茨瓦夫大学心理学研究所邀请各位于
3月19日参加来自克拉科夫体育学院杰出
运动心理学家Jan Blecharz教授的公开
讲座。 Jan Blecharz教授是阿尔贝维尔
和盐湖城奥运会波兰队以及国家跳台滑雪
队的心理学家。他的讲座主题为“体育冠
军的心理方面”讲座。讲座期间将谈论体
育心理学的历史，主要目标和任务，并试
图回答为什么现代体育需要心理学的问
题。 两届奥运会冠军、三届世界杯金牌得
主Renata Mauer-Różańska将出席Jan 
Blecharz教授的公开讲座。

2019国际agrafa设计会议
2019-03-18
卡托维兹美术学院邀请各位于4月4日至4
月5日参加第6届2019a graria国际设计大
会。活动计划对最新的学生成绩进行国际
评审并举办设计研讨会。 组织者宣布会议
期间将讨论如何利用21世纪的非凡可能性
提升设计，设计将考虑日常生活的外观，
在什么环境下我们将建立关系并接受挑战
并预测设计师在未来情景中将扮演什么样
的角色。 会议以一个共同的名字发生的
一系列设计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
纪90年代初期，当时组织了全国美术学
校学生平面设计评论。Agrafie自2007年
以来一直参与致力于平面设计任务的国际
会议。 更多信息： https://agrafa.asp.
katowice.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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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学生成为年度女
商人比赛获奖者
2019-03-18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的学生Olga Grudniak
是格丁尼亚Biolumo公司的负责人，也是
第10届年度女商人竞赛的获奖者之一。 
Olga Grudniak说道：“我参与了科学
与商业的融合。在商业方面我正在履行
Biolumo负责人的职责，Biolumo是一家
致力于为初级保健医生快速选择针对性抗
生素治疗的诊公司。与此同时我也是一名
生物技术学家，5年来我一直在实验室里
进行一系列旨在解决细菌耐药性问题的研
究。” Biolumo为全科医生创建了一种护
理点医疗设备，帮助他们开出一种有效的
抗生素。该解决方案适用于GP手术和全科
医生。它可以在六小时内快速诊断自动化
且价格低廉。

第十五届学生信息节
2019-03-18
2019年3月21日至23日将在克拉科夫AGH
科技大学举办第15届学生信息节。信息节
由学生组织。 每年信息节都有机会与有共
同兴趣的人建立有趣的熟人，开阔视野，
交换信息和观点。 第一节信息节由来自克
拉科夫四所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界的学生组
织：AGH科技大学，雅盖隆大学，克拉科
夫科技大学和经济大学。每年活动都会联
合来自波兰各地的专业IT专家和爱好者。 
更多信息： https://si.pl/

全国科学大会
2019-03-19
托伦的哥白尼大学将举行全国科学大会第
二次专门讨论博士学校的辩论地。会议将
介绍新“高等教育和科学法”最重要的变
化之一。 几年内波兰的科学水平将由现有
的博士生决定。这就是为什么创造条件进
行创造性的思想交流，确保参与最高水平
的科学研究以及与知名学者接触是如此重
要的原因。这些需求的答案是成为波兰的
全新机构。 在3月20日的辩论中各大学的
代表将展示他们的博士学校项目，交流经
验，并谈论转变为博士教育方法所带来的

挑战和机遇。讨论还将涉及组织结构，几
所大学的联合学校，教育计划，招聘和评
估规则。

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青年化学
活动
2019-03-19
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向高中生提供自由课
程，课程旨在实践化学和发展创造性思
维。 160名高中生将参加科恒，课程包括
一系列研讨会。在课程期间将在卢布林生
命科学大学化学系的实验室进行实验。 来
自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化学系Jadwiga 
Stachowicz博士在接受Eska广播电台的对
话时强调：“研讨会旨在激发学生对实验
室工作的认知好奇心和兴趣，以及以与理
论本身不同的方式学习化学。”

波兹南关于职业治疗创新的讨
论
2019-03-19
第二届科学和培训会议“职业治疗创新”
将在波兹南举行。300多名科学家、教师、
学生、从业者和职业治疗领域的工作组织
者将参加会议。会议主题为“国际视野下
的科学、教育和实践”。 会议期间举行
了65次演讲、发布了6张海报和11个研讨
会。会议在欧洲主要科学、教育和专业组
织的嘉宾的参与下展示了在职业治疗的科
学，教育和专业实践领域的国际视角。它
成为波兰在研究、教学和良好实践领域经
验的完美起点。 作为会议的一部分将举行
第二届波兰职业治疗高峰会，主要讨论关
于职业治疗师的假设和行为形式的讨论。

西里西亚大学广播电视学院获
得2019国际建筑竞赛
2019-03-19
西里西亚大学广播电视学院的建设赢得了
2019国际建筑竞赛波兰版大奖。 通过授
予大奖赛评委会赞赏卡托维兹电影学院新
总部作为现代建筑的优势，巧妙地刻录当
地背景并结合北欧和南欧文化的经验。获
奖设计的作者是Baas Arquitectura、第5
组建筑师和Małecki设计事务所。 砖奖是

一项使用陶瓷材料区分建筑与原始建筑的
奖项，由Wienerberger公司组织，目前
已组织了14届国际竞赛（在波兰举行了4
年）。Wienerberger公司生产此类材料。
获奖的实现将代表Wienerberger Brick 
Award 2020世界版的波兰建筑。 更多信
息： https://www.us.edu.pl/grand-prix-
brick-award-2019-dla-wydzialu-radia-i-
telewizji-im-krzysztofa-kieslowskiego

卢布林居里夫人罗多夫斯卡大
学开放日
2019-03-19
卢布林居里夫人罗多夫斯卡大学于2019年
3月22日邀请各位参加针对大学开放日。 
来自居里夫人罗多夫斯卡大学新闻办公室
的Katarzyna Skałecka说道：“在大学开
放日期间将提供其教育课程让学生熟悉招
聘过程和学习考生的要求。毕业生还将看
到演讲厅外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如何在
居里夫人罗多夫斯卡大学寻求激情。” 活
动计划还包括与克拉科夫地区考试委员会
的代表会面，他们将提供波兰语，数学和
外语考试的模块。 有关UMCS各个院系的
其他信息，主要计划和活动时间表，请访
问：www.drzwiotwarte.umcs.pl  

弗罗茨瓦夫“如何保护人类与
自然和谐相处”会议
2019-03-19
弗罗茨瓦夫欧洲委员会区域代表处、弗罗
茨瓦夫经济大学和波兰绿色网络协会邀
请各位于3月21日和22日参加在弗罗茨瓦
夫举行的“洪水与干旱时期如如何保护
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会议。 在会议
期间将能够获得有关防洪和防旱领域的自
然解决方案的问题的答案、如何设计和实
施这些问题以及它们在欧盟未来预算中的
位置。 会议首先针对各级负责水管理的
公共机构代表以及对水管理和水保护主题
感兴趣的所有人员。 更多信息： www.
zielonasiec.pl/konferenc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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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与克拉科夫塞万
提斯学院合作
2019-03-20
西里西亚大学与克拉科夫塞万提斯学院签
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推广西班牙语
言和文化，合作文件于今Hispanofonii期
间在索斯诺维茨学院签署。 计划合作等组
织专门的西班牙语教师的培训作为一门外
语、教育研讨会、学生在塞万提斯学院和
文化活动，以促进西班牙的语言和文化的
共同组织。 塞万提斯学院是成立于1991
年，是一家促进和教西班牙语和促进西班
牙和拉美文化的国外西班牙语的国家机
构。研究所在五大洲拥有77个分支机构。

波兹南国际博览会
2019-03-20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木材技术系的毕业生
Zuzanna Klore的用于睡眠，储存和工作
的多功能家具在波兹南国际博览会上获得
金奖。 SMART是一种多功能家具，主要用
于小空间。它同时具有三个功能：睡眠，
工作和存储。周到的设计确保安全和直观
的使用。最具特色的元素是旋转台面，所
以可以SMART在任何位置使用。 项目由波
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创新与技术转移中心团
队开展的商业化进程。获得工业设计的技
术许可的购买者是Idźczak Meble公司。 
去年SMART家具还获得了“家具钻石”
奖。

Monika Bogdanowska博士
成为小波兰省地区的纪念碑保
护主义者
2019-03-20
小波兰省省长PiotrĆwik任命了来自克拉
科夫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绘画与雕塑系的
Monika Bogdanowska博士为小波兰
省地区的纪念碑保护主义者。 Monika 
Bogdanowska博士是一所受教育艺术作
品的保护者。她在波兰科学院建筑学院攻
读博士学位，并在克拉科夫美术学院获得
塑造艺术领域博士后学位。 她对19世纪和
20世纪之交的克拉科夫历史特别感兴趣，
最近也对现代主义感兴趣。

Andrzej Jacek Tejchman-
Konarzewski教授成为科学评
估委员会成员
2019-03-20
来自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环境学
院建筑与材料工程系主任Andrzej Jacek 
Tejchman-Konarzewski教授成为科学评
估委员会的成员。 委员会拥有31个不同科
学和艺术领域的代表以及科学政策专家，
决策者为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law 
Gowin。“科学宪法”确立的机构的任务
首先是评估将于2021年开展的科学活动的
质量。 委员会还将评估博士学校教育。
委员会负责为了准备科学专着和科学期刊
的出版物清单以及国际会议的同行评审材
料和向部长提出受评估实体的科学类别提
案。

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第二届
创新大会
2019-03-20
科学家，企业家和公共行政代表参加了弗
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第二届创新大会。会
议的讨论主题是工业4.0。 工业4.0是集
成智能机器，系统和引入生产过程变化以
提高效率和灵活性的概念。它不仅适用于
技术，也适用于人们在工业系统中的新角
色。 大会期间讨论了波兰有效实施工业
4.0的四个关键条件：环境，人员，技术
和市场。了解它们与实施之间的关系是为
了建立国内企业的竞争优势。 大会由弗罗
茨瓦夫科技大学、莱格尼察经济特区、瓦
乌布日经济特区“INVEST-PARK”与Key 
Novelty s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组织。创业和
技术部对活动进行了荣誉赞助。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参加
美国CanSat比赛
2019-03-21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将参加国际比
赛CanSat美国决赛。比赛模拟真实的太
空任务即火箭发射探测器弹射装置内的特
定高度，地面站控制所有设备参数 学生
将建立一个小探头，这将在700米，坠落

的高度掉落，收集数据。单位重量为500
克，探针必须是特定的尺寸（12.5厘米，
直径30厘米长），并且其施工的成本不会
大于1000美金。设计必须能承受30G的过
载和极高的温度。 德克萨斯州斯蒂芬维尔
机场的比赛将于6月中旬举行。来自世界各
地的40个团队将参与其中。组织者目前不
会透露这些团队所在的国家和大学的具体
信息。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pl/
uczelnia/aktualnosci/pwr-aerospace-
poleci-do-teksasu-na-zawody-sond-
kosmicznych-11131.html  

第7届国际硕士学术会议
2019-03-21
国际波兰研究学院、波兰语言文化学院、
外国学生学生团体“巴别塔”和西里西亚
大学中国语言文化中心共同邀请各位参加
第七届国际硕士学术会议。 会议将于5月
13日在语言学院举行，去年本科学习和博
士生的优秀学生也可以展示他们自己的文
凭论文片段或与他们相关的问题。 在波兰
大学就读的外国人和波兰人均可以参加会
议。外国学生可以展示他们对波兰文学，
文化和语言的观点，而波兰学生可以在他
们的讲座中展示跨文化问题。 申请截止
日期为4月21日，申请可通过电子邮件进
行：szkola@us.edu.pl。

高速铁路经济、生态和基础设
施项目合作伙伴会议
2019-03-21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是经济、生态和基础设
施在高速铁路项目的参与者。项目由欧盟
资助并在伊拉斯谟计划框架内实施。 德
累斯顿技术大学是项目领导者，来自西班
牙的马德里技术大学、M. Auezov南哈萨
克斯坦国立大学、哈萨克斯坦交通运输学
院、哈萨克斯坦的Gumilyov Eurasian国
立大学、俄罗斯联邦国家预算高等教育教
育机构圣彼得堡国立交通大学、乌拉尔国
立交通大学和远东国家交通大学也参与了
项目。 项目旨在支持知识在铁路工程领域
的转移与合作伙伴之间通过知识的交流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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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tas学院关于网络空间打击
恐怖主义研讨会
2019-03-21
Civitas学院邀请各位参加“在网络空间与
恐怖主义的斗争”研讨会。 会议将于2019
年3月22日星期五在华沙举行，会议期间将
讨论恐怖组织在网络空间中使用的各种培
训和激进方法。 Civitas学院通知道：“对
这些现象需要在IT领域、通信原理和激进化
的心理过程进行斗争。在网络空间打击恐
怖主义的斗争是最有活力的领域面对这种
威胁之一“。 反恐怖主义和网络安全领域
的专家将参加研讨会。

奥尔什丁学生赢得了欧洲传感
比赛EUROPEL
2019-03-21
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食品科学
学院的学生在法国波利尼举行的第二十
一届欧洲传感比赛EUROPEL比赛中获得
了12个奖项。 来自6个国家的60名学生
参加了比赛：法国，意大利，芬兰，荷
兰，美国和波兰。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
祖里大学的两支由三人组成的小组参加了
比赛。 获奖学生Arkadiusz Rosiak在接
受UWUEMKA学生电台采访时说道：“
我们总共赢得了12个奖项，包括6个个
人 奖 项 和 6 个 集 体 奖 项 。 事 实 证 明 ， 我
们是最好的学校和团队之一。”获得个
人奖第一名的是Dominika Dobrzycka
和Arkadiusz Rosiak。Dominika 
Dobrzycka补充道：“比赛包括对产品
的感官评估，其中包括牛奶，黄油和奶
酪comté、camembert和morbier的评
估”。 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学生的获奖
证明了食品科学学院的高质量教育。

普沃茨克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成
立20周年
2019-03-25
普沃茨克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庆祝成立20
周年，在庆祝典礼期间大学决定改名。从
2019年3月21日起学校将改名为马佐夫舍
公立大学普沃茨克分校。 大学校长Maciej 
Słodki教授说道：“我们大学的发展是平

衡的。我们有稳定的学生人数，我们的教
育水平很高，并定期扩大我们的学习成
绩。我们正在科学地发展，我们正在改善
我们的教学基础。” Maciej Słodki教授补
充说道：“法案2.0不仅改变了地位，还改
变了职业学校的法规。我们当时是一所主
要是为了满足城市需求和广泛地区需求的
学校。我们想通过将我们大学的名称改为
马佐夫舍公立大学普沃茨克分校以一种特
殊的方式强调学校的特殊性。”

热舒夫大学成为“Lisia 
Góra”自然保护区科学赞助人
2019-03-25
热舒夫大学与热舒夫市签署了合作协议，
双方将共同为自然和景观重新评估和保
护“Lisia Góra”自然保护区。 热舒夫大
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说道：“详细
的研究和保护领域将与老橡树的生物和文
化意义以及外来入侵和有害物种的威胁有
关”。 合作还将包括更新自然科学知识，
为热舒夫居民开展教学和教育活动以及组
织国家和国际科学会议。

Marek Bernacki教授的新著作
2019-03-25
别尔斯克-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科学大学通知
道：“Marek Bernacki教授的新著作“米
洛什的追踪，诗人的角度诠释生物图形“
一书将由著名的波兰出版社Universitas出
版“。 Jarosława Ławski教授说：“21世
纪初最重要的生殖音乐作品之一。“米洛
什的追踪”是另一部致力于解读Czesław 
Miłosz和传记的作品。“ Universitas出版
社是波兰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科学出版物
之一。擅长出版人文科学领域的科学和科
普书籍，特别是文学史，理论史和语言科
学。 波兰现代主义代表者是Włodzimierz 
Bolecki教授和Ryszard Nycz 教授，他们
致力于研究现代波兰文学，艺术，文化和
人文思想。

推广波兰最大风洞的新电影
2019-03-26
华沙航空研究所展出了一部在波兰国家滑
雪跳伞队进行飞行试验时拍摄的电影，这
部电影是在波兰最大的风洞中进行拍摄
的。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运动员参
与下展示该设施研究能力的影片。 电影展
示了波兰和中欧和东欧最大的风洞（T-3）
，配备了航空研究所的空气动力学研究实
验室。设施的规模和研究能力令人印象深
刻。测量空间直径为5米，长度为6.5米。
发动机功率（5.6兆瓦）和最大风速（90
米/秒）允许航空学院隧道进入世界领先
的风洞。 更多信息： https://youtu.be/
dhkvH7mLZRo

西里西亚大学“文学评论”会议
2019-03-26
西里西亚大学语言学院博士生科学小组邀
请各位于4月8日至9日参加“文学评论- 批
评，理论，历史”会议。会议致力于改变对
文学和文学研究空间中现象的评估。 文学
的接受是永久性的变化。文本经常被重新解
释和重新阅读，在尘土飞扬的档案中搜寻并
显示光线或恰好相反。 会议的主题包括：
文学评价、批评新旧作品、过高估计和低估
批评热烈的文学和方法、佳能和外围- 关于
作品的流行以及新观点研究状况和其他研究
策略。 更多信息： https://www.us.edu.
pl/konferencja-pt-ewaluacje-literatury-
krytyka-teoria-historia

华沙中央商学院欧盟移民会议
2019-03-26
华沙中央商学院政治学系、波兰康拉德阿
登纳基金会和研究委员会46  - 移民和公民
身份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于2019年
3月26日组织了EUMIGRO会议。会议主题
为“移民和融入欧盟- 事实，数字，挑战和
政治反应“。 这次会议是在波兰的欧盟委
员会代表的主持下举行，会议在共同出资
SGH欧盟伊拉斯谟计划的框架内完成。 项
目旨在促进新项目，EUMIGRO科研和教
学SGH扩大其在全面，创新和多维捕捉当
前和欧洲移民和庇护的重要问题。 更多信
息： https://eumigro.e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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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2019 IT日
2019-03-26
2019年3月26日至27日华沙IT日将在华沙
理工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举行。这
是中欧和东欧最大的学生，专业人士和IT
专家会议。 本次会议为第十届会议，在
华沙计算机科学日期间计算机科学领域
的有趣讲座，创建初创企业和研讨会。会
议还与IT工作交流有关，在此期间提供工
作和学徒。该活动的参与者将能够检查IT
就业市场的最新趋势，查阅他们的职业
道路，并找出他们所代表的就业市场当
前和未来的价值。 更多信息： https://
warszawskiedniinformatyki.pl/

西里西亚大学研讨会
2019-03-27
西 里 西 亚 文 学 与 文 化 和 语 言 研 究 小 组
BESTO理论教研室的实验动物研究所邀请
大家于6月26日参加素食主义者研究讨论
会。 研讨会关素食主义如何激发动作和表
情讨论的研究者，包括文学，艺术和文化
遗产。 活动主办方鼓励的语言反映，文献
使用谈论纯素食主义和素食主义者表达身
份的手段。研究的重点，以找到一个素食
主义者的项目可能会遇到的作家，制片人
和艺术家提供了灵感，如何个人经验转化
为艺术表现的通用语言。

比得哥什卡西米尔大学“经济
犯罪”会议
2019-03-27
比得哥什的大学、政府和社会科学学院合
作刑法科学协会共同邀请各位于4月3日参
加科学会议“经济犯罪”。 会议将包括以
下主题：管理不善的犯罪、经济贿赂罪、
经济欺诈、洗钱罪、债权人的罪行、消费
税和相关消费税的枯竭其他犯罪的走私。 
会议主办方许诺对公众放招标，打击资金
和证券，逃税，诈骗经济犯罪反对欧盟的
经济利益和有组织经济犯罪不当保存记录
的违法行为进行讨论。

热舒夫科技大学举行
CNM2019纳米和微观会议
2019-03-27
热舒夫科技大学将举办Nano和微观会议
CNM2019。活动将于今年7月作为国家
学术交流局项目的一部分，由热舒夫科技
大学、波兰科学院技术基础问题研究所和
波兰科学院力学委员会共同组织。 CNM 
2019会议是一次致力于微观和纳米力学的
国际会议，每两年在波兰举行一次。本次
会议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界和工业界
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讨论纳米和微观力学
的最新发展和未来变化。 会议旨在熟悉纳
米技术和微技术在机械、流体、物理、化
学、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领域的多学科领
域的最新知识。

克拉科夫教育大学媒体语言会议
2019-03-28
克拉科夫教育大学于2019 3月28日至29日
举办了主题为“语言和媒体，当代媒体对
语言和传播的看法和威胁”的第三届全国
跨科会议。 此次会议将与在语言学、文化
学、媒体研究、新闻工作者、政治学家、
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进行实质性讨论并建
立一个平台。会议将围绕在媒体和所有表
现形式的分析语言和沟通研究的视野开阔;
理论方法学考虑和具体案例的材料分析。 
会议期间将讨论以下板块：媒体话语的当
代地区，语言和沟通在现代媒体的媒体政
治和媒体的政治和英语互联网的障碍和风
险。

波兰科学院空间卫星研究委员
会部门新主管
2019-03-28
Piotr Wolański教授在任职16年之后将不
再担任波兰科学院空间与卫星研究委员
会主席。波兰科学院院长任命了来自波
兰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的Zbigniew Kłos
教授为新委员会主席。 Leszek Loroch博
士、Adam Okniński博士和dr Grzegorz 
Brone博士被任命为波兰科学院主席团的
空间与卫星研究委员会成员，任期为2019-
2022。 航空学院航空航天技术中心主任

Leszek Loroch博士当选为波兰科学院空间
与卫星研究委员会副主席。 航空学院空间
技术系主任Adam Okniński博士当选为波
兰科学院空间与卫星研究委员会第二任副
主席。Adam Okniński博士创建了空间与
卫星研究委员会，Grzegorz Brona博士是
波兰航天局主席。

波兰华沙发展导弹技术会议
2019-03-28
波兰航天局和华沙航空研究所将于2019年
4月16日组织“波兰开发和应用导弹技术新
开放”会议，会议将在航空学院举行。 活
动旨在介绍与导弹技术有关的国家研究和
工业实体的成就和潜力，并指出波兰军队
在该领域的兴趣领域。 波兰科学院空间与
卫星研究委员会名誉主席Piotr Wolański教
授将在会议的开幕致辞并专门讨论波兰推
进火箭推进的历史。 会议由企业和技术部
赞助举行。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招聘会
2019-03-28
2019年3月28日100多家企业在克拉科
夫AGH科技大学招聘会上展示了公司的
招聘信息。 AGH科技大学的新闻发言
人Maciej Myśliwiec说道：“今年的企
业包括Arcelor Mittal、爱立信、诺基
亚、Comarch、Maspex和摩托罗拉解决
方案。这说明企业非常重视来自AGH科技
大学的毕业生。“ 招聘会计划包括由AGH 
就业中心的职业顾问进行的波兰语和英语
申请文件的咨询。学生们将有机会更好地
向潜在雇主介绍他们的经验和技能。 更多
信息： http://www.targi.agh.edu.pl/
edycja-wios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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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林居里夫人大学生化竞赛
2019-03-28
卢布林居里夫人大学将举行第十届生化大
赛，来自全国各地的波兰学校高中学生
将参加竞赛并通过竞赛证明他们的知识
生化。 卢布林居里夫人大学新闻发言人
Katarzyna Skalecka通知道：“正是这种
在波兰举办的唯一行动。比赛有一个书面
考试公式，在此期间学生有机会展示来自
不同生物化学领域的信息”。 Katarzyna 
Skalecka补充道：“竞赛包括非常广泛的
领域，因此问题可能涉及用生物技术和遗
传工程的元件施加临床生物化学，酶学或
生物化学“。 竞赛由Katarzyna Skalecka
生物化学系的学生与博士以及生物技术部
主办，将于2019年4月5日举行。

波兹南反歧视日
2019-03-28
反歧视日协会、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学
生共同邀请各位参加第三届反歧视日活
动。活动将于4月1日至6日举行，活动期间
将举行有计划的培训，研讨会和讲座，以
及电影放映和艺术表演。 活动旨在有效地
取代具有可靠知识的陈规定型观念，为有
关人权的主题，理论和实践知识的探索，
反歧视法的教育，歧视的类型和抵制方法
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空间。 活动期间还将
举行国家跨学科专家科学会议“面对歧视
和对抗它的措施”。 更多信息： https://
amu.edu.pl/wiadomosci/aktualnosci/
studenci/iii-dni-antydyskryminacji

波兹南经济大学的项目“不平
凡的年轻人”比赛中获胜
2019-03-29
波兹南经济大学学生科学圈Enactus的两
个关于16至24岁年轻人中日益严重的交通
事故和自杀问题的项目在全国竞赛“不平
凡的年轻人”中获奖。 活动主办方AXA保
险公司为Enactus科学圈的“双手着地”
和“应用日”的设计提供了5000兹罗提的
奖励。科学圈内共有46名成员正在实施与
节水，塑料消费合理化，社会护理和负责
任消费有关的项目。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创新日
2019-03-29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组织与管理学院将于4
月4日邀请大家参加“创新日”活动。活
动将为交换学生，研究人员和企业家之间
的知识和经验，创新的解决方案和能力的
创造，开发和商业化，以支持年轻人的创
新。 组织者宣布活动包括有趣的讲座，展
台和利用创新的解决方案和设计思维创造
性思维的技术实践研讨会形式的兴趣， 与
会者还学会想通过视觉过程便于仿真和设
计新的解决方案，如何使用该设备的联网
控制机器人的通过WiFi实现，如何管理IT项
目。

关于幽默语言、文化研讨会
2019-03-29
英语学院博士生NEO语言科学圈、英语语
言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和西里西亚大学的浪
漫语言和翻译研究所共同邀请大家于四月
4日至5日参加“幽默研究项目”研讨会。 
西里西亚大学语言学院会议的目的是通过
不同范式的棱镜交流关于幽默感的观点，
使人们能够看到幽默现象及其跨学科和普
遍性，并鼓励就幽默在语言，文化和研究
中的地位进行辩论。 会议期间将讨论以
下主题：在文学和翻译，文化，跨文化和
幽默的多元文化方面的幽默的各种实施方
案，在视觉媒体的研究和幽默和笑声的认
知和社会交往的重要性，并幽默的方法和
教学中的作用幽默的例子。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的学生们开
始帮助两栖动物
2019-03-29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新闻发言人Katarzyna 
Dziedzik通知道：“在许多波兰道路两栖
动物的春季迁徙，使汽车的车轮下的群众
模具。为了帮助青蛙，蟾蜍或草安全到达
繁殖地，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生物学家科
学圈的学生再次参与了跨栏行动”。 代
替他们的行动沙皇自己选择的方式- 路线
相交的别布扎国家公园，在Osowiec和
Laskowcem之间的拉伸。几年来，生物
学家在这个地方脊椎动物，包括两栖类动

物的死亡进行研究。这些数字令人震惊：
在路线沙皇日益增长的交通显然影响两
栖动物的死亡率。 为了帮助两栖动物，
学生与别布扎国家公园合作成立作出防止
青蛙，蟾蜍或traszkom到街上农用800个
栏。游泳池沿着栅栏挖出，流浪动物落入
其中。每天两次桶进行检查和两栖类动物
安全地转移到路的另一边。

“MycoRise Up！ 真菌学年轻
学家”科学会议
2019-03-29
波兰真菌学会、罗兹大学学生科学生物学
会、真菌学和生物学部门、罗兹大学病理
学和真菌学实验室以及罗兹大学的学生生
物技术和微生物学圈将于2019年4月12日
至13日组织“MycoRise Up！真菌学年
轻学家”科学会议。 科学会议面向所有对
真菌或使用这些生物的研究感兴趣的学生
和博士生们。 每位参与者都有机会以英语
或波兰语呈现他们的研究主题，作为口头
报告或多媒体海报的一部分。会议期间将
选出三个最好的报告和海报并给予奖励。 
活动将在位于Spała地区的罗兹大学生物
与环境保护学院的野外站举行。 更多信
息： https://mycoriseup.wixsite.com/
konferencja

第八届克拉科夫金融数学会议
2019-04-01
2019年4月5日至7日第八届克拉科夫金融
数学会议将在克拉科夫的AGH科技大学
举行。活动由应用数学学院的金融科学组
织科学建模组织。 会议的主要目标是扩大
金融市场上使用的最新方法和数学模型领
域的知识。与投资，金融工具估值和数学
模型实施相关的主题将近似。 组织者强调
理论科学问题在金融界的实际应用，会议
期间将能够看到如何在实践中实施数学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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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大学第六届人文主
义之夜
2019-04-01
弗罗茨瓦夫大学于4月6日邀请考古学家、
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史家、文化研
究学者、音乐学、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参加
第六届人文主义之夜。本次活动的主题
是：“当下是我们想要的世界吗？文化崩
塌的时代？“ 民主的传统形式的危机，增
加了社会的差异，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全
球贸易战、有关迁移运动、种族冲突、在
食品加工厂和水不足、环境灾难的幽灵、
安全问题、作为人类生活的质量和代替自
由仇恨言论和遇到的普遍的暴力等等。
这些都只是一些威胁和当今世界面临的挑
战。 活动组织方为弗罗茨瓦夫大学历史和
教育科学系，组织者表示希望回顾科学真
理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将发挥重要的社会
作用者。 更多信息： https://uni.wroc.
pl/czy-to-jest-swiat-w-ktorym-chcemy-
z%CC%87yc-bunt-w-kulturze/

红衣主教大学第七届旧书日活
动
2019-04-01
2019年4月8日至12日华沙红衣主教大学
人文科学部以及红衣主教大学图书馆邀请
大家参加第七届旧书日活动，今年活动主
题为“老派与学术之书。” 活动将在位于
Dewajtis 街道5号的礼堂举行。 活动开幕
式上来自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Joanny 
Dimke-Kamoli博士将带来主题为“Actio
作为意大利教科书的教学主题16世纪下半
叶-  17世纪上半叶），如何将书中的准确
意思阐述给听众“的讲座； 来自波兰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的Andrzeja Dąbrówki
教授将带来主题为“波兰最古老的学校
教科书”讲座； 来自华沙大学的Marty 
Wojtkowskiej-Maksymik博士将带来主题
为“元素一书（Maciej Wirzbięta 1575）
中从引物到良好礼仪的举止“的讲座。

波兹南科技大学的学生参加“
霍特奖”竞赛
2019-04-01
波兹南科技大学的学生团队作为第一个来
自波兰的学生团队参加了“霍特奖”竞
赛，竞赛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正在努力
解决与获取食物，水，电和教育相关的问
题。 今年的竞赛都有不同的主题，每次由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亲自为主题命名。
今年的主题是“青年失业问题，如何以100
万美元改变世界“。比赛结果将于今年9月
份揭晓。 波兹南学生项目在伦敦会议期间
提出创建基金，其目标是为伊拉克和库尔
德斯坦地区的提供一万个工作岗位。项目
基于在那里发展的需求和供应关系，特别
强调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危机。

第三届化学展
2019-04-01
托伦哥白尼大学的学生化学家科学圈于4月
6日邀请来自波兰各地的科学界参加第三届
化学展。 化学展自2017年以来由托伦大学
化学系的学生科学圈化学家组织。活动形
式是在全国范围内运营的学生化学团体成
员的竞赛。在最后一场比赛中，最好的波
兰化学家科学界向观众展示了最壮观的化
学实验并争夺冠军头衔。 今年来自弗罗茨
瓦夫、华沙、格但斯克、热舒夫、波兹南
和克拉科夫的学生将参加比赛。决赛选手
将有几分钟的时间在观众面前展示项目。

热舒夫大学 “走向独立”科学
会议
2019-04-01
2019年4月4日至5日将在石油和天然气工
业博物馆举行“走向独立”科学会议，将
科学会议在“走向现代化道路：19至21世
纪的独立波兰和自由极”框架内举行。 活
动组织者是热舒夫大学社会学和历史系，
会议的主题为：在独立的预判，在波兰
土地上的经济现代化的冲动，世纪社会变
革，现代化的波兰色调。 会议期间来自华
沙中央商学院的Wojciech Morawski教
授将带来主题为“波兰工业化和现代化历
程”的讲座；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

Piotr Fraszek教授将带来主题为“石油工
业是经济现代化和加利西亚社会的一个因
素”的公开讲座。

第五届全国“生态、物流、运
输” 科学大会
2019-04-02
谢德尔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大学经济和
法律科学学院科学圈将于2019年4月4日
组织第五届全国“生态、物流、运输”科
学大会。 会议面向从业人员，科学家，博
士生和处理物流问题的学生。 会议期间，
组织者就以下主题发表演讲和讲座：供应
链运作条件，采购流程优化，生产流程物
流，客户作为配送物流的基本要素，物流
流程的创新解决方案，运输活动的效率。

克拉科夫全国遗传学会
议“Genomica”
2019-04-03
全国遗传学会议“Genomica”由克拉
科夫雅盖隆大学学生科学生物技术科学
圈“Mygen”的学生们组织。 专题讨论
会将于2019年4月5日至7日在克拉科夫举
行。 “Genomica”会议面向不同专业
的开始他们的科学探险、以及那些已经开
展自己研究并希望将其呈现给他人的学
生。 这次活动是初学者建立第一次科学接
触，讨论感兴趣的话题以及获得经验并在
科学界找到一席之地的绝佳机会。 更多信
息： www.genomica.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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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tr Dardziński 成为
Łukasiewicz研究网络主席
2019-04-03
Piotr Dardziński成为于2019年4月1日成
立的欧洲第三大研究组织Łukasiewicz研
究网络的主席。他将领导一个由38个研
究机构组成的团队，这些机构很快将为企
业家提供广泛的报价：初创企业，中小型
企业和大型企业。 Piotr Dardziński曾担
任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副部长，负责科学
和商业合作。他负责监督政府机构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国家学术交流中心和
研究所信息处理中心。 Piotr Dardziński
说：“Łukasiewicz研究网络旨在实现波兰
与欧洲和世界机构合作的愿望。我们现在
是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法国卡诺和芬兰
VTT等组织的重要合作伙伴。”

格但斯克大学关于维斯瓦河挖
掘辩论会议
2019-04-03
格但斯克大学学术文化中心与生态和脊椎动
物学邀请大家于4月4日参加“挖掘维斯瓦河
的可行性和条件”辩论会。 辩论组织方认为
沟的规划和航道的建设，实施投资所采取的
行动唤起了很多围绕主题的争论而出现不可
靠和未经核实的信息。专家的讨论将使公众
了解与之相关的潜在风险是什么。 辩论旨在
澄清不准确之处并收集支持和反对计划削减
的可靠论据，会议期间将讨论和比较的潜在
益处和这种投资的风险，以及有关自然的保
护法律方面的问题。

弗罗茨瓦夫暑期数据科学课程
获得欧洲查理曼大学青年奖
2019-04-03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信息系统系的“暑期
学校数据科学”是2019年欧洲查理曼青年
奖的获得者。 数据科学和机器学习正在迅
速发展。他们结合能力从不同的学科- 从经
典统计分析，通过软件开发，数据管理，
业务领域的知识。弗罗茨瓦夫大学暑期课
程由Ryszard Zygał负责，管理计算机科学
和金融系的毕业生和学生团队：Karolina 
Sterc，Marta Jagoda，Katarzyna 

Walachowska和Paulina Zyskowska共同
参与。 欧洲奖查理曼大学每年由欧洲议会
和国际基金会颁发。

“孤独聚会”会议
2019-04-03
英国约翰大学与什切青大学于4月10日
至 1 2 日 共 同 邀 请 各 位 参 加 国 际 跨 学 科
会议“孤独聚会”，会议致力于这会孤
独现象。 会议将在约克大学荣誉校长
Karen Stanton和什切青大学校长Edward 
Włodarczyk教授的主持下进行。 来自全
球代表各个学科其中包括教育学、心理
学、哲学和认知科学、神学、医学、艺术
和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将参加会议。 约翰
大学是一所成立于1841年的大学，有6000
学生，其中包括500名外国学生。 更多信
息： www.yorksj.ac.uk/alonetogether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赢
得西门子竞赛
2019-04-04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光子电子微系统
技术系的学生Aleksandra Chudzyńska，
赢得了由西门子公司举办的比赛。她的“
工程师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项目获得了
奖项。 竞赛采用广泛定义的工业4.0专家
研讨会的形式，在西门子公司前景的教育
基金会和商业与技术部的主持下举办。 研
讨会的范围也包括在劳动市场上个人开发
的领域：通讯，品牌建设和个人辅导。来
自波兰各地的30名学生参加了这些课程。
课程内容包括“虚拟和增强现实”，“新
产品设置”，“机器人技术在世界上4.0
产业”和“设计思维的创新精神。” 更
多信息：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rXq5Zjuj2E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讲授环境污
染问题
2019-04-04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生物技术和景观建筑学
院与美国驻波兰大使馆的景观建筑系邀请
各位于2019年4月8日参加Eben Schwartz
的塑料环境污染的公开讲座。 Eben 

Schwartz负责加州海岸委员会的海洋碎片
计划。 委员会负责加利福尼亚海岸的保护
和监管。Eben Schwartz是那里的专家，
为地方和州一级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工
业界提供建议，开展活动以及实施哪些计
划来解决海洋和海洋污染的原因。

热舒夫科技大学进行降落伞训练
2019-04-05
2019年4月10日热舒夫科技大学将举办降
落伞训练节目以及主题为“世纪之交的跳
伞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空降部
队的使用”的讲座，活动由KrakSky降落
伞学校的所有者Seven Rights组织。 活动
旨在让热舒夫科技大学的学生熟悉跳伞的
基本知识，并介绍在空降兵部队中使用降
落伞设备的方法。 课程将由经验丰富的教
练，空降部队和特种部队的前任和现任士
兵进行的多媒体讲座。

罗兹第十九届科学技术和艺术节
2019-04-05
2019年4月8日至15日第19届第十九届科学
技术和艺术节将在罗兹举行。活动主要组
织者是罗兹科学协会和科学与高等教育部
的合作伙伴。 作为活动的一部分将举办四
百多场讲座，讲座和相关活动。所有活动
都是开放和免费的。 活动包括4月9日在罗
兹大学国际和政治研究学院举行的波兰大
使Monika Herbst Chodorowicz的“女
性大使眼中看到的世界“讲座，讲座将结
合摄影展和大使在非洲，中东和以色列的
生活和活动。 罗兹科技大学专利信息中心
将于4月11日提出专利主题，活动参与者
将了解发明是什么以及发明者的基本行为
是什么。 更多信息： https://program.
festiwal.lodz.pl/sit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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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国社会学博士生研讨会
2019-04-05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博士生
将于2019年4月9日至10日组织第四届全国
博士社会学研讨会：方法论的延伸。 今年
会议的主旨是介绍各种方法论问题并讨论
社会学学生在其研究项目中使用的社会研
究方法的使用。 在研讨会期间，组织者就
以下领域提供讲座和演讲：科学工作的跨
学科性和后学科性; 社会科学的新研究方
法; 范式及其在社会学工作中的应用; 社会
研究伦理; 分析和呈现结果。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波兰语发展
讲座
2019-04-08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说道：“Stanisław Dubisz教授是
于2019年月10日举行的“讲座冠军”的特
别来宾，讲座将在语言在比亚韦斯托克大
学学院。届时Stanisław Dubisz教授将谈
论波兰语言发展，尤其是1939年之后。“ 
Stanisław Dubisz教授是一位杰出的语言
学家，是古波兰语和现代波兰语研究员，
也是“语言手册”和“波兰语普遍词典”
的主编，波兰语历史语法”一书的共同作
者。他著述了数百篇文章和许多属于最严
格的波兰正典的广泛作品，例如：“新旧
之间。 目前Stanisław Dubisz教授是华沙
大学应用波兰研究所的员工。

托伦哥白尼大学的学生获得了
BioLAB计划资格
2019-04-08
哥白尼大学生物技术和分子诊断的生物学
的学生Anita Kowalczyk获得了波兰-美国
生物实验室计划资格。 Anita Kowalczyk
将在芝加哥大学进行带薪实习并参与的项
目：“胆汁酸在细菌定植和宿主免疫中的
作用“，并且参加Bana Jabri教授2019-
2020的实验项目。芝加哥大学在最新的“
时代高等教育”排名中名列第9位。 该计
划的资格使得获胜者能够在本科和研究生
学习期间工作并参与项目“作为植物病
毒载体的丛枝菌根真菌（MYCOVIR）”

和“BETAMIKRO-甜菜微生物群（Beta 
vulgaris）及其与宿主的相互作用。

西里西亚大学“人类和动物的
关系，神话和刻板印象”会议
2019-04-08
西里西亚大学语言学系和斯拉夫语言学文化
研究邀请大家于4月26日至27日参加第四届
国际跨学科会议：“人类和动物的关系，
神话和刻板印象”。 会议将探讨人类在各
种方面的动物本能：文化，伦理，哲学，
历史，宗教，社会，民族志- 特别强调伴随
着我们对有关动物的神话，成见和偏见。 
会议的主题包括：关于动物的传统观念;当
代传播中的动物;动物作为科学思考与实践
对过去和今天的动物的主题/对象。 达尔文
的世孙Ruth Padel将作为会议嘉宾出席会
议，Ruth Padel是一名诗人同时也是奖项
的获奖者，他的科学兴趣是自然科学和生态
学。 更多信息： https://www.us.edu.pl/
iv-miedzynarodowa-interdyscyplinarna-
konferencja-naukowa-z-cyklu-czlowiek-
innyobcy-byt

海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校组织
航空展
2019-04-09
海乌姆国家高等职业学校校长Arkadiusz 
Toil教授签署了关于组织Świdnik Airport
航空展的意向书。国家高等职业学校将负
责用于组织飞机起降。 Arkadiusz Toil教
授说：“我们代表一所教育飞机和直升机
飞行员以及飞行机械师的大学，除了保护
地面飞机机队和技术支持外，还提供我们
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我们希望参与者参
加一个独特的航空展，但最重要的是安
全和有效地运行。” Świdnik航空展将于
2019年6月8日至9日举行。活动将在EPLB 
Lublin机场和WSK PZL-ŚwidnikSA举行。

弗罗茨瓦夫大学程序员获得世
界杯银牌
2019-04-09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程序员团队在世界团队
编程锦标赛期间获得了一枚银牌并在比赛

期间赢得了莫斯科、东京大学、麻省理工
学院、华沙大学和国立台湾大学队。 今年
决赛于4月4日在葡萄牙举行。参赛团队成
员为Anadi Agrawal、Michał Górniak 
和Jarosław Kwiecień。团队解决了8项任
务，获得了第六名和银牌（每种奖项获得
4枚奖牌） 世界团队编程锦标赛是规模最
大，最负盛名的编程竞赛。来自3000所大
学的50000名学生参加了比赛。比赛由三
人小组组成，他们根据实际问题解决算法
任务，实践合作，创造力以及在时间压力
下采取行动的能力。

Jarosław Włodarczyk教授“
莎士比亚世界：在天文学和数
字人文学科之间”讲座
2019-04-09
波 兹 南 密 茨 凯 维 奇 大 学 波 兰 语 言 学 研
究所于4月10日邀请大家参加Jarosław 
Włodarczyk教授“莎士比亚世界：在
天 文 学 和 数 字 人 文 学 科 之 间 ” 讲 座 。 
Jarosław Włodarczyk教授是天文学的
历史学家、华沙波兰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
所长。他的研究兴趣是与天文学史，科学
史与文化史之间的联系以及自然科学与人
文科学之间的关系有关的问题。 他的出版
物全面阐述了天文学与波兰文学和一般文
学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西方科学与文
化中的月亮”; “流浪的蓝色，或宇宙，
不仅仅是诗人”; “伯利恒之星之谜”; 
“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宇宙的代码”;和“
占星术，历史，神话，秘密“。 更多信
息： https://amu.edu.pl/wiadomosci/
wydarzenia/kosmos-szekspira-miedzy-
historia-astronomii-a-humanistyka-
cyfrowa-wyklad-prof.- jaros lawa-
wlodarczy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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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科技大学TEXTIL 2019全国
学生研讨会
2019-04-09
罗兹科技大学纺织技术与设计学院于2019
年4月9日邀请各位参加全国学生研讨会年
TEXTIL 2019。 活动为年轻人提供了展示他
们的创造力，展示项目并熟悉学院潜力和
提供的机会。TEXTIL 2019研讨会的竞赛部
分包括：时装秀，模特展览和多媒体展示。 
TEXTIL 2019包括1.5小时的研讨班，其中包
括：服装，设计，针织，计量和合成纤维以
及多媒体活动领域的现代纺织技术。

华沙大学学生团队在世界锦标
赛中获得金牌
2019-04-09
华沙大学数学、信息学和力学系的学生学
生团队在世界锦标赛中获得金牌。团队获
得了第四名，并在程序设计大赛得金牌。
在同一场比赛中，弗罗茨瓦夫大学的团队
获得了银牌和第六名。 锦标赛金牌奖授予
全球最佳的四支团队，竞赛第5至8名获奖
者将获得银牌，第9至12名获得了铜牌。 
共有135个团队参加第43届国际大学生程
序设计竞赛。 今年的世界冠军是来自莫斯
科大学的团队。 更多信息： https://icpc.
baylor.edu/worldinals/results

卢布林欧洲研讨会
2019-04-10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新闻
发言人Katarzyna Skalecká说道：“卢布
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政治学、
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欧洲文献中
心和地区代表欧盟委员会共同邀请大家参
加卢布林地区参加欧洲研讨会。研讨会将
在扎莫希奇，海乌姆，卢布林和普瓦维举
行。” 活动主办方鼓励对第一次参加2019
年欧洲会议选举以及希望学习欧盟运作原
则的学生们参加活动，这也是与卢布林大
学讲师直接会面和会谈的机会。 欧洲研讨
会欧盟公民教育和波兰的地方在波兰加入
欧盟十五周年之际，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行
动。项目由弗罗茨瓦夫欧洲委员会区域代
表处提供资金。

Anna Foltyniak-Pękala博
士获得Maria和Kazimierz 
Brandys竞赛
2019-04-10
来自别尔斯克- 比亚瓦科技与人文科技大
学的Anna Foltyniak-Pękala博士在克拉
斯诺格鲁达国际对话中心获得了Maria和
Kazimierz Brandys竞赛的奖学金。 Maria
和Kazimierz Brandys竞赛是对其顾客和
他们所代表的整个一代人的命运的记忆，
卡齐米日布兰迪斯作品的普及和新读物。
竞赛支持处理文化和国家边界问题的作
家，科学家和翻译，以中欧和东欧的语
言创作文学，或翻译文学。 来自波兰和
国外的11名的参赛者参加了竞赛。几年
前，Foltyniak-Pękala博士进行了其论文
辩论，论文致力于研究Kazimierz Brandys
的作品。Kazimierz Brandys是20世纪最有
趣的波兰作家之一。

华沙科技大学在加利福尼亚州
SAE航空设计比赛中获奖
2019-04-10
来自华沙科技大学动力与航空工程学院的
Interfaculty Scientiic Circle SAE航空设
计专业的学生国际SAE航空设计竞赛中获
得第一名和第二名。 学生团队参加了所
有三个比赛课程：常规，微型和高级。在
飞行分类中获得第二名、在整体微类分类
中获得第三名、在高级班中获得第三名、
在总分中排名第三。 SAE航空设计竞赛
于2019年4月5日至7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
Van Nuys举行。

弗罗茨瓦夫的机器人在
Goeteborg竞赛中获奖
2019-04-11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KoNaR机器人
在瑞典国际Robot-SM比赛中获得了两枚
金牌和一枚银牌。 在比赛期间，KoNaR
机器人科学圈赢得了三枚奖牌，科学圈在
线下追逐赛中加入了银牌，其中包括按照
明确的路线准时驾驶。 自2006年以来哥德
堡查尔默斯科技大学一直负责举办Robot-

SM比赛。竞争分为四类：Sumo，Line 
Follow，Folkrace和Freestyle。

弗罗茨瓦夫全国数学学生会
议“OMatKo !!!”
2019-04-11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数学系科学小组邀请
各位于4月12日至14日至第六届全国数学
学生会议“OMatKo !!!”。 会议面向来自
波兰各地的数学和相关领域的学生和博士
生。根据组织方提供的信息，今年约有300
人宣布参与活动。 会议以“学生与学生”
的理念为指导，参与者将发表关于他们的
兴趣或自己科学研究成果的论文。 活动期
间Jacek Małecki教授将带来主题为“阿
基米德定律，数学家们也跳出思维了吗”
的讲座。活动参与者将有机会参与合作伙
伴公司的会谈，例如：麦肯锡，克鲁克，
瑞士信贷和Avi。

格但斯克大学研究员获得Villa 
Paul Adams奖
2019-04-11
来 自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历 史 系 的 A n n a 
Mazurk iewicz教授获得了今年美国历
史 学 家 组 织 （ O A H ） 授 予 的 著 名 V i l l a 
Paul Adams奖，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
专门研究美国历史的专业协会。 Anna 
Mazurkiewicz教授的“中欧和东欧的政
治难民”一书获得了奖项，委员会称赞该
著作“对冷战初期美国代表中欧和东欧难
民参与的起源和动态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
查”。 Villa Paul Adams奖每两年授予一
本外国语出版的美国历史最佳书籍作者。
奖项以Willi Paul Adams命名，他是美国历
史学家组织德国分部积极成员也是美国历
史国际化的支持者。 更多信息： https://
ug.edu.pl/media/aktualnosci/87406/
dr_hab_anna_mazurkiewicz_prof_
nadzw_laureatka_willi_paul_adams_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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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政治科学奖
2019-04-11
截止至2019年6月16日年轻科学家们可以申
请参加由“政治”周刊举办的第十九届科
学奖。入围名单将于9月18日公布，获奖名
单将于10月20日在Polityka周刊编辑部举行
的颁奖典礼上公布。 活动由政治基金会组
织，自2001年以来该基金会一直在开展针
对年轻科学家的“奖学金计划”“与我们
同在！”项目。计划已经以政治科学奖的
名义实施。 比赛面向35岁以下的年轻科学
家。对申请人的考核包括考虑候选人的年
龄和科学成就。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ityka.pl/tygodnikpolityka/nauka/na
grodynaukowe/1515712,1,regulamin-
przyznawania-stypendiow.read

参议院会议
2019-04-12
2019年对于波兰议会来说意义非凡，将
庆祝1989年的6月选举和波兰共和国参议
院的三十年复原。参议院组织了参议院在
波兰共和国体系中的作用，面向未来”
会议。 参议院希望了解年轻科学家，学
生对我们系统中上院的地点，意义，作
用和未来的看法。因此本次活动的一个
重要部分是成为学生和博士小组，竞赛
的获胜者将参加并发表他们的演讲。 会
议于2019年5月30日在参议院举行。比赛
对学生，毕业生和法学或政治学博士生
开放。 更多信息： https://www.senat.
gov.pl/konkurs-na-udzial-w-panelu-
studencko-doktoranckim-/regulamin-
konkursu-/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Piotr 
Wesołowski博士的作品将在
中国展出
2019-04-12
弗 罗 茨 瓦 夫 大 学 建 筑 科 技 学 院 P i o t r 
Wesołowski博士的作品将在在中国郑州国
际雕塑展中展出。 此次展览共有三十二件
作品展出，包括来自西班牙，日本，比利
时，南非，保加利亚，乌克兰，科索沃的
作品。Piotr Wesołowski博士的作品是“

太阳、农民和驴子”。 Piotr Wesołowski
博士的作品目前正在中国雕塑学院的一个
展览上展出。所展出的作品由城市居民和
评审来评估，评估包括考虑到作品的创
造性，独特性和美学性，以及力量，安全
性或环境友好性的问题。最好的作品将获
得现金奖励。 更多信息： https://pwr.
edu.pl/uczelnia/aktualnosci/praca-dr-
piotra-wesolowskiego-na-wystawie-w-
chinach-11161.html

哈萨克斯坦的学生获得了克拉
科夫技术大学国际歌曲比赛
2019-04-12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Alya Appassova赢得
了第10届克拉科夫科技大学校长奖国际
歌曲比赛。活动由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国际
教育中心组织。 在比赛期间比赛参与者
需要使用自己的母语和波兰语制作一首
歌。来自蒙古的Bilguun Davakhuu在比
赛中获得第二名，来自白俄罗斯的Maria 
Jankowska和印度尼西亚二人组--Riza 
Putri和Jeffrey Hanaie获得了第三名。来
自印度尼西亚的学生也获得了观众奖。 活
动的组织者是克拉科夫科技大学的国际教
育中心其任务包准备外国人到波兰学习。
国际教育中心成立于1985年，是发展中国
家城市发展培训中心。2002年中心转变为
国际教育和城市研究中心，自2007年起被
称为国际教育中心。

罗兹大学“文化中的宗教与魔
法”会议
2019-04-12
罗兹大学启蒙科学圈组织了全国性科学
会议“文化中的宗教与魔法”，会议将
于2019年4月13日在罗兹大学语言学院举
行。 组织者邀请所有对古代和现代文化中
的宗教，魔法，仪式和仪式问题感兴趣的
人文和社会科学代表。 会议期间将讨论以
下问题：宗教在过去和现代社区中的作用; 
文学，电影和美术的宗教仪式，仪式和魔
法; 宗教与权力; 文化中牧师的照片; 牧师在
过去和现代社区中的社会和政治角色; 文化
和流行文化中的神像; 古代神话在当代文化
中的运作。

“多摩”获得奈梅亨国际短片
电影节最佳学生电影奖
2019-04-12
电影“多摩”由来自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
学广播电视部门的学生Natalia Koniarz执
导，获得了奈梅亨国际短片电影节最佳学
生电影奖。 影片时长22分钟，讲述了之
前曾断绝关系的父子之间的会面。影片的
立意可以从对弱点的斗争，针对偏见和相
互不满的共同努力的角度来解读。 奈梅亨
国际短片电影节是荷兰短片的主要节日，
期间将展出欧洲著名的电影。电影“多
摩”此前曾在科沙林首演电影节“青年与
电影”，国际电影节“21岁”和国际电影
节“Etiuda＆Anima”中获奖。

什切青第八届跨学科大脑日会议
2019-04-12
什切青大学临床心理学系和心理研究所、
什切青波美拉尼亚医科大学精神病学、区
域医疗所系、神经波兰协会和精神病学协
会波兰什切青科和协会共同邀请大家参加
第八届跨学科大脑日会议。 会议将包括以
下主题： 从医学神经和精神的角度和人文
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今年的演讲：音乐的
想象力，我们沟通的非理性，艺术治疗和
电影中的大脑疾病。 今年的科学会议口号
是：“大脑、艺术、争论”。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学生获得 “
工程师4.0”竞赛
2019-04-12
来自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学生Marzena 
Sudol是西门子“工程师4.0”竞赛的四
名获奖者之一。比赛参赛者必须制作一部
关于工程师工作的短片。 “工程师4.0”
赞助方是透视教育基金会和商业技术部。
在竞赛期间举办了专门的讲习班。 与会
者还可以参加比赛，其中主要奖品是前
往汉诺威最大的工业贸易博览会汉诺威
工业博览会。 更多信息： https://www.
youtube.com/watch?feature=youtu.
be&v=xjqQSgrKqUc&app=desk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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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大学印度教育展览会
2019-04-12
奥尔什丁瓦尔米亚-马祖大学的代表团参加
了在印度新德里国际教育博览会。 参加本
次展会的的任务之一是由国家机构的学术
交流资助“VENI整合推广国外瓦尔米亚和
马祖在印度的大学“，其负责人是Rakesh 
Jalali博士。Rakesh Jalali博士是英语语言
研究院院长代表和瓦尔米亚-马祖大学创新
与技术转移中心负责人。 Rakesh Jalali博
士解释道：“印度高等教育系统无法提供
所有感兴趣的地方上大学，这就是为什么
这么多的印度年轻人出国留学。在波兰，
印度人外国学生3中人数最多的群体。” 
卢布林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卢布林居里
夫人大学、西里西亚卡托维兹大学、克拉
科夫科技大学、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也参
加了教育博览会。

谢德尔采自然科学与人文大学
地方自治会议
2019-04-15
谢德尔采自然科学与人文大学公共管理及
经济管理学院将于2019年4月16日举办“
当地政府在政治和法律思想”会议。 会议
组织方邀请政治科学家、律师、哲学家、
社会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和对人文感兴
趣的人士参加会议。 在会议期间将重点讨
论以下问题： 地方政府作为政治科学/法律
科学的研究问题; 地方政府从政治思想的角
度划分概念; 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和范畴
（权力，合法化，主权，政治）相关的领
土自治。

“移民、普世主义、融合”国
际会议
2019-04-15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神学院，罗马尼亚
与捷克康斯坦察奥维迪乌斯大学神学院、
希腊天主教神学院Presov和帕拉茨基大学
西里尔迪乌斯神学院共同邀请各位参加第
八届国际会议“移民、普世主义、融合”
。 会议将于4月25日在卡托维兹和4月26日
在Brenna举行。来自奥地利，德国，斯洛
伐克，捷克共和国，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

国家研究中心和科学家代表讲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将主要讨论以下问题：移民、普
世主义、融合; 路德教会为移民提供服务; 
德尔福作为开放给新人源; 迁移和跨文化的
教育和宗教间对话和文化融合的移民作为
一个双向的过程中的前景。

“多变量和混合线性模型”和“
大数据分析和应用”研讨会
2019-04-15
国际数学中心和波兰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共
同邀请各位来到Będlewo的研究和数学会
议中心参加“多元和混合线性模型”国际
会议。 会议将于4月28日至5月4日举行，
研究小组的前几次会议的总结在2009年
开始了它的目的是汇集研究人员谁感兴趣
的多元统计方法和混合线性模型及其在经
济，农业中的应用或工程。 会议结束后
将举行为期一天的“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研讨会，讨论大数据集的分析。主要发言
人是加拿大布鲁克大学统计学教授S. Ejaz 
Ahmed博士和加拿大公司FanXchange
的分析师S. Jazib H. Ahmed。

Jan Kowalewski国际竞赛
2019-04-15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和格但斯克二战博物
馆将组织Jan Kowalewski国际竞赛，
申请工作将持续至六月底。 格但斯克
科技大学校长Jacek Namieśnik教授说
道：“Jan Kowalewski是数学家和密码
学家毕业于商业和化学学院，同时多种语
言的专家。他多次证明了智力和详细技
术知识在为祖国服务方面的重要性。共
同组织评选为比赛后他的格但斯克科技
大学将在全国和技术科学领域的杰出成
就的海外知识传播。” 奖项分为两个类
别：“波兰世界”，授予不同的知识领域
的波兰代表，和“世界的波兰”，授予外
造福波兰国家和民族的外国人。 更多信
息：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ontent/miedzynarodowy-konkurs-
o-%E2%80%9Enagrode-im-pplk-jana-
kowalewskiego%E2%80%9D

Marek Rogatko教授关于黑洞
的第一张照片讲座
2019-04-16
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新闻发言人
Beata Wielowinska-Pawlak说道：“来
自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
天体物理学系和重力学的Marek Rogatko
教授在4月16日开设了主题为“看得见的黑
暗：黑洞的第一张照片”的公开讲座。” 
在高能天体物理学史上，我们第一次拍摄
了位于距离我们5500光年远的M87星系中
心的黑洞照片。黑洞本身的质量约为65亿
太阳质量。他们所需的照片和数据由来自
欧洲南方天文台（ESO）的Horizo  n望远镜
事件（EHT）的研究人员提供。 讲座将介
绍与场景相关的问题以及这一独特摄影的
可能后果，这些照片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
注。

Civitas学院2019选举的电子威
胁会议
2019-04-16
华沙Civitas学院信息分析中心和恐怖主义
研究中心将于2019年4月25日组织“2019
年选举的电子威胁：作为武器、专制和操
控的信息”。 会议将从三个介绍性板块开
始。欧洲议会议员Michał Boni将回答关于
欧洲法律是否可以打击错误信息的问题；
来自EEAS East StratCom特别工作组的
Martyna Bildziukiewicz将处理欧洲选举中
的虚假信息问题；Civitas学院信息分析中
心负责人Krzysztof Liedel博士将讲述“信
息斗争是混合冲突的一个要素”。 组织者
计划举行两次小组讨论，讨论选举过程中
出现的民主虚假信息和威胁。

“西里西亚模拟团队”在香港
竞赛中脱颖而出
2019-04-16
西里西亚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的学生参加
了香港著名的商业竞赛“国际商业仲裁模
拟法庭”。Agata Zwolankiewicz和Olga 
Marcinkowska的团队是全球最优秀的32
个团队之一。 来自世界各地的137个团队
参加了今年的比赛。比赛主题涉及国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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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商业仲裁和商业法，特别是1980年“
维也纳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西里
西亚模拟团队”是波兰唯一的代表也是16
年历史上的第一个波兰团队。 来自西里西
亚大学的团队晋级到最后一轮，并且击败
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05个团队，他们在大学
的32个最佳代表队伍中脱颖而出。在个人
类别中，Agata Zwolankiewicz获得了“
最佳口头倡导者的荣誉奖”。

波兰导弹技术发展会议
2019-04-16
2019年4月16日星期二波兰航天局和航
空研究所组织的“波兰导弹技术的开发
和应用- 新开幕式”会议在华沙航空研
究所举行。 活动旨在展示与导弹技术
有关的国家研究和工业实体的成就和潜
力，并指出波兰军队在这一领域感兴趣
的领域-。 企业和技术部是会议的赞助
方。 更多信息： https://polsa.gov.pl/
images/konferencja_rakietowa_2019/
Pierwsza_konferencja_rakietowa-
agenda.pdf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将研
究库诺维茨战役万人冢
2019-04-16
弗 罗 茨 瓦 夫 环 境 与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人 类
学 系 的 研 究 人 员 将 参 加 由 G r z e g o r z a 
Podrucznego教授负责的库诺维茨受害
者的万人冢。Grzegorza Podrucznego
教授是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军事历史
学家。 库诺维茨是苏乌必茨附近的一个小
镇。在十八世纪中叶发生战争时约11000
名战士身亡。由弗雷德里克二世领导的普
鲁士军队和由现任元帅彼得·萨维科夫指
挥的奥地利- 俄联军在彼此之间站在了一
起。 20世纪初记载了关于这场战争的事
宜，但Grzegorza Podrucznego教授的
研究表明德国历史学家在记载时犯了错误
包括记载战争发生的地点。 Grzegorza 
Podrucznego教授解释道：“直到现在
历史学家们关于十八世纪的那场战役仍
有争议。有人提出在这场战争中并未使
用手榴弹。但目前在库诺维茨地区进行
的研究却与这一理论相矛盾“。 更多信

息： http://www.glos.upwr.edu.pl/
aktualnosci/49242/upwr_pomaga_w_
badaniach_archeologicznych.html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的代表队赢
得波兰全球管理挑战赛
2019-04-16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金眼”团队赢得了全
球管理挑战赛的全国舞台并将代表波兰参
加俄罗斯商业管理世界锦标赛。 全球管
理挑战赛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模拟和基于
游戏化的广泛战略游戏。它的参与者是经
理，专家，年轻人才，以及担任虚拟公司
董事会角色的学生。参赛者的任务是管理
公司，使其在虚拟市场上达到最佳财务业
绩。 项目自1980年以近40个国家的全国
在线竞赛形式组织。来自全世界共50多万
参与者参加了竞赛。在波兰自2000年以来
已有27000多人参加竞赛。波兰版竞赛由
BIGRAM 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波兰版本的
比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竞赛之一。 更多信
息： https://www.ue.katowice.pl/no_
cache/uczelnia/aktualnosci/article/
reprezentacja-ue-katowice-zwycieza-
global-management-chal lenge-
poland.html

Ignatianum学院组织“波洛
尼亚雷斯蒂图塔”会议
2019-04-17
克拉科夫Ignatianum学院将在2019 4月
29日举行“波尼亚雷斯蒂图塔”的国际会
议。这是在“波兰独立100周年”框架内
的最后一次会议。议周期创始人是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与波兰主教会议的社会事务
委员会一起成为项目的共同组织者。 会
议期间将讨论因为家庭，工作，创业和
社会市场经济，公民意识和爱国热情，自
由，主权和法治，生态，社会团结和可持
续发展，尊严和正义专题会议社会，欧洲
和解，文化和身份以及人，权利和义务的
问题。 红衣主教Peter Kodwo Appiah 
Turkson、梵蒂冈人类发展综合部长将出席
会议。

科沙林科技大学第二届广告中
的美会议
2019-04-17
科沙林科技大学学生科学协会“研究广
告”和科沙林理工大学人文系社会传播与
新闻系共同邀请您参加“第二届广告中的
美”科学会议 这次会议专门讨论美容广告
的现象。会议将是反映通过广播宣传信息
美丽，完美描绘基于溶液中使用的有害影
响的机会。这个问题是在这方面的大量操
纵已多次带领对发行特定的广告禁令的范
围内重要的。 对于文件的制作，主办方邀
请不同的科学领域，包括人类学家，文化
理论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媒体专家，
社会学家，教育家，生物学家，艺术史学
家和理论家和广告传播的从业者的代表。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将
参加2019年火星探测器比赛
2019-04-17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将于5月和6月
参加在美国举行的2019年火星探测器的
比赛。在决赛中他们将面对来自世界各地
的35个团队。 学生们将带着Scorpio X漫
游车一起去参加比赛。模型设计采用全轮
驱动，每个都由一个独立的发动机提供动
力。漫游车的轮胎由cordura制成，并填
充了特殊的泡沫。 漫游车的构造主要由
航空铝和聚酰胺制成。Scorpio X具有模
块化结构，允许附加其他元素并修改任何
现有组件。 大学流浪者挑战赛已经举办了
十三年，竞赛将在犹他州沙漠的火星沙漠
研究站。这是火星探测车类别最大、最重
要的国际赛事之一。 更多信息： https://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lazik-
scorpio-na-zawody-w-usa-111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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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林玛丽亚居里克拉多夫斯
卡大学国际地球日
2019-04-18
卢布林的玛丽亚居里克拉多夫斯卡大学地
球科学与空间管理学院与艺术系一起组
织了第12届世界地球日。 玛丽亚居里克
拉多夫斯卡大学新闻办公室的Katarzyna 
Skałecka通知道：“世界地球日将于
2019年4月26日举行，这是一项促进生态
态度的全球运动与其相关的活动和活动在
许多地方于春季组织。组织者为所有感兴
趣的人士准备了数十个景点。活动期间还
准备了“这是谁的踪迹？”的演讲，参与
者将了解哪些痕迹可以留下动物和植物。
将涉及湖泊及其最大的秘密，天然药物和
化妆品以及普通/不寻常的H2O 。“ 更多
信息： www.dzienziemi.umcs.pl

第二十三届波兰广播电台和哥
白尼科学中心科学野餐
2019-04-18
2019年5月11日将在华沙PGE国家体育场
举行第二十三届波兰广播电台和哥白尼科
学中心科学野餐，活动口号为“我们和机
器”。 波兰广播电台和哥白尼科学中心科
学野餐是欧洲最大的科普活动。今年体育
场的空间将分为7个主题区：未来区、卫生
区、DIY、家庭区、文明区、实验区、外国
客人区、将有近1000场演出。 活动面向所
有对科学感兴趣并希望密切关注的人士。

卢布林科技大学科学家在日内
瓦发明展览会上获得奖项
2019-04-18
卢布林科技大学发明的可调式单螺杆挤出
机缸体和移动式等离子装置的调节机构在
2019年4月10日至14日在瑞士举行的第46
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获得奖牌。 可
调式单螺杆挤出机可调节筒筒的调节机
构获得金奖。这是卢布林科技大学和葡
萄牙科学家合作的额Newex项目的一部
分。Joanna Pawłat教授带领的团队由
年轻科学家组成。Michał Kwiatkowski硕
士和Piotr Terebun硕士是来自卢布林理工
大学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等离子技术

和可再生能源系的科学家，他们为农业和
食品工业的需求构建了一套等离子移动设
备。发明在展览会期间获得了银牌。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博士
生在日内瓦获得铜牌
2019-04-18
弗 罗 茨 瓦 夫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的 E w a 
Kozłowska博士在日内瓦发明的第47届
国际展览中获得了铜牌和沙特阿拉伯的阿
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的特别奖。 Ewa 
Kozłowska博士说道：“昆虫病原丝状真
菌的得主使用类固醇激素的生物转化- 这
些真菌攻击昆虫。孢子落在通过几丁质装
甲虫发芽休息，在中心开始生长并逐渐
杀死昆虫。” 同样的真菌进行复杂的级
联转型激素DHEA -prehormonu，将其
转化在人体内的雄性和雌性激素，并有活
力，身体和心理健康，孕激素和雌酮有
很大的影响。 Ewa Kozłowska博士获得
了可以使用的化合物等用于治疗自身免
疫，癌症，过敏性疾病或器官移植。 更多
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pl/
aktualnosci/49294/ewa_kozlowska_z_
brazowym_medalem_w_genewie.
html

第十九届克拉科夫科学与艺术节
2019-04-19
2019年5月16日至18日第19届科学艺术节
将在克拉科夫举行。今年活动的口号是“
科学的未来“。 波兰科学院研究与克拉科
夫大学一起组织活动，为科学和艺术的普
及以及科学和艺术成就的呈现服务。科学
节也是展示科学进步的实际利益及其对生
活质量的影响的机会。 5月16日至18日在
克拉科夫广场将开展活动。今年还将首次
推出“科学咖啡馆”，所有感兴趣的人士
都能听到有趣的讲座，与科学人士会面，
并参与讨论和辩论。

西里西亚第一届科学科学展
2019-04-19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科学普及中心邀请各
位于4月24日参加在西里西亚Spirala学生

俱乐部举行的第一届科学科学展活动。
西里西亚大学科技西里西亚大学和肿瘤
在格利维采研究所八名科学家将参加活
动。 西里西亚理工大学科学普及中心主
任Aleksandra Ziembińska-Buczyńska
说道：“这些活动是在世界范围内组织
的，在波兰，科学立场刚刚开始在普及
者的意识中发挥作用。它不仅需要幽默
感，还需要很大的勇气和与自己的距离。
西里西亚科学家能做到吗？让我们拭目
以待吧.“ 在第一届西里西亚科学展期
间，来自华沙理工大学物理系的Dariusz 
A k s a m i t 将 参 加 活 动 ， 他 获 得 了 今 年
Animator类年度最佳推广奖。本次活动
将由Antoni Syrek-Dąbrowski主持，他
是与波兰科学展相关的喜剧演员，即兴
创作和编剧。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671

弗罗茨瓦夫大学新研究项目
2019-04-19
弗罗茨瓦夫大学人类生物学系的研究人员
开始一个新项目““雄性化水平作为男性
抗氧化潜力的信号”，项目获得了国家科
学中心资助。 研究旨在探讨根据进化假设
的假设男性的面部和身体特征是否取决于
睾酮的水平并与身体的健康和一般状况有
关。研究人员正在寻找愿意参加这项研究
的30-40岁健康男性。有无健身习惯的男
性均可以申请参加研究。 参与这项研究是
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彻底了解自己的身体，
检查健康状况，进行一些免费的测试和测
量并同时帮助研究人员进行进化生物学领
域弗罗茨瓦夫有趣和创新研究。 更多信
息： https://uni.wroc.pl/poszukiwany-
mezczyzna-wiek-30-40-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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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卫星飞向太空
2019-04-19
2019年4月17日波兰时间23点之前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在美国瓦洛斯岛上发射了一
艘带有两颗波兰卫星的飞船：由克拉科夫
AGH科技大学和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
学生共同建造的KRAKsat和第一颗波兰商
业卫星Światowid。 KRAKsata的任务是
检查运动中的磁流体或铁磁流体是否会影
响卫星在太空中的位置。卫星上还装有一
张内存卡，里面储存着在我正在飞向太
空！”比赛期间选择选出1200个内部照片
和图形作品。 Światowid是由弗罗茨瓦夫
的SatRevolution公司建造的通信卫星，它
的任务是监测地球表面，包括水的状况和
空气质量。

波兹南大学“高校追求卓越”
科学会议
2019-04-19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于5月6日邀请大
家参加“高校追求卓越”科学会议。会
议与庆祝独立一百周年活动同时举行，
著名科学家、荣誉博士、海内外校长均
确认将出席会议。 在会议期间科学家
们将谈论他们的科学卓越之路，他们都
是 密 茨 凯 维 奇 大 学 的 荣 誉 博 士 ： B é l a 
Bollobás教授、Cheong Byung-Kwon
教授、Andrzej Dubas教授、Krzysztof 
Matyjaszewski教授、Peter Nijkamp
教授、Maria Siemionow 教授和Hans 
Wolfgang Spiess教授。 会议期间波兹南
密茨凯维奇大学基金会还将颁发“实践中
的卓越科学”奖项。竞赛包括所有在2009-
2019这十年期间在密茨凯维奇大学开展应
用性研究和科学活动的人士，积极地，社
会地和经济地将科学与商业结合起来。

弗罗茨瓦夫大学监狱系统100
周年会议
2019-04-23
弗罗茨瓦夫大学、下西里西亚监狱管理局
与民族记忆研究所的弗罗茨瓦夫分公司邀
请各位于25至26日参加“从孤立到重新社
会化，波兰独立100年的监狱历史。” 会

议旨在庆祝监狱服务，来自波兰的独立的
第一天满足在国家安全和促进关于监狱
知识的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作为历史
的探索和监禁的监狱服务100周年。 会议
将实践者和科学家聚集在一起并探讨与监
狱历史和各种历史方法中的句子执行相关
的问题。发言者将介绍与建立监狱及其建
筑有关的问题，以及关于战争期间囚犯的
待遇和命运以及斯大林主义多年的若干方
面。

卢布林国际考古会议
2019-04-23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考
古研究所和卢布林博物馆将于2019年4月
25日至26日组织第三十五届国际会议，
会议主题为“波兰中东部、白俄罗斯西
部和乌克兰的考古研究”。 卢布林玛丽
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新闻办公室的
Katarzyna Skałecka强调道：“该会议是
考古学家和来自波兰，白俄罗斯，摩尔多
瓦，俄罗斯和乌克兰其他科学领域的许多
专家交流思想和经验的广泛论坛。它展示
了考古，实地和办公室研究的最新成果，
今年的会议包括发三个讲座，在两个部分
（史前和早期历史）中发表三十多篇论
文，并将展示约二十张海报。来自波兰和
国外的数十个科学机构- 大学，研究机构和
博物馆将参加会议。

华沙科技学学生获得了Stena
循环经济奖
2019-04-23
来自华沙科技大学建筑装置、水力学和环
境工程学院的生物经济学学生Anna Kozieł
成为了Stena循环经济奖竞赛的获胜者。
她推动了循环经济的理念，关于废物分类
领域教育的想法被评为“学生”类别中最
佳理念。 “包装上缺失标记”项目假定建
立了一个产品标签修改系统，这将有助于
消费者适当地隔离废物。将在包装上放置
符号并通知已使用过的产品应该去哪个废
物容器。 比赛由Stena Recycling组织。

塔尔努夫国家高等职业学校二
十一世纪创业会议
2019-04-23
塔尔努夫国家高等职业学校行政经济研
究所和学生科学圈（SKN）管理者共同邀
请各位参加第八届科学会议SKN。今年会
议将于2019年4月24日举行，会议主题
是“21世纪的企业家精神”。 这次会议
旨在交流观点，经验和传播有关的中小型
企业发展的知识介绍。 学术创业协调员
Barbara Partyńska-Brzegowy说道：“
会议面向学术教师，地方政府代表和政府
行政部门与职业学院，从业人员合作，最
重要的是与科学界相关的学生和所有对中
小企业发展主题感兴趣的人士。”

比亚韦斯托克欧洲法律和制药
大会
2019-04-24
比亚韦斯托克医科大学、西里西亚医科大
学卡托维兹和剑桥大学犯罪研究所将于于
2019年6月7日在比亚韦斯托克举行欧洲法
律和制药大会。 联合国代表、执法和司法
代表、药物研究所、Euroregional医药中
心代表以及波兰和外国高校将参加活动。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大会的主题是非常及
时，尤其是在与假冒药品和饮食补充剂相
关的犯罪率上升的局面。 在互联网上购买
的每一种药物都是伪造的。锻造药品是有
组织犯罪集团的收入来源，对消费者的生
命和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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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研究人员在日内
瓦获奖
2019-04-24
来自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计算机科学
与材料科学系的科学家的发明在第47届
国际发明现代技术和产品展“日内瓦发
明”期间获得了奖项。 Paweł Janik博
士、Michał Pielka工程师和Małgorzata 
Janik博士获得了由国际评委会颁发的铜
牌，以及泰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颁发的
特别奖，用于开发蓝牙低能发射器的广播
方法。 发明应用于呼吸监测器，是一种多
功能装置，其中包括控制与呼吸系统和运
动活动相关的各种参数，例如呼吸的强度
或频率以及为整个系统创建的脉搏和儿童
身体位置的变化。 “日内瓦发明”是欧洲
最大的活动之一，来自世界各地的发明家
与工业和商业代表参加了活动。

第二十届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
竞赛
2019-04-24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学生的五篇博士论文和
硕士论文在第二十届菲亚特克莱斯勒汽
车竞赛中获奖。 Przemysław Snopiński
的博士论文和Jakub Hyla、Pola 
Gwiaździńska、Danuta Zając、Kamil 
Miesiączka和Krystian Molasa的说是论
文获得了奖项，科技与人文学院的6名学
生也获得了奖项。 第一场比赛于1997年举
行，菲亚特研究中心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
与培训框架协议的措施之一，1998年举行
了第二届比赛，当时作为罗兹科技大学的
一个分支的比尔斯科-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科
学大学加入了比赛，在第二十届比赛中，
共有358件来自三所大学的作品获奖。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在火
星社会竞赛开发了一个火星殖
民地项目
2019-04-24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MOS科学圈的成员
在LabDigiFab倡议的帮助下，为火星学
会宣布的比赛准备了一个火星基地项目。 

竞赛的任务是为一千人创建一个火星殖民
地项目。设计的住房必须在经济上自给自
足。它应该尽可能少地从地球进口货物，
同时生产出口货物，以便有一些东西可以
坚持下去。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作品
将他们的殖民地命名为“Twardowsky”
。自10月以来，他们一直致力于此工作，
最后阶段的工作将整个团队用于Lunares
研究基地，他们在最小的细节中完善了
他们的想法。   最佳项目的作者将获得2
万和1万零500美金的奖金，前20名作品
将在“火星殖民地：解决红色星球的计
划”一书中出版。 更多信息： https://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studenci-pwr-opracowali-projekt-
mars jansk ie j -koloni i -d la-tys iaca-
mieszkancow-11173.html

Wiktoria Śliwowska教授成为
凯尔采的Jan Kochanowski大
学荣誉博士
2019-04-24
Wiktoria Śliwowska教授在1949-1953就读
于列宁格勒国立教育学院。1953年，她开
始在华沙波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1960
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彼得拉舍夫事件” 
并于1971年获得博士后学位。1994年
Wiktoria Śliwowska获得人文学教授称
号。 Wiktoria Śliwowska教授是数百种
出版物的作者，包括翻译成俄语，德语，
英语和西班牙语的书籍。她的科学兴趣是
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历史，即“波兰西伯
利亚”，其历史都是消灭十九世纪独立运
动的参与者以及斯大林主义古拉格斯的时
代。

维尔纽斯“从卢布林联盟到欧
盟” 科学会议
2019-04-24
2019年4月25日至27日在维尔纽斯波兰文
化馆将举行第六届国际跨学科会议。会议
主题为“从卢布林联盟到欧盟（历史，社
会政治，法律和文化方面）” 会议由立陶
宛波兰人科学家协会（SNPL）组织。会议
合作伙伴是： 普乌图斯克人文学院、维尔

纽斯经济与信息技术学院、比亚韦斯托克
大学、欧洲波兰科学技术学会联合会、维
尔纽斯波兰文化馆。 会议旨在分析450年
前卢布林联盟和其影响在波兰立陶宛联邦
的发展，也对欧洲当代地缘关系。来自波
兰，立陶宛，德国，英国，捷克共和国，
意大利，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与会者将超
过120人。  

雅盖隆大学大学第十一届美国
文化日
2019-04-25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美国研究科学圈、国
际移民科学圈和波兰侨民科学圈共同邀请
各位于2019年5月8至10日参加第十一届美
国文化日。 今年主办方希望把重点放在美
国历史方面。会议了解困扰美国的问题，
会议参与者将解决令人不安，尴尬和展现
超级大国更全面的问题。 会议期间将讨论
以下问题： 美国的影响军事干预、美国政
治文化的批评、美国文化批评界、娱乐界
的批评、与社会保健和教育的种族和民族
问题的问题。

波兰科学院“ERC指导倡议”
2019-04-25
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院和波兰科学研究院
将于2019年6月14日之15日在维也纳共同
组织“ERC指导倡议”研讨会，波兰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支持了活动。 研讨会面向代
表人文和社会领域的研究人员、计划申请
欧洲研究理事会（ERC）起始和合并者的
资助，即在2年至7年或7年至12年获得博
士学位后的人士。 研讨会将致力于完善
研究人员打算在ERC项目申请中提出的研
究项目的概念。 ERC资助的候选人将有机
会介绍研究理念并与受邀专家进行磋商，
研讨会将以英语进行。 可在5月19日之前
通过下列网址注册参加研讨会： https://
forms.gle/GXvtSoY7rojHfhC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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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关于政治与体育关系的百
年纪念”科学会议
2019-04-25
罗兹大学国际政治研究学院政治思想理论
系体育政治研究小组将于2019年5月6日组
织了跨学科科学会议“关于政策和体育关
系的百年纪念”。 本次会议将讨论：体育
与政治之间联系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体育
政治化现象能否在特定的地理和时间框架
内被关闭？政治过去如何影响体育运动，
今天如何发生的？ 由于会议的跨学科特
点，组织者不仅邀请了政治学家还邀请了
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和专业的
代表以及体育和体育记者领域的专家。

波兰政府领导考察国家核研究
中心
2019-04-25
总理Mateusz Morawiecki和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与国家核研究中心领导和
科学家会面的主题在建立卓越中心的卓越
团队竞赛中获得13项欧盟拨款中的3项，包
括由国家核研究中心（NCBJ）在Świerk实
施的NOMATEN项目。 NOMATEN项目旨
在创建一个强有力的科学中心，中心采用
独特的核研究结构和来自波兰和其他欧洲
国家的科学家的经验，将进行研究和准备
生产的在行业中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工作有
用的拔尖创新材料和最高医疗水平。 项目
由波兰国家核研究中心、法国国家核能研
究所、芬兰Teknologian Tutkimuskeskus 
VTT Oy组成的国际科学联盟实施。

波兹南光伏，电动汽车，储能
科学会议
2019-04-26
波兹南清洁能源基金会于5月29日至31日
邀请各位参加第八届科学和培训会议“光
伏，电动汽车，能源储存- 迈向新的能源政
策”。会议将致力于光伏装置的实施和设
计以及波兰可再生能源部门变革方向的良
好实践。 会议组织者包括：波兹南理工大
学电力工程研究所，绿山城大学能源政策
与安全研讨会以及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
政治科学与新闻学院。 会议内容包括：正

确安装太阳能装置，标记，测量，接收和
安全、雷电和电涌保护，技术解决方案的
介绍和光伏装置的电力存储。

弗罗茨瓦夫塑造数字经济能力
会议
2019-04-26
弗罗茨瓦夫经济大学于5月8日邀请各位参
加2019年巡回赛开放眼睛经济实施的“塑
造您在数字经济中的能力”会议。大学是
该活动的共同组织者。 会议将致力于塑造
数字经济中的能力以及当前劳动力市场形
势所带来的挑战。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给企
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转变他们的商业模
式，塑造新职业以及建立未来员工的新能
力档案。 会议面向研究和教学人员，学
生，劳动力市场机构代表和处理教育的实
体，以及对如何适应持续变化感兴趣的所
有人士。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
斯卡大学研究员获得“2019 国
际Helion”奖
2019-04-26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新闻
办公室的Katarzyna Skałecka通知道：“
来自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
学视觉文化系的Magdalena Grabias博
士其对科学和文化发展的贡献而被授予
了“2019 国际Helion”奖。“ 国际文化
联盟协会是一个于2010年在罗马尼亚蒂米
什瓦拉成立的组织，联盟汇集了科幻小说
和幻想主题的作家和研究人员，并延续了
Helion俱乐部30年的活动。 Helion文化协
会是年度科学会议的组织者在“可能的前
沿：投机小说中的边界和开放”宗旨下运
作。

罗兹最佳宏观经济分析师竞赛
2019-04-26
毕业于罗兹大学的Tomasz Kośka、Karol 
Rybaczuk和Michał Zygmunt创建了
prognozy-gospodarki.pl团队并赢得了
由由共和国报和PARKIET编辑部组织的
第十一届最佳宏观经济分析竞赛。 Karol 

Rybaczuk解释说：“我们从2012年还在
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参加比赛，当时我
们作为罗兹大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系经济分
析和预测学生科学学会“4Future”的成员
参加了比赛。“ 最佳宏观经济分析竞赛自
2007年起开始举办。本次大赛面向所有想
要测试自己的分析能力：金融机构和研究
中心，独立专家以及学者和学生的经济学
家。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证券交易所
课程
2019-04-26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组织管理学院与华沙证
券交易所基金会一起邀请所有有兴趣投资
交流学校课程的人。课程面向初学者和中
级学生。 证券交易所学校适用于在资本市
场上迈出第一步的人。课程以易于理解，
可靠和实用的方式呈现市场。它表明证券
交易所也是建立长期储蓄的好地方，证券
交易所学校的讲师是从业人员和资本市场
专家以及学术人员。 课程将分为两部分进
行： 5月11日至12日和9月7日至8日：投资
股市的基础知识 6月22日至23日和9月28日
至29日：中间股市。  

西里西亚大学“司法和实践中
的家庭调解”讨论小组
2019-04-29
西里西亚大学“司法和实践中的家庭调
解”讨论小组 西里西亚仲裁与调解中心在
西里西亚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Facultas 
Iuridica”邀请各位于5月15日参加小组讨
论“司法和实践中的家庭调解”。 活动由
司法部协调的全国性“仲裁与调解中心”
项目的一部分，旨在为卡托维兹上诉和调
解员的民事部门的法官之间的知识和经验
交流提供服务并改善家庭事务中的调解过
程。 在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法律和行
政管理委员会会议上将采取公开讨论的形
式。可在5月6日之前通过电子邮件提交参
与活动确认信息：mediacje@us.ed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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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考古学家在大法赫拉克岛
上发现了一座清真寺
2019-04-30
由华沙大学地中海考古中心Agnieszka 
Pieńkowska博士领导的科威特- 波兰考
古学家团队在大法赫拉克岛上发现了一座
几百年前的纪念性清真寺遗址。根据考古
学家的计算，建筑时期应为伊斯兰时期晚
期（十六至十九世纪）。 在今年4月底结
束的挖掘工作期间，科威特- 波兰考古团
在波斯湾的大法赫拉克岛的东北部发现了
一座纪念性建筑的遗迹，这曾是一座清真
寺。 建筑的轮廓类似于一个边长约20米的
正方。该建筑包括一个大庭院（近200平方
米）通往主要房间，面积为17至7米。房间
里发现了支撑屋顶的四根大柱子的遗迹。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钢铁工
人日
2019-04-30
2019年5月8日至10日将在克拉科夫AGH
科技大学举办钢铁工人日庆祝活动。 作为
仪式的一部分将举行一次国际科学会议“
冶金与材料工程创新”和AGH UST冶金部
第56届学生科学界会议。 活动将于5月8日
星期三开始，为金属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学
院的员工和学生提供一个神圣的弥撒，5月
10日星期五的庆祝活动将是AGH UST参议
院的庄严会议，随后是冶金仪式。

卡托维兹电影节
2019-04-30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教育学和心理学院
的科学协会“Switch”邀请各位参加于
5月7日和8日至举行的第17届“WATCH 
DOCS电影节，电影中的人权”活动。 电
影节包括放映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这些
电影涉及广泛理解的人权。他们将与代表
受邀嘉宾的会议，代表卡托维兹西里西亚
大学科学家编写的讨论和讲座一同参加。
一个关于反对仇恨言论和学生研讨会的讨
论小组“在偏见的轨迹上。反歧视讲习
班“。 该节日的正式开幕式当天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Adam Bodnar博士和WATCH 
DOCS国际电影节主任、赫尔辛基权利基

金会副主席Maciej Nowicki将出席会议。 
更多信息： www.wlacznik.us.edu.pl

Andreas Glenz博士获得2019
年西里西亚之友协会奖
2019-04-30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第一届理事会成员
Andreas Glenz博士获得了西里西亚之
友协会奖。这种奖项授予对西里西亚特别
有价值的人士或机构。 Andreas Glenz
是自动化和机器人领域的技术科学博士。
他处理过在纳米技术领域创造新的测量和
研究技术，并为世界各地的研究所建立个
人科学和研究设备。他与包括诺贝尔奖获
得者在内的许多科学家合作。 西里西亚
之友协会的奖项是“Ślązaczka“，Piotr 
Gawron教授描绘了一个穿着民族服装的
女孩半身像，伸出的手里拿着一只苹果。
到目前为止获得该奖项的是：Jan Miodek
教授、Kazimierz Kutz、Wojciech 
Kilar、Krystyna Loska和卡托维兹国家波
兰广播交响乐团。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环境研讨会
2019-05-02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组织了“
人类与自然，下西里西亚Natura 2000地
区应当共存而非竞争”研讨会。研讨会将
由经验丰富的科学家，专家和培训师进
行。 项目旨在推广和塑造环境的态度，提
高公众的需要保护的最有价值的地区生物
多样性保护，展示和下西里西亚例如波兰
省的自然遗产的多样性以及教育方面在其
保护区域居住价值的认识水平。 五月份
在克罗希维采、科瓦雷和布考维采举行的
研讨会主题是：使用Natura 2000领域的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概念和Natura 2000区
域环境影响评估来估算环境价值。 更多信
息： http://czlowiek-natura.upwr.edu.
pl/

西里西亚大学关于Edmund 
Niziurski创造力的科学研讨会
2019-05-02
西里西亚大学波兰文学研究所文学理论
系、西里西亚大学语言学院和波兰科学院
历史文学委员会卡托维兹分校邀请各位于5
月15日参加参加科学研讨会“Niziurskiego
剩下什么？”。 Edmund Niziurski的散
文留下了青年文学的永久印记。这位受欢
迎的作家导致即使是苏联统治时期也有许
多惊人的冒险经历。Niziurski从20世纪50
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
的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在当下可能不太适
合，因此在研讨会的标题使用了问号。 研
讨会在国际青年图书委员会波兰部分的赞
助下面向学者，博士生和学生。

研究人员将研究工业革命时期
的弗罗茨瓦夫居民健康状况
2019-05-02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人体形态学和胚胎学
正确解剖学系建立了一个新的实验室。实
验室由Paweł Dąbrowski博士管理，他
十多年来一直参与考古遗址的研究。 研
究室是为实施一个研究项目而创建的，将
评估工业革命开始时弗罗茨瓦夫居民的健
康状况。除此之外还将研究骨骼状况。通
过应用适当的研究方法将能够回答有关该
市前居民的营养状况，职业活动，超负荷
和生活条件的问题。 Paweł Dąbrowski
博士在跨学科科研团队工作，研究过来自
Stajnia洞穴的人类neanderthalensis物种
代表的牙齿，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他们遭受
了什么疾病、如何关心口腔卫生以及人们
在数百，数千和数万年前吃的东西。 更多
信息： https://www.umed.wroc.pl/gu-
wez-moje-ko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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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ol Jakubowicz奖获得者
2019-05-02
来自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
学新闻系Małgorzata Adamik-Szysiak
博士的“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波兰政治主题
的策略”一书； 来自华沙大学媒体法系
的Maria Łoszewska-Ołowska博士的“
禁止在数据新闻中公布以及涉嫌或被控犯
罪的公众人物形象”的想法。 媒体与民
主Karol Jakubowicz奖项自2017年起在
Małgorzata Semil-Jakubowicz成立的
倡议下获得颁发并隶属于波兰社会传播学
会。 奖项旨在纪念在其他媒体专家卓越的
研究员和实践。Krajiwej广播委员会，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管理委员会，媒体和欧洲
理事会的新型通信服务的主席。

哥白尼科学中心全国性运动#
我爱科学
2019-05-06
华沙哥白尼科学中心发起了全国性运动＃
我爱科学。活动邀请科学家、科学推动
者、政治家、公众人物和记者、尤其是热
爱科学的普通民众。 整个行动主要是关于
科学在波兰发展的作用并且越来越多的人
与之建立了积极的联系。 参与活动的条件
是用短视频或短文回答两个问题：我喜欢
学习什么？科学对我来说是什么？ 答案应
该简短且具有个性化。录制的视频或带有
文字和照片的帖子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报
名截止日期为2019年5月11日，注释为：
＃我爱科学。 更多信息： http://www.
kopernik.org.pl/projekty-specjalne/
kochamnauke/

华沙第23届科学野餐
2019-05-06
华沙第23届科学野餐将于2019年5月11日
举行，届时可以参观波兰- 日本信息技术学
院，活动参与者将能够用机器人或环保的
方式指导他们的想法以及体验日本传统的
人字拖鞋。 科学野餐是欧洲最大的科学户
外活动。大约200个研究机构，大学，研究
机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的代表，与教育
和学生圈有关的基金会在这里展示他们的

成就并揭示日常工作的后台。其中一个将
是波兰- 日本信息技术学院。 在由波兰广
播电台和华沙国家体育场的哥白尼科学中
心组织的科学野餐会上，波兰- 日本信息技
术学院将展出两个节目：“分析机器人手
臂控制需求的脑电波”和“日本传统编织
工作坊”。

罗兹第六届语言和语言学哲学
国际会议
2019-05-06
罗兹大学英语语言学系和英语研究总会将
于2019年5月10日至12日组织第六届语言
与语言学哲学国际会议（PhiLang2019
）。 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会议致力于
语言和语言学的哲学，面向语言学家，哲
学家，逻辑学家，认知科学家，对论证和
传播感兴趣的研究人员以及思想和文学哲
学。 今年的主要话题涉及语义学和语用学
的哲学基础，语言和小说中的名称，否定
和否定过程，利沃夫- 华沙学派对当代语言
哲学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哲学的进步和发展
问题。

托伦科学家在世界领先的科学
期刊上发表文章
2019-05-06
托伦哥白尼大学校长Andrzej Tretyn教授
为高级科学出版物颁发奖学金。获奖者中
有来自化学系的Bogusław Buszewski教
授。他的文章出现在化学评论中，这是
世界四大杂志之一。 获奖的出版物是“
反相高效液相色谱中的柱表征和选择系
统”（Chemical Reviews，Vol.119 
No. 6 2019. S. 3674-3729）。他的文
章在Scopus和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数据库中编制索引。 化学评论
是由美国化学学会出版的同行评审的科学
期刊。发表关于化学领域当前研究课题的
评论文章。

第三届弗罗茨瓦夫波兰冷冻疗
法协会大会
2019-05-06
波兰冷冻疗法协会，弗罗茨瓦夫体育大学
和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邀请各位于5
月16日前往弗罗茨瓦夫参加第三届波兰冷
冻疗法协会。 大会将于波兰建立第一个低
温室30周年。在弗罗茨瓦夫国家科学院低
温和结构研究所举行。活动计划涵盖了现
代医学和物理疗法中冷冻疗法应用的主题
以及现代冷冻疗法使用生物工程和物理成
就的可能性。 讲师们被邀请为低温学和冷
冻疗法的杰出人物，他们同意与会议参与
者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

第八届500强创新者见面会
2019-05-06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邀请各位参加第八
届500强创新者会议，会议为期三天。
为有志于最新技术的发展。 计划包括
随 着 科 技 的 C E O 参 加 小 组 讨 论 初 创 企
业发展的空间领域，医疗技术，生物技
术 产 业 4 . 0 技 术 。 届 时 V I G O 系 统 的 总
裁、Bioceltix、Pure Biologics、ToopL
oox、NestMedic、SDS Optic、Space 
is More、NeuroSys、AlphaMoon、SAT 
R e v o l u t i o n 、 K e l l 
ideas、Bioavlee、Captor Therapeu
tics、Nysa、InferMedica，eMedica
和Microscope IT的代表将分享企业的故
事。 会议期间将讨论新规光的研究和开发
领域的发展。也将有解决复杂的问题，公
众演讲Tedex型，工业设计和科技公司发
展的法律方面的方法论研讨会。 更多信
息： http://top500meetup.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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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城市，分裂的岛屿” 
科学会议
2019-05-07
波 兰 科 学 院 政 治 研 究 所 欧 洲 研 究
系、Civitas学院与罗兹大学政治，历史和
区域地理系将于2019年5月17日在华沙文
化科学宫组织科学会议“分裂的城市，分
裂的岛屿”。 会议期间将分析选定岛屿和
城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由于各种
历史进程被国家边界划分。 组织者特别感
兴趣的是他们如何在一个边界消失或在个
人交通和贸易中不起主导作用的世界中管
理21世纪。 分裂城市的讨论示例之一将是
Gubin–Zgorzelec以及塞浦路斯岛和乌兹
南岛（Świnoujście-Heringsdorf）。

华沙特殊教育学院校长将在在普
沃茨克国立职业学校开设课程
2019-05-07
Stefan Kwiatkowski教授将于2019年5月9
日在普沃茨克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开设有关
未来的能力、学校、大学和就业市场的公
开课程 Stefan Michał Kwiatkowski教授
是特殊教育学院（APS）的校长，他还是
职业教育学和Andragogy APS系主任、克
拉科夫国家教育委员会大学的荣誉博士。 
Stefan Michał Kwiatkowski教授是500多
篇文章的作者以及82本书的作者，共同作
者，如：职业教育- 挑战，优先事项，标
准; 学校和劳动力市场; 继续教育。理论和
实践维度; 理论与实践中的教育领导。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是FINSIM学
术联盟竞赛的第三名
2019-05-07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的Bank Robber $团队
在2018/2019 FINSIM学术联盟竞赛中获得
第三名。在第七届比赛中18个团队参加了
比赛，比赛对来自16所波兰大学的近100
名学生进行了分组。 FINSIM学术联盟是
一种使用模拟银行的财务管理的竞赛。作
为虚拟银行董事会的参与者在其中一个宏
观经济情景中表现良好，最后了解决策如
何在FINSIM虚拟证券交易所转化为银行股
价。 Bank Robber $团队以积极的方式进

入债券市场而闻名，通过成功的运营获得
收益。银行押注短期CD，维持良好评级，
并且第一家银行专注于自己的股票。收购
股份和高利润导致所有团队中每股盈利
（EPS）中最高，即14，20。

波兰领导力学院招聘
2019-05-07
波兰领导力学院是欧洲最好的领导力发展
项目之一，目前第四次招聘工作已经正式
开始。学院正在寻找谁已经有经验的领导
人，并希望发展他们的技能的候选人。该
计划的目的是正在积极从事商业，教育，
非营利组织，公共管理，媒体，文化和体
育的段或初创公司的人。 招聘将持续到
2019年5月20日。提名参加该学院的合作
伙伴之一是波兰科学基金会。 在波兰举
办的课程包括哈佛大学和伦敦商学院的讲
师。波兰领导学院是基于领导4D体验的唯
一方法唯一的方案。学员发展领导能力的
人的面积（在组织领导，了解员工的积极
性，团队建设长期能力），系统（管理环
境的复杂性）和samodoskonalącym（
动机和关系的源彼此，人与世界）。 更
多信息： https://center-for-leadership.
org/

弗罗茨瓦夫社会科学理论与实
践之间科学会议
2019-05-07
弗罗茨瓦夫大学社会学系于5月9日至10日
邀请各位参加第三十届社会科学理论与实
践之间国际科学会议 本次会议是网站参
与对认知和社会现实的描述，新的观点制
定的讨论。d会议面向科学界，地方政府
和国家行政机关，公共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和企业代表，关心确保公共安全的认识。 
与会者的讨论一直侧重于关注影响我们日
常生活实践的安全方面（共同模式）的问
题。科学家所考虑的主要行动者总是处于
或多或少制度化的社会空间中的“倾向性
群体”。

奥波莱科技大学波兰 - 德国研
讨会
2019-05-08
奥普尔理工大学弗劳恩霍夫先进光技术设
计中心、开姆尼工业大学与奥波莱科技园
一起邀请各位参加波兰- 德国的研讨会“
复合生产和回收”。 研讨会计划包括波
兰和德国科学机构的发言人和企业代表
的发言。研讨会主题为生产复合材料和
混合结构具有用于减振再生材料的环境评
估。回收硬质复合材料和制备聚合物复合
材料。 研讨会将于5月14日举行，面向科
学，学生，工业界，地方政府和其他有关
实体的代表。研讨会期间大家可以交流经
验，互相解决方案推广波兰和德国，发起
今后的研究项目。 更多信息： www.fpc.
po.opole.pl

卢布林关于现代世界政治科学
会议
2019-05-08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政治
学院政治运动部于2019年5月8日至9日组
织主题为“现代世界的政治参与”科学会
议。 来自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
卡大学新闻办公室的Katarzyna Skałecka
表示，会议将致力于各种形式的公民参与
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在波兰和世界上行使
权力。发言将涉及其中电子投票，代议制
民主危机，英国退欧或与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选民沟通的方式。 超过60位发言
人将参加此次活动，包括来自华沙大学、
波兹南密茨凯维兹大学、克拉科夫雅盖隆
大学和华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
学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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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波德拉谢科学与艺术节
2019-05-08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说道：“第十七届波德拉谢科学
与艺术节将于2019年5月20日将在比亚韦
斯托克开始。除了波德拉谢的资本，艺术
节还将在沃姆扎、苏瓦乌基、Kleosin、
以及维尔纽斯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学分院举
行。” 科学与艺术节的口号是“现实算
法”。来自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组委会主席
Izabela Święcicka教授说道：“该算法是
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华尔街管理，
推动医疗器械，联想的朋友在互联网上，
可以创建信息，还传播虚假信息。算法也
有助于创建虚拟世界。” 科学与艺术节是
研讨会，演讲，讲座，会议和讨论，以及
演出，比赛，展览和音乐会。将有户外活
动，户外活动，游戏和教育经验，研究和
医疗普查。

2019欧洲发明家奖
2019-05-09
欧 洲 专 利 局 宣 布 了 2 0 1 9 欧 洲 发 明 家 奖
的名单。在15位被提名者中包括Marta 
Karczewicz博士，Marta Karczewicz博
士在职业生涯中致力于创造一种技术，可
以压缩成千上万的视频文件而不会显着
降低图像质量。 波兰发明家是“终身成
就”类别中的三个入围者之一。她的数百
项发明使得高质量电影，视频会议以及在
移动设备上使用虚拟和增强现实技术成为
可能。 Marta Karczewicz博士毕业之后
在诺基亚工作了几年，她搬到了美国圣地
亚哥并于2006年开始在高通公司工作。
目前她是Qualcomm Technologies的技
术副总裁。 2019年欧洲发明家奖的获奖
者将于6月20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仪式上宣
布。 更多信息： https://www.epo.org/
learning-events/european-inventor/
inalists/2019/karczewicz.html

比亚韦斯托克学术和科学图书日
2019-05-09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图书馆和比亚韦斯托克
文化中心将于2019年5月11日举办第三届
学术和科学日活动。 活动将比亚韦斯托克

的论坛电影院举行，促进和介绍学术和科
学出版物的区域出版市场。 作为学术和科
学图书日的一部分，将举办区域书展，比
亚韦斯托克和波德拉谢机构将在其中展示
他们的出版物。 在活动期间还将有大量
的双人床和书籍从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中展
出。

华沙科技大学科学节
2019-05-09
2019年5月11日至12日华沙科技大学数
学 与 信 息 科 学 学 院 将 举 行 第 7 届 “ 学 术
周末”科学节。 “学术周末”科学节
针对在华沙的学生，其目的是让年轻人
和儿童了解各个科学领域，拓宽他们的
知识，最重要的是转化为一种有趣，易
懂和有趣的方式。 科学节采用适合年龄
和听众知识的简短讲座形式。讲座由来
自华沙大学的科学团体成员进行：华沙
大学，华沙科技大学，华沙经济学院，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华沙医科大学和红
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 更多信
息： http://skolowanyweekend.pl/
wp-content/uploads/2018/03/film-
promuj%C4%85cy.mp4?_=1

格但斯克大学21世纪交通挑战
2019-05-09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经 济 学 院 邀 请 各 位 参 加
TranSopot科学会议，会议口号是“21世
纪交通发展的挑战”。 会议是自1992年
以来一直举行，致力于运输部门的发展方
向。活动旨在交流意见，讨论交通发展的
现代趋势，并整合运输和航运物流部门的
科学界和商业从业者。 会议日程为5月27
日至29日，包括全体会议和专题会议内的
讨论专门讨论运输的可持续发展，创新的
经济方面和运输方面的技术进步，运输企
业的生存条件以及发展和城市流动的先决
条件。 会议期间将与从业者，年轻科学
家小组和斯洛文尼亚海岸考察之旅进行辩
论。

波兰科学家开发监测昆虫迁移
途径的技术
2019-05-10
Tomasz Suchan博士和来自克拉科夫波
兰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Michał Ronikier博
士以及来自巴塞罗那生物学研究所和自治
大学的科学家共同合作开发了一种监测昆
虫迁徙路线的技术。新发明将识别植物的
DNA，例如蝴蝶携带它们的身体并在此基
础上学习它们远距离迁徙的路线。 研究人
员在著名期刊“分子生态学资源”发表了
新技术研究成果。在新技术中使用昆虫在
其旅途中收集的植物的花粉。分析了在地
中海沿岸春季捕获的47个昆虫样本中的花
粉沉积物。来自蝴蝶运输的花粉粒的DNA
的短片段被用作分子条形码以鉴定昆虫访
问的植物物种。通过对从迁移昆虫体内采
集的花粉中的DNA进行测序，可以确定个
体访问的植物。分析显示存在属于23目的
157种植物，其中大多数在非洲发现。

互动知识野餐
2019-05-10
2019年6月8日热舒夫科技大学将举行互动
知识野餐活动。对于所有小型和大型探险
家来说这是一种极具教育意义的冒险，活
动将以户外娱乐的形式普及科学和技术。 
知识野餐包括4个主题：技术通道，科学通
道，文化和艺术通道以及历史广场。来自
科技普及领域的各种机构的300多名参与
者，包括热舒夫科技大学的20个科学界，
将展示他们的成就。热舒夫大学和华沙理
工大学的科学界也将成为嘉宾。 活动将举
办物理，化学，机器人，工业设计，航空
电子，物流，信息技术，环境工程和生物
技术方面的互动示范和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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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大学国际会议
2019-05-10
弗罗茨瓦夫大学新闻与社会传播研究所邀
请各位于5月13日和14日参加媒体研究和
观点系列国际媒体会议。今年会议的主题
为“数字环境中的媒体”。 参与活动将汇
集最重要的学术中心的媒体专家在波兰和
国外大学- 美国，英国，意大利，挪威，芬
兰和德国。 会议期间将套路：数字媒体与
传统关系； 当代媒体的杂交过程; 与访问
数字媒体有关的通信方式的变化; 数字媒体
条件下的新闻和记者; 造成数字媒体和媒体
生态系统的变化并在态度和社会行为的改
变性质的社会变革。

“接受挑战”英语测试
2019-05-10
第四届英语考试“接受挑战”是卢布林省
最大的一项倡议由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
沃多斯卡大学促进中心和外语教学与认证
中心组织。 参与者将有机会测试他们的语
言技能和盎格鲁- 撒克逊文化的知识。考试
面向全国16岁以上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不
是英语，美国和应用语言学以及相关领域
的学生，毕业生和员工。 B2 / C1级别的单
个选择的60个测试问题正在等待参与者。
测试时间是45分钟。参加测试为免费，座
位数量有限（400人）。对于三位最佳参与
者，组织者以电子设备的形式预测有吸引
力的材料奖。

Arkadiusz Gorzawski博士的
讲座
2019-05-10
西里西亚大学邀请各位参加Arkadiusz 
G o r z a w s k i 博 士 的 讲 座 。 A r k a d i u s z 
Gorzawski博士在日内瓦欧洲核研究组织
工作，将发表题为“来自太空的新人”的
公开讲座。 到达地球并加速到光速的电磁
波，巨大的能量粒子不断轰击着我们的星
球。大约90％落入大气的粒子是质子，占9
％。这是α粒子，大约为1％。重元素的核
也很少。 尽管初级辐射在大气中被吸收，
但大量次级粒子到达地球表面。除了非常
难以登记的中微子外，它们主要是μ子，它

们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很弱，是最具穿透力
的粒子，甚至可以穿透几百米进入地球。
在讲座期间参与者将能够看到他们的踪迹
并查看其中有多少。

罗兹科技大学Pekao 
Hackathon 银行竞赛
2019-05-13
罗 兹 科 技 大 学 将 在 6 月 7 日 至 9 日 举 行
Pekao Hackathon银行竞赛，竞赛奖金
为10000兹罗提。 Pekao Hackathon 银
行竞赛是一个23小时的跨学科活动，专门
为30岁以下的学生和毕业生提供知识和经
验。竞赛涵盖以下领域：IT，大数据，营
销，销售和业务。 Hackathon的参与者将
面临组织者近24小时准备的挑战，届时竞
赛将在罗兹科技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举行。 
更多信息： https://www.pekaocoders.
pl/lodz

卢布林“从卢布林联盟到欧
盟”会议
2019-05-13
2019年5月13日至15日在卢布林将举行“
从卢布林联盟到欧盟”会议。来自波兰和
外国的知识分子、科学家、政治家和公关
人员将参加一系列国际会议，辩论和会
议。 会议将以“外交政策，波兰 - 立陶
宛联邦是一种负担或义务？”主题进行。
来自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
学政府战略分析中心主任的Waldemar 
Paruch教授、雅盖隆俱乐部分析中心首席
专家Marcin Kędzierski博士和内政部前负
责人Bartłomiej Sienkiewicz将出息会议。 
5月14日将举行“卢布林联盟到欧盟庆祝”
会议，邀请了来自波兰、立陶宛、白俄罗
斯、乌克兰和英国的历史学家参加。本
次活动将以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
斯卡大学政治学院“社区与自治”会议结
束。

琴斯托霍瓦大学研究员成为
EPZOE副主席
2019-05-13
来自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学的

Janusz Kapuśniak博士成为欧洲多糖卓
越网络（EPNOE）的副主席。 Janusz 
Kapuśniak是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
大学科学与合作副校长并已任职两年，他
将成为EPNOE负责教育的副总裁。他是
该组织唯一的波兰董事会成员，其他成员
是来自比利时，法国，葡萄牙，斯洛文尼
亚，奥地利和瑞典的科学家。 EPNOE负责
组织研究，测试新想法以及开发基于或含
有多糖的新产品。它是一个平台，可以整
合其成员，转让知识和组织研究和开发活
动以及教育。琴斯托霍瓦大学早在四年之
前成为了EPNOE成员。

Civitas学院副校长获得波兰科
学院奖
2019-05-13
华 沙 C i v i t a s 学 院 战 略 发 展 副 校 长
Małgorzata Baran教授获得了波兰科学
院劳工和社会政策委员会（PAS）颁发的
奖项。 波兰科学院劳工和社会政策委员
会竞赛奖励2018年发布的工作，社会政
策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最佳出版物。 
Małgorzata Baran教授的获奖作品是“
组织指导有效性的决定因素“。波兰科学
院劳工和社会政策委员会在祝贺信中写
道：“Małgorzata Baran教授的作品是
一部杰出的专著”。

第八届哥白尼奖竞赛
2019-05-14
波 兰 科 学 基 金 会 与 德 国 研 究 基 金 会
（DFG）邀请优秀的波兰和德国科学家提
交参加第八届哥白尼奖竞赛。 奖项为对波
兰与德国的合作具有特殊的优势并且可以
通过这种合作展示出杰出研究成果的科学
家们提供奖学金。 奖项为波兰和德国的科
学家颁发奖金，奖学金总额为200000欧元 
；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00000欧元。 更多
信息： https://www.fnp.org.pl/oferta/
nagroda-copern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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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阿拉伯日
2019-05-14
罗兹大学中东和北非部门将于2019年5月
15日至16日组织科学会议“第十六届阿拉
伯会议，中东现代的挑战和威胁”。 会议
为跨学科会议，面向所有学术中心的人文
科学和社会科学代表，这些中心负责研究
中东地区的政策，文化和经济。 会议旨在
回答人口，经济，政治和文化进程在多大
程度上影响中东发展前景的问题。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学生获
得成功
2019-05-14
克拉科夫矿业和冶金学院AGH的学生获得
了两项著名的石油和天然气竞赛的欧洲资
格。他们赢得了个人SPE欧洲区域学生论文
竞赛和PetroBowl团队。 作为奖励，他们
将代表欧洲参加世界决赛，决赛将于9月底
和10月初在卡尔加里（加拿大）举行，这
是石油工业年度技术会议和展览（ATCE）
最重要的会议期间。 在团队比赛中代表
钻井，石油和天然气学院以及地质学，地
球物理学和环境保护学院的学生击败了其
他欧洲大学的团队。在个人比赛中来自
钻井，石油和天然气学院的Michał Fieiel
的“地球物理测井数据的随机性”项目使
用分形微积分和混沌理论来定量描述地球
物理曲线中的不规则性。

1989  - 2019年转型平衡
2019-05-14
2 0 1 9 年 5 月 2 1 日 将 在 华 沙 大 学 举 行 “
新 前 年 的 八 个 讲 座 ” 系 列 会 议 。 会 议
期间Roman Kuźniar教授将带来主题
为“1989-2019 年，转型平衡”的讲
座。 Roman Kuźniar教授将分析由于国家
政治制度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变化而发生的
变化。 Roman Kuźniar教授是一位专攻国
际关系的政治学家。 他曾在华沙大学新闻
与政治学院结束。 目前他是华沙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战略研究系主任。 除研究活动外
他还担任重要的外交职务。 他曾担任波兰
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和波兰共和国总统国
际事务顾问。

奥波莱大学青年哲学项目
2019-05-14
奥波莱大学哲学研究所的员工在五月为初
中和高中的学生实施的项目正式结束。大
约有500名学生参加了这些活动。 作为与
学生一起开展项目的一部分，开设了30
个小时的选修课程，培养与批判性，独立
思考，正确论证，逻辑和启发式相关的一
般发展能力。课程主要由奥波莱大学哲学
研究所的研究和教学人员进行，他们有与
小学生一起工作的经验。 在课堂上激发
学生了的认知好奇心，提高分析和综合技
能，培养正确推理和正确论证的技能，考
虑到不同的观点培养提问的能力并尝试回
答。 更多信息： http://www.uni.opole.
pl/page/2883/konczy-sie-projekt-
logiczny-uczen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空气污染质
量监测
2019-05-14
5月24日在西里西亚科技大学教育与会议
中心举行空气污染问题及其质量监测将成
为城市和大都市进程观察站组织的研讨
会。 研讨会期间参加辩论会的成员为： 欧
洲议会议员Jerzy Buzek教授‘’ 西里西
亚省董事会成员Izabela Momogała； 西
里西亚科技大学社会经济环境合作副校
长Janusz Kotowicz 教授 西里西亚大
学国际和国家合作的主要成员Tomasz 
Pietrzykowski 教授； 中央矿业研究所环
境工程副主任Jan Bondaruk博士。 研讨
会是地方政府学院的一部分，旨在促进和
支持地方政府与科学界之间合作的发展。
活动期间将举行主题为“雾霾停止！”的
展览。

第二届宇宙采矿会议
2019-05-15
ISME集团空间采矿工程理念将于2019年5
月16日在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组织第
二届宇宙采矿会议。 这是一个致力于与矿
业及地质，工程，设备，车辆和机器的宇
宙方面，以及法律和经济问题的主题的事
件必须被视为实现这一迄今为止未来的想

法。 会议分为三个部分：机械工程 - 集中
在技术，结构和材料的矿业领域，采矿和
地质所带来的挑战，其中考虑到原材料外
星的开发与法经济学的地质方面，致力于
利用采矿飞船，国际监管的经济问题的分
析关于获取和利用实地资源的问题。

Aleksander Kwaśniewski在凯
尔采大学进行演讲
2019-05-15
波兰前总统Aleksander Kwaśniewski
将于2019年5月20日在凯尔采大学做演
讲，演讲主题为“波兰加入欧盟的15年”
。 Aleksander Kwaśniewski总统积极参
与了波兰与欧盟的融合进程并负责制定跨
党派共识，促使波兰加入欧盟，加入北约
并通过今天仍然有效的波兰宪法。 讲座将
在 11.30在位于凯尔采UJK企业和商业中心
大楼举行，地址为 Świętokrzyska 街道21
号。

罗兹大学国家科学中心
2019-05-15
第七届国家科学日将于2019年5月15日至
16日在罗兹大学的语言学院举行。来自该
地区和波兰各地的研究人员将参加NCN竞
赛提供的一系列研讨会和信息会议。 国家
科学中心的日子是一个周期性的事件。每
年都在波兰的不同地区举行。这项工作的
想法是一个移动角色，由于该中心可以提
供其广泛的学者。 今年的活动由罗兹大学
主办，协办单位为：罗兹医科大学、罗兹
技术大学、罗兹音乐学院、罗兹美术学院
和罗兹电影学院。波兰科学院医学生物学
研究所和波兰科学院分子和高分子研究中
心将加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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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大学第三十一届“第
二语言”会议
2019-05-15
西里西亚大学英语语言学院邀请各位参加
第三十一届“第二语。言”会议。会议
将于5月16日至18日在斯兹亚鲁克举行，
主题为“代码转换”。 代码转换意味着
语言代码的改变和翻译，意味着在有意或
无意的语言交互的不同语境中交替使用语
言，追求各种通信目的。 它们涉及自然
和阶级互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教师
可互换地使用给定的语言（第一或外国）
来实现特定目标。 计划包括博士生研讨会
就读于应用语言学领域以及与著名科学期
刊的编辑参加会议和培训。奥地利，西班
牙，爱尔兰，匈牙利和英国的大学教授宣
布参加会议。 更多信息： https://www.
us.edu.pl/xxxi-edycja-konferencji-pt-
przyswajanie-jezyka-drugiegoobcego

罗兹大学的学生赢得了国际快
速思维挑战赛
2019-05-16
罗兹大学管理学院物流系学生Szymon 
Jankiewicz和Anita Łęgowik在FM 
Logistics组织的快速心灵挑战国际比赛决
赛中获得了第一名。 第三届比赛的口号
为“向更环保的世界指明物流！” 寻求
减少开展的活动中的碳足迹，减少能源消
耗，为客户开发生态供应，确保员工的健
康和安全。 来自罗兹大学的学生们在巴黎
举行的决赛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们的
项目将使用Vortex Bladeless发电机来满
足物流平台的需求。 波兰的学生团队超越
了法国，西班牙和俄罗斯的团队。

科兹明斯基大学开设中国商务
研究生课程
2019-05-16
2019年5月18日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邀请
各位参加中国商务开放日研究生课程。 在
会议期间，将就波兰在新丝绸之路上的作
用以及三个方面的可能情景进行三次辩
论：商业，铁路和专家。 活动参与者将更
多地了解研究本身，与当前中国商业研究

生课程和毕业生的讲师和参与者会面的机
会。 活动将于12点30分在科兹明斯基大学
举行，地址为 Jagiellońska 街道57号。

罗兹E(x)plory区域科学节
2019-05-16
2019年5月24日E(x)plory区域科学节将
在罗兹Bionanopark举行。 该计划包括
示范和科学研讨会，带来有关我们周围世
界如何运作的知识。 E(x)plory区域科学
节是一系列教育活动，旨在激励和鼓励年
轻人探索科学问题。活动期间Michalina 
Urbaniak将带来关于骨植入物如何产生的
研讨会，Adam Czyżewski将带来关于动
物光学能力的讲座或者是在显微镜下检查
草莓DNA的独特机会。 E(x)plory区域科
学节参与者将能够看到参与科学竞赛E(x)
plory的区域阶段的科学项目。

奥波莱科技大学研究员成为波
兰科学院移民研究委员会主席
团成员
2019-05-16
来自奥波莱科技大学的Brygida Solga教
授成为波兰科学院2019  - 2022年移民研
究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她是波兰最佳移民
研究人员中第三次入选，也是奥波莱科学
界唯一一位加入移民研究委员会主席团的
人。 移民研究委员会是一个问题委员会，
负责处理移民过程中的跨学科问题，特别
强调波兰的移民问题。在本期内委员会活
动的范围将特别侧重于促进移民社区转型
研究，对移民的态度以及波兰对此问题的
公开讨论。 Brygida Solga教授是奥波莱
大学区域政策主席。自2011年起成为移民
研究委员会的成员。 更多信息： https://
wu.po.opole.p l/po-raz- t rzeci -w-
prestizowym-gronie-badaczy-migracji/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波兰科学
2019-05-16
斯武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学院举行了“两次
世界大战期间的波兰科学”展览，展览展
示了对波兰和世界科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的杰出波兰科学家的精选资料。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副部长Piotr Müller出席了展览的
开幕 。 在展览展出的52位波兰科学家和
发明家包括： 现代制图的创造者Ludwik 
Hirszfeld； 第一个欧洲水力发电厂的创造
者Eugene Romer； 第一个焊接桥的创造
者Gabriel Narutowicz； 第一个焊接桥的
创造者Stefana Bryła 坦克潜望镜的发明者
Rudolf Gundlach。 展览是庆祝重获独立
和重建波兰国家100周年的一部分。该展览
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组织，波兰其他学术
中心提供。

比得哥什当代建筑问题创新解
决方案科学会议
2019-05-16
比得哥什技术与生命科学大学建立项目管
理科学协会邀请各位参加5月22日举办的第
五届国际科学大会，系列当代建筑问题，
创新解决方案，土木工程现有问题，创新
解决方案CEPPIS）。 会议是一次展示研究
成果和交流经验的机会，受益者是一个广
泛理解的科学环境。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循
环经济建设。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在闭环规
则的基础上促进投资和建设项目的更有效
的资源管理。 CEPPIS是由COMA科学建
筑项目管理协会组织的旗舰活动，来自世
界各地的科学家参与了当代建筑问题。会
议官方语言为英语。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罗多夫斯卡
大学欧洲辩论
2019-05-17
来自卢布林玛丽亚居里罗多夫斯卡大学
新闻办公室的Katarzyna Skałecka通知
道：“2019年5月20日18点将在卢布林玛
丽亚居里罗多夫斯卡大学政治学系举行欧
洲辩论会，会议期间将讨论公民参与欧洲
议会选举的重要意义。” 卢布林玛丽亚居
里罗多夫斯卡大学与罗马大学和哥德堡大
学合作促成了辩论会。 辩论会旨在对增加
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观察包括波兰在
内的所有欧盟国家的选举委员会开展的交
流活动。 项目由欧洲议会组织并提供资金
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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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博士在SCRIPT 
PRO 2019比赛中获得特别奖
2019-05-17
格但斯克大学语言学院博士生 Elżbieta 
Benkowska 在著名剧本比赛SCRIPT PRO 
2019中因故事片“Orunia 4ever”的剧
本而获得特别奖。奖金为一万兹罗提。 
SCRIPT PRO是波兰作家在职业生涯开始时
最重要的角色竞赛。提交创作者最多可以
根据他的文本制作两部长篇故事片。比赛
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波兰著名的电影制作
人，编剧和顾问的监督下，在Wajda学校
制定最终文本并进一步开展工作。 对于作
家而言竞赛是制作电影的机会，也是制片
人保证最终场景值得关注的。竞赛中获奖
的其他作品为“舞者的女儿”， “上帝”
，“最后的家庭”，“惊恐发作”和“我
是上帝”。

弗罗茨瓦夫大学接触和对比德
语用语和语用学
2019-05-17
弗罗茨瓦夫大学德国语言学研究所邀请各
位参加于5月23日至25日举行的第二次国
际科学会议“科学主题致力于语言学和德
语短语paremiologia的接触与对比。” 
共有87人确认出席会议，其中包括来自
17个欧洲国家：德国，捷克，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西班牙，匈牙
利，奥地利，乌克兰，希腊，科索沃，瑞
士，俄罗斯，法国，挪威，波兰。他们是
公认的科学家代表着世界公认的德国中
心。 会议由应用语言学系组织，共同组织
者是莱比锡大学斯拉夫研究所。会议还获
得了波兰科学院语言学委员会词汇科的赞
助。 更多信息： https://uni.wroc.pl/o-
niemieckiej-frazeologii-i-paremiologii-
w-ifg/

年轻科学家创新理念：科学 - 
启动 - 产业
2019-05-20
2019年5月22日至23日公路技术与创新研
究所组织的第5届年轻科学家创新理念：科
学 - 创业 - 工业会议将在AGH科技大学举

行。活动将作为Impact'19大会的一部分
举行。 会议面向年轻科学员工，博士生，
创业公司和学生代表。会议参与者将能够
发表有关创新产品，流程，社会，组织，
营销和机构解决方案。 会议旨在促进创新
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主要由年轻的
研究人员和学生创建。组织者希望在技术
与创新高速公路和行业代表的合作伙伴之
间展示创新解决方案及其推广将有助于更
快地实施。

拉扎尔斯基大学法律日
2019-05-20
华沙拉扎尔斯基大学将于2019年5月25日
举办第八届“拉扎尔斯基大学法律日”活
动。在活动期间，参与者将有机会利用律
师事务所和法律顾问提供的免费法律建
议。 今年多达10家律师事务所将提供无偿
服务，这些律师事务所由与拉扎尔斯基大
学合作的倡导者和法律顾问代表并且通常
也是大学的讲师和毕业生。 专家将帮助活
动参与者解释所有法律领域的文件和解决
法律复杂性，包括劳动法，继承法，家庭
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消费者保护
法或财产法 - 所谓的问题将永久使用权转
变为所有权。对法律有兴趣的人士也可以
学习如何进行破产程序并提交消费者破产
申请。

第29届国际会议“施工故障”
2019-05-20
超过400名参与者和约20家建筑公司宣布
参加第29国际会议“施工故障”，会议
将于2019年5月20日至24日在梅蒂多杰举
行。 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是什切青的西波美
拉尼亚科技大学（ZUT）。 40多年来该活
动一直是建筑管理科学家，投资者，设计
师，承包商和代表在广泛了解建筑结构安
全方面交流意见和经验的论坛。 会议接受
了95篇论文和6篇非常有趣的论文。 演讲
的主题包括钢筋混凝土结构失效，岩土工
程故障，神圣和历史建筑的失败，桥梁和
道路物体的失败原因。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人工智能
2019-05-21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邀请各位参加5月29日在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举行的#CiekawiNauki
系列的第四次会议。在会议期间来自格
但斯克科技大学的Jacek Rumiński教
授、来自Kainos的Marcin Czajka和来
自Lab4Life 的Łukasz Osowski将向大
家什么是人工智能、在我们生活的哪些
领域目前适用并且它将在50或100年的
角度发展。 演讲者将回答人工智能如何
帮助我们关心健康以及是否有可能延长
我们的生命。 他们还将讨论与人工智能
实施相关的道德障碍。 会议参加者将
被邀请参加讨论，在讨论期间他们将寻
求答案以确定数十种人工智能是否是人
或合作伙伴不可或缺的工具。 更多信
息： https://pg.edu.pl/aktualnosci/-/
asset_publisher/hWGncmoQv7K0/
content/-ciekawinauki-–-sztuczna-
inte l igencja-– -wyreczy-nas-czy-
zastapi-

弗罗茨瓦夫学生科学俱乐部国
际会议
2019-05-21
来自波兰各地的500多名学生和监护人参加
了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组织的
第24届国际会议和第36届学生科学俱乐部
会议。 学生们展示了155件关于生物学，
畜牧业，生物技术，食品和人类食品技
术，大地测量学，环境工程学，兽医学，
基础科学，农业技术，生态学和环境保护
和经济学的作品。 作品的主题非常多样，
包括关于狗品种的时尚变化，纯素泡沫--
糖果市场上的创新产品，使用大麻和亚麻
籽油生产酵母食品补充剂，使用超声波支
持酵母面团制备，运动鸽的ECG标准，激
发学生的创业思维和水培 种植生菜。 更
多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
pl/aktualnosci/49394/kola_naukowe_
ponownie_na_upw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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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和艺术家学院招聘工作
2019-05-21
青年学者和艺术家学院的招聘工作将进行
至5月31日。这一举措支持了与下西里西
亚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相关的青年科
学家和艺术家的跨学科知识交流和积极发
展。 学院是一个跨学科，跨大学和精英
阶层的倡议，其思想是知识的统一，潜在
的发展的刺激因素，年轻人的大胆和非常
规以及所谓的过程。 “知识三角”。它
有助于塑造弗罗茨瓦夫的形象，成为一个
对年轻人友好的雄心勃勃的学术和科学中
心。 学院成员可以是35岁以下的人士，以
杰出的科学或艺术成就和与各个科学和艺
术领域的代表积极合作的兴趣。学院成员
的任期将持续5年。 更多信息： https://
uni.wroc.pl/zglos-sie-do-akademii-
mlodych-uczonych-i-artystow/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参加
美国学生公式系列竞赛
2019-05-21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年轻设计师在美
国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中获得了特别赞助
奖。 PWR赛车在全球120个团队中排名第
17位 。 学生们必须从概念和技术角度展
示他们的项目，向潜在的汽车制造公司提
供成本估算和商业计划。 在实际部分，
赛车覆盖了22公里的路线（耐力赛）并准
时比赛（Autocross）。 最终得分还评估
了比赛期间的燃油消耗（效率），75米直
线加速度（加速度）以及汽车在Skidpad
上通过。 学生公式竞赛已经在世界上最
着名的霍根海姆赛道，银石赛道或巴塞罗
那加泰罗尼亚赛道举办了四十年。 比赛
由来自大型汽车业顾问的评委评判。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udany-start-naszego-
bolidu-w-michigan-11191.html

华沙大学波兰 - 西班牙会议
2019-05-21
2019年5月21日至22日华沙大学“Artes 
Liberales”学院、西班牙驻波兰大使馆和
塞万提斯学院组织了第二届波兰 - 西班牙

会议。 在国际科学会议期间将讨论诸如建
立凡尔赛秩序时的西班牙情况，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波兰 - 西班牙艺术平行或马德
里波兰人生活等主题。 出席会议嘉宾为： 
来自马德里圣巴勃罗大学CEU 的Alfonso 
Bullón de Mendoza教授； 作家和艺术
评论家Juan Manuel Bonet Planes； 
Jan Stanisław Ciechanowski博士； 来
自华沙大学“Artes Liberales”学院的
Jan Kieniewicz教授。 华沙大学“Artes 
Liberales”学院院长Robert Sucharski教
授和西班牙驻波兰大使Francisco Javier 
Sanabria Valderrama将为会议开幕式致
辞。

热舒夫科学野餐探险
2019-05-21
2019年5月24日至26日将举行热舒夫科学
野餐探险活动。 活动组织者在活动期间确
保参与者将以有吸引力，简单和直接的方
式满足所传达的知识和知识。 活动的主要
部分是一个户外的“科学小镇”，将于5
月25日星期六在热舒夫城堡和多媒体喷泉
附近举行。 来自科学，技术，互动知识转
移的爱好者将在这里聚会，了解世界的秘
密，实现人类的思想，了解核物理学的发
展，飞机飞行的原因以及我们的身体如何
运作。 来自国家核研究中心的参观者将谈
论原子能和放射性，来自热舒夫大学和热
舒夫科技大学的物理学家将展示与电力和
压力有关的现象。

扎莫希奇国家高等职业学校组
织国家安全日
2019-05-22
扎莫希奇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和扎莫希奇统
一学校高中将于2019年5月26日组织国家
安全日活动，活动将在扎莫希奇的大市场
广场举行。 在国家安全日期间能够看到
波兰陆军部队，监狱服务部，国家消防局
的消防和救援设备，警察和边防警卫设备
以及国家财政管理局的设备和武器，以及
用于解除爆炸物或携带的机器人和危险品
等。 活动旨在促进学区青年，学生和该地
区居民的环境中的国家安全问题。

卢布林“学生和博士生残疾人
日”
2019-05-23
2019年5月24日卢布林玛丽居里夫人大的
残疾学生和残疾人服务队的Alter Idem
协会将组织“残疾学生和博士生”。 大
学新闻办公室的Katarzyna Skałecka说
道：“活动伴随着全国性的跨学科科学会
议举行，其目的是就大学残疾人在广泛
理解的运作方面交换意见，观点和科学经
验。” 会议期间提出的问题将涉及残疾学
生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处理的各种问题。 计
划制定三个主题块：残疾人的法律问题，
心理社会问题和残疾人的专业激活。

科兹明斯基大学的学生参加模
拟联合国会议
2019-05-23
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的学生参加了在马斯
特里赫特举行的联合国“模拟联合国”会
议。 在模拟审议期间他们将知道如何改善
世界。 联合国（MUN）模式是一项国际学
生倡议以多方面的公民教育为基础，模拟
联合国的审议。 在为期几天的全英文活动
中，学生们在工作组，委员会，委员会和
理事会工作，以复制联合国的结构。

克拉科夫农业大学昆虫日
2019-05-23
2019年5月31日至6月2日的第十八届全国
昆虫日将在克拉科夫农业大学生物技术与
园艺学院展开，活动的口号为“拯救昆
虫”。 在活动期间将收集国内和外来昆
虫，蜘蛛，捕食性昆虫，寄生蜂和线虫。 
在活动期间能够看到植物和动物的食虫，
准备好的昆虫，蝴蝶翅膀的ZE图像和昆虫
学结果。 活动期间将有许多景点 - “昆
虫”纹身，“昆虫”仙女，“昆虫”折纸
示范以及艺术课程。 更多信息： https://
urk.edu.pl/zasoby/1/Program_Dni_
Owada_2019_-_stan_na_21-05-2019.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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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伊拉斯
谟学生网络会议
2019-05-24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伊拉斯谟学生网络
波兰会议于2019年5月23日至26日举行，
波兰35所最大的大学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伊拉斯谟学
生网络举行。 波兰伊拉斯谟学生网络是欧
洲最大的学生组织的一部分。 伊拉斯谟
学生网络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伊拉斯谟 +等
国际交流计划支持和促进流动性。对于波
兰学生来说波兰伊拉斯谟学生网络活动以
及与其他国家学生的会面是在实践中使用
外语以及建立联系和熟人的机会。 更多信
息： https://www.esn.pl/pl

中国河南省代表团访问克拉科
夫雅盖隆大学
2019-05-24
2019年5月22日中国河南省代表团访问了克
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 访问的目的是讨论
雅盖隆大学与中国大学，企业和文化机构之
间的广泛合作。 雅盖隆大学与河南省机构
的合作将包括教育和创业领域的联合活动。 
在未来几天，将制定一项合作协议。根据该
协议，波兰和中国各方将确定合作的范围和
范围及其时间表。 与中方的接触得益于雅
盖隆大学大学孔子学院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学院上周获得了模范学院的地位，将在这一
领域给予大学很大的帮助。

第十届华沙国际科学教练会议
2019-05-27
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的教练和指导中心于
2019年5月27日至28日举办了第10届国际
科学教练会议，会议的主题为“教练 - 新
的视角和挑战”。 教练在波兰和世界各地
都在非常动态地在不同层面上发展。 它有
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序，并已成为一个独立
的，社会认可的专业。 新的辅导概念，方
法，工具和专业领域正在出现。 会议面向
培训师，导师，主管，人力资源专家，人
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经理，企业家，学
生，博士生以及所有对教练，个人和职业
发展感兴趣的人士。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团队在
„Eureka! DGP”竞赛中获奖
2019-05-27
来自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化学系的科学家团
队赢得了第6届“尤里卡！ DGP“竞赛。
在参加决赛的五个团队中西里西亚科技大
学共有两个团队。 由Jan Zawadiak教授
团队提交的“在Tetra Pak型液体食品的
多材料包装中，在精炼过程中分离废弃层
压薄膜的方法”项目在参赛的54个方案中
被评为最佳方案。 获奖者中的前五名还包
括由Marian Nowak教授带领的机械工程
系的科学家团队的“具有增强相的聚合物
基质的纳米结构纤维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
法”项目。

KoKoS 2019学生建设竞赛
2019-05-28
由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学生设计，
一 个 行 动 能 力 更 强 的 轮 椅 在 学 生 建 筑
竞赛KoKoS 2019中赢得了生命科学类
别的奖项。 获奖作者是来自机械工程
和 机 器 人 学 院 学 习 自 动 化 和 机 器 人 的
Michał Zwierz。 今年的KoKoS学生建设比
赛已经提交了36个项目。其余类别的获奖
者是： 来自波兹南科技大学的铁路机车（
比例模型1：5,5）作为铁路挑战的一部分
实施； 来自罗兹科技大学的小丑 - 波浪休
闲潜水员的定位器；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
大学的车辆 -  PUT Motorsport团队的bolid 
Maria；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生态
摩托车LEM雷霆队LEM。

弗罗茨瓦夫医疗救援人员接受
虚拟实验室培训
2019-05-28
弗罗茨瓦夫医学科学院紧急医学领域的学
生将接受虚拟实验室的培训。 虚拟仿真
技术实验室培训护理人员的可能性几乎
无限。学生开始使用类似于计算机游戏
的标准模拟器进行训练，然后在VR护目
镜中进行模拟，他们不仅要做出正确的决
定，还要执行控制器记录的必要活动。每
个模拟都基于预定的场景，由教师创建
和监督，后者随后与学生讨论结果。 弗

罗茨瓦夫医学科学大学是波兰的第二所
大学也是欧洲第一所使用虚拟现实技术
培训学生紧急医疗服务的大学之一。 更
多信息： https://www.umed.wroc.pl/
content/ratownicy-medyczni-szkola-
si%C4%99-w-wirtualnej-rzeczywistosci

获得光明的权力在“自然”杂
志中出版
2019-05-28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城市建筑与
建筑系助理教授Karolina M.Zielińska-
D ą b k o w s k a 博 士 的 文 章 在 在 最 新 一
期的“自然”杂志中发布。 Karolina 
M.Zielińska-Dąbkowska博士在文中写
道，摩天大楼在当代大都市的数量在十年
间由141％上升，剥夺自然采光的居民社
区，创造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城市发展的
威胁。这种发展将包括新的城市地区，
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历史悠久的欧洲城
市。 开发有限的自然光线，这对我们的健
康和福祉很重要。科学家已经证明，缺乏
暴露在阳光下可能会导致维生素d缺乏或
近视，其中到2050年值得关注的早已一半
的世界人口 。

西里西亚大学几个世纪以来对
神话的看法
2019-05-28
西里西亚大学古典语言学系青年经典圈邀
请各位于5月31日参加“神话与人之间几
个世纪以来对神话的感知“全国科学会
议。 活动的主题将集中在广泛了解的希
腊，罗马和斯堪的纳维亚神话及其后来的
接待。 会议的嘉宾将是波兰研究中心的代
表，包括来自华沙，罗兹，克拉科夫，热
舒夫和卢布林的代表。 来自在索斯诺维茨
双语高中的学生也被邀请参加。 组织者宣
布讨论以下主题： 当代神话的问题; 斯堪
的纳维亚世界末日的愿景; 在意大利文学中
接受关于Ikar的神话; 水仙和埃及宗教作为
人类生活意义的各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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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乌克兰日
2019-05-29
2019年5月31日将在卢布林居里夫人大
学举行第二届“乌克兰日”活动，活动
将在学术文化中心“扎卡”举行。 卢
布林居里夫人大学新闻办公室的Beata 
Wielowińska-Pawlak通知道：““乌克
兰日”将展示当代乌克兰文化的各个方
面，并将使我们东部邻国的遗产和国家财
富更加接近。本次活动旨在卢布林的学生
和居民与整合我市乌克兰社区代表，促进
了波兰 - 乌克兰的对话，并建立两国人民之
间的友谊。“ 在活动期间将能够参加民间
和民间歌唱的艺术工作坊。该计划还包括
品尝传统的乌克兰美食。组织者还邀请大
家与年轻的利沃夫作家Olesia Jaremchuk
会面，他将提供一系列报道关于生活在乌
克兰的少数民族的“Nashi inshi”。

第五届全国生命科学博士
BioOpen 2019会议
2019-05-29
5月30日至31日将举办第五届全国博士生
生物学会2019全国会议。该活动由罗兹大
学生物与环境保护学院的博士生组织。活
动面向博士生，学生和所有在学科领域开
展研究的年轻科学家。 今年的BioOpen
涵盖的问题包括：生物技术，生物化学，
生物物理学，微生物学，医学，纳米技
术，植物和人体生理学，生态学，环境保
护和相关科学。 会议主题分为四个主题会
议：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分子和医学生物
学，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生态学和环境
保护。 更多信息： http://acer.biol.uni.
lodz.pl/~bioopen/

波兹南夏季拉丁文和希腊文学校
2019-05-29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将从7月29日至
8月11日开放波兹南拉丁文和希腊文的
暑期学校。 拉丁语课程将分成5或6个
级别进行： Tirones I  ：没有拉丁语课
程基础; Tirones II—IV：已学习拉丁语
基础课程； 希腊语课程将分为三个级
别进行： Tirones：没有希腊语课程基

础; Tirones medii ：学过希腊语但不能流
利交流且阅读。

波兰首次自由选举30周年科学
会议
2019-05-30
2019年6月3日华沙大学历史学院将组织
一次专门回顾1989年6月4日在波兰举行
首次部分自由议会选举的原因和情况的科
学会议。 选举于1989年6月4日和18日举
行。 他们的组织规则在所谓的谈判期间得
到了一致同意。 因此，来自当时执政的共
产党和卫星政党之外的候选人可以申请众
议院和所有参议院席位中35％的席位。 这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第一次自由议会
选举。 活动的参与者将包括： 来自华沙
大学历史学院主任Łukasz Niesiołowski-
Spano博士； 华沙大学东欧研究的
Paweł Kowal教授； 来自Civitas 学院的
Jan Skórzyński 教授； 来自波兰科学院
政治研究所的Andrzej Friszke教授； 来自
Pułtusk人文学院的Tomasz Nałęcz教授。

克拉科夫经济大学日
2019-05-30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于2019年5月28日参加了克拉科夫
经济大学日活动。 在开幕式上拉科夫经
济大学校长Andrzej Chochół教授引用巴
拉克奥巴马的话说道：“今天，科学似乎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生存。 既是为了我
们的世界，也是为了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国
家，为了我们的福祉和安全。 现在是我们
将科学视为生活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的时
候了。” 在演讲中校长还提请注意科学
和创造力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在他看
来，“虽然广泛理解的发展是刻在人性中
的，但它在当代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
样强烈”。

第四届西班牙法学院
2019-05-30
截止至6月10日可以申请由弗罗茨瓦夫大
学法律，行政和经济学院以及马德里自治
大学法学院组织的第四届西班牙法学院活

动。 学校内的课程将在弗罗茨瓦夫于十月
开始实施。课程持续两个学期，并将至少
涵盖50个小时的课程。课程讲师将是马德
里自治大学的学术人员。 西班牙法学院的
课程面向法律，经济学和行政学以及罗马
语言学（西班牙语简介）以及上述领域的
从业者。 课程参与者将获得由马德里自治
大学和弗罗茨瓦夫大学颁发的证书 更多信
息: https://uni.wroc.pl/iv-edycja-szkoly-
prawa-hiszpanskiego/  

法国巴黎银行最佳农业发展硕
士论文竞赛
2019-05-30
在法国巴黎银行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准备了
关于农业和农业食品加工发展的最佳本科
及硕士论文竞赛。 所有在2018年或2019年
进行辩护的大学毕业生的参赛比赛。其中
提出的问题必须与广泛了解的农业综合企
业发展有关，即农业、农村地区的进步，
创新和发展以及为农村社会，自然环境，
农场，农业食品工业带来附加值的其他活
动。 参赛作品提交截止日期为2019年9月
20日。比赛将于2019年10月15日结束。比
赛将选出三名获奖者，获奖总金额为10000
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s://bnpparibas.
pl/100lattradycji/utils/pdf/REGULAMIN_
KONKURS_PRACA_MGR.pdf

西里西亚大学“波兰语教学及
其教义”会议
2019-05-30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语言学学院邀请各位
于9和10月10日参加跨学科的科学会议上“
波兰语教学及其教义”。 会议期间将讨论
一下问题： 什么是在利用其他科学的成就
教学波兰语的尚未开发的机会； 作为一种
有条不紊意识，高效和负责任地使用在波
兰语文课各学科的教学波兰文学的专业知识
可以提供其他学科的教学和如果你能想到科
学的教学辅助文学等学科。 会议包括放映
当代波兰短片和与艺术家的会面，以及致力
于跨学科教学的研讨会：“波兰在屏幕上。 
当代文化和文学教育短片“，”教学服务的
游戏“和”穆兹的门是开放的“，即与艺术
作品的跨学科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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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什丁科学野餐
2019-05-31
2019年6月8日波兰科学院的科学家将把
奥尔什丁老城变成一个大型实验室。在这
里将能够使用神经网络进行“自拍”并检
查我们大脑的燃料。来自奥尔什丁波兰科
学院动物繁殖与食品研究所与市文化中心
一起组织了“科学与艺术”科学野餐活
动。 组织者邀请来自波兰科学院其他研究
所的奥尔什丁友好科学家，他们将揭示研
究的秘密。参观者将进行寄生虫的微观和
宏观准备，在室外化学实验室进行实验并
检查他们大脑的电活动。 活动参与者还将
了解外星矿物的外观，撞击坑是如何形成
的，以及我们是否受到太空灾害的威胁。
生物学家的帮助下，活动参与者将密切关
注马祖里浮游动物，考古学家将揭示古代
文明的秘密。每个人都可以尝试陶瓷编织
的“魔方”。

格丁尼亚海军学院学生入围“
北约辩论赛”
2019-05-31
来自格丁尼亚海军学院国际关系的学生
Elżbieta Lubacha和Tomasz Dranicki成
功晋级了“北约辩论锦标赛”国际比赛的
决赛，决赛将于6月17日至19日在布鲁塞
尔举行。 比赛的组织者乔治·华盛顿大学
和埃格蒙特皇家学会邀请参加该项目的数
十名世界各地的大学前往布鲁塞尔。决赛
的任务是准备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北
约是否应该和国内的所有人在国防上承诺
至少2％的国内生产总值？” 在这些材料
中提交的评审团选出，并邀请到了最后的
学生和7所大学的工作人员。其中入围包
括：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巴黎高等德盖尔
法国，比利时和欧洲的大学，根特大学，
巴斯在英国，博洛尼亚的意大利大学和马
其顿大学大学。  

西里西亚大学毕业生在布尔诺
会议获得观众奖
2019-05-31
由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的 学 生 和 毕 业 生 创 建
的“Weakless”游戏在布尔诺的“游戏访

问会议”中赢得了观众奖。这是Cubeish 
Games和Punk Notion团队获得的另一
个奖项。 “Weakless”是一款益智冒险
游戏，游戏中的角色是有视力障碍的人
和有听力障碍的人士，由于互助，他们
可以克服遇到的障碍。它得益于ARP游戏
加速器的支持，由工业发展机构Spin US
提交。该公司是大学和切申地区共同控
股  “Weakless”游戏的核心是解决逻辑
难题，并借助角色的视觉和技巧探索周围
环境。在任何给定时刻玩家只控能制其中
一个角色，这意味着他不能同时使用视
觉和听觉。该游戏以其自己的图形而著
称，在ANIWOW动画节期间在游戏艺术
设计类别中获奖。 更多信息： https://
www.us.edu.pl/gra-studentow- i -
absolwentow-us-nagrodzona-przez-
publicznosc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
化学之夜
2019-05-31
凯尔采Jan Kochanowski大学于2019年6
月7日邀请大家参加化学之夜活动，活动由
化学研究所组织。活动口号为“普通事物
的异常化学”。 活动旨在通过参加讲座，
研讨会和化学示范，在社区推广科学。 有
九个主题实验室，参与者可以进行独立实
验。在学院员工和学生的监督下，参与者
将发现“来自厨房的化学”。 作为研讨会
的一部分可以找到甘油皂和沐浴泡泡浴形
式的天然化妆品，并了解食物的成分。

西里西亚大学研究员获得波兰
图书馆员协会奖
2019-06-03
由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图 书 情 报 学 院 的
Arkadiusz Pulikowski博士撰写的“科
学信息检索过程建模， 策略与互动”
一书获得了Adam Łysakowski波兰
图书馆员协会奖。 这一著作由大学出
版 社 出 版 并 被 授 予 理 论 ， 方 法 和 源 作
品。 Adam Łysakowski波兰图书馆员协
会奖自1983年以来一直办法，旨在推广对
图书馆员社区的理论发展和图书馆和信息
实践的改进至关重要的作者。今年的比赛

提交了4个类别的11种出版物，并在华沙书
展期间颁发了奖项。

波兹南经济大学研究员获得银
行担保基金总裁奖
2019-06-03
来自波兹南经济大学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
部的Marcin Flotyński博士获得了银行担
保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席的最佳博士论文
奖。 评委强调了获奖者论文的高实质性水
平：“长期流动性的宏观审慎监管对波兰
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影响”。 竞赛旨在选
择存款担保计划，重组，金融机构有序清
算，金融体系监管基础设施，银行金融安
全相关问题和金融稳定等领域最优秀的博
士论文。

“继承条例在欧盟成员国的适
用“会议
2019-06-03
西里西亚大学民法和国际私法系将组织“
继承条例在欧盟成员国的适用“ 科学会
议。 会议包括一个专门讨论欧盟成员国关
于继承条例适用的第一次经历的会议。 会
议将由以下人员参加： 法律和行政，西
里西亚大学的校长的学院前院长、西里
西亚大学荣誉博士Maksymilian Pazdan
教授， 来自洛桑大学的Andrea Bonomi
教授， 来自萨尔布吕肯大学的Christian 
Kohler教授。 会议将于9月12日在法律和
行政学院举行。会议也将包括两个小组
讨论：“这是由演替规律和其他法规来确
定继承章程的领域划定”，“司法权和继
承的规定覆盖的判断和其他文书的自由流
动。” 更多信息： https://www.wpia.
us.edu.pl/aktualnosci/ogloszenia/
ogolne/12854-miedzynarodowa-
konferencja-naukowa-application-of-
the-succession-regulation-in-the-eu-
member-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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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林科学节
2019-06-03
卢布林科技大学社会商业环境合作副校长
Anna Halicka教授和卢布林科技大学的
Małgorzata Ciosmak博士在卢布林会议
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述了今年卢布
林科学节的最大吸引力，科学节将于2019
年9月16日至20日举行。 活动期间将在卢
布林Teatralny广场举行科学野餐。 在这个
城市运营的大学和机构将在这里占据一席
之地。 访客将能够参加户外科学展览和各
种比赛。展览和科学讲座将在卢布林大学
以及德布林，海乌姆，扎莫希奇和普瓦维
举行。 2019卢布林科学节获得了由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长资助，该基金被指定用于传
播科学。

波兰学术学校校长会议
2019-06-03
波兰高等教育和科学的资助是波兰学术
事务所会议全体会议的主题是第2.0号法
案的实施，会议于2019年5月30日至31
日在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举
行。 会议由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
长Jarosław Gowin的讲话开始。总理，
科学和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
Jarosław Gowin说道：“我们的法案准
备了三年。它做好了充分准备，受到了学
术界的好评。目前该法案正在实施。如果
不确保最低限度的资金增加，法案2.0肯定
会失败。我最在乎的，用于资助波兰科学
的支出和高等教育的迅速增长成为可能。
这就是我要求波兰学术事务所会议对这一
法案增加资金的原因。同时我也希望波兰
学术事务所会议能够顺利通过2.0 法案。”

罗兹Pekao银行黑客马拉松比赛
2019-06-04
2019年6月7日至9日Pekao银行黑客马拉
松比赛将在罗兹科技大学举行。比赛奖金
为10000兹罗提。 Pekao银行黑客马拉松
比赛一项为期23小时的跨学科活动，为30
岁以下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和毕业生提
供IT，大数据，营销，销售和商业方面的
知识和经验。黑客马拉松参与者将面对组
织者准备的挑战。 其中一个比赛项目将是

使用来自支付终端的数据的想法。 更多信
息： https://www.pekaocoders.pl/lodz

弗罗茨瓦夫当代博物馆社会学
品味
2019-06-04
波兰社会学协会，弗罗茨瓦夫当代美术馆
和弗罗茨瓦夫区域文化将于6月16日在弗
罗茨瓦夫举行“通过社会学家的生活方式
讨论品味“学术会议。 在会议期间可以了
解波兰社会望着日常选择和人们消费，休
闲和文化中参与的领域，从社会学研究所
迈克尔洋葱博士领导的做法是什么。 来
自格但斯克大学的Agata Bachórz将出席
会议，她是俄罗斯波兰旅游研究的作者，
也是波兰文化参与研究的合著者。来自饮
食实践研究员和华沙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
Aleksandra Drabina-Różewicz博士也将
出席会议。 更多信息： https://uni.wroc.
pl/socjopercepcja-vol-8-o-gustach-
sie-nie-dyskutuje/  

诺贝尔学生竞赛
2019-06-05
诺贝尔学生竞赛奖学金颁发给了代表各个
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八名优秀学生。 在所有
参赛作品中，共有76个入围者分为7个类
别。 每个类别的获奖者是： 医药类：来
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医学院的Dominik 
Taterra  ； IT类：来自西里西亚科技大学
的Kamil Książek 科学活动类：来自克拉科
科技大学的Krzysztof Pszczółka – 自然科学
和能源类：来自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的
Maciej Żołądek 艺术类：来自克拉科夫音乐
学院的Michał Bylina 社会经济科学类：来自
华沙大学的Weronika Wojturska 物理与天文
学类：来自华沙大学的Michał Lipka。 竞赛
委员会还授予了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
AdamTużnik物理和天文学类特别奖。

智能交通系统国际会议
2019-06-06
克拉科夫技术大学将于2019年6月7日举
行第六届智能交通系统模型和技术国际会
议。 来自世界52个科学中心的120名专家

将参加此次活动。 他们将提供来自24个国
家的350位作者编写的100多篇论文。会议
每两年举行一次，汇集了最重要的全球中
心和处理智能交通系统。 波兰科学院土木
工程系主任博士说道：“它将处理这一主
题的科学家的环境与交通系统工程师的环
境联系起来。 来自顶尖大学的研究人员提
出了用于现代ITS系统的创新模型。”

西里西亚大学第五届“翻译空
间”会议
2019-06-06
西里西亚东斯拉夫大学语言研究所与斯拉
夫国际委员会翻译委员会邀请各位参加于
10月24日和25日举行的第五届“翻译空
间”会议。 会议将有机会与代表国内外
众多中心会面。会议标题中包含的该主题
的广泛方法将允许在跨学科方法中考虑不
同的方法学方法来呈现研究结果。 反思
的主题既是一般性问题，也是基于文学和
专业文本翻译分析的详细现象。该计划的
第五版将包括一个专门讨论翻译中使用新
技术问题的新章节。 会议的工作语言为
波兰语和俄语。论文标题应在6月20日之
前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以下电子邮件地
址：przestrzenieprzekladu@us.edu.pl

卢布林第四届英语考试
2019-06-06
第四届英语挑战考试将持续至2019年6月
10号。 比赛由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
多斯卡大学促进中心和外语教学与认证中
心组织的卢布林省最大的此类倡议。 卢布
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新闻办公
室的Katarzyna Skałecka说道：“竞赛将
于6月14日举行，面向全国各地16岁以上
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不是英语，美国和应
用语言学以及相关领域的学生，还面向毕
业生和雇员。” B2 / C1级别的单个选择的
60个测试问题正在等待参与者。 测试所需
的时间是45分钟。 参加测试是免费的，座
位数量限制为400人。 更多信息： https://
www.umcs.pl/pl/enqForm,iv-edycja-
wielkiego-testu-jezyka-angielskiego-
challenge-accepted-14-06-2019-r-
formularz-zgloszeniowy,5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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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学生塔什干获得三
枚奖牌
2019-06-06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在塔什干举行
的“青年创新”竞赛中获得了一枚金牌和
两枚铜牌。 比赛是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
举办的国际建筑会议“生活环境的形成”
（FORM-2019）的一部分。竞赛评审团
不仅奖励创意项目和解决方案，还奖励年
轻研究人员进行研究的方式（计算水平
及其方法）。组织者想要表明，作为一
名学生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然后
检查并解释它。 获奖作者是弗罗茨瓦夫
大学土木工程系科学界“鼹鼠”的成员
Grzegorz Nowak、Nikola Dudek和Piotr 
Prokopowicz。

卢布林文化研究日
2019-06-07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文
化研究所将于2019年6月11日组织文化研
究日。文化研究日的主要目标是“多方
位地展示现代文化研究在发展现代和开放
社会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卢布林玛丽
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新闻办公室的
Beata Wielowinska-Pawlak说道：“文
化研究日将有六个主题小组，包括讲座，
辩论和计算机动画研讨会。” 组织者还与
文化的创作者和动画师以及卢布林玛丽亚
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的文化研究毕业
生进行了会面。 活动将以学生准备的艺术
活动为特色。 文化研究日主题也包括卢布
林露天博物馆和犹太卢布林路线。

卡托维兹关于通信过程中的干
扰会议
2019-06-07
西里西亚大学大学生科技青年言语治疗
师，AGERE AUDE语言学和波兰语言学院
的学院知识基础和社会对话和科学信息中
心与高校图书馆邀请各位于6月8日参加“
对话会议没有障碍，在EBP的背景下有效
沟通 循证实践”会议。 活动期间科学信
息中心与高校图书馆将讨论关于通信，现
代技术在通信中的作用和人际沟通和生活

质量的质量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中障碍的诊
断和治疗问题。 会议旨在传播科学传播领
域的进展和研究成果。理论家和实践者在
言语治疗，语言学，科学传播和障碍以及
社会科学和健康科学的代表领域将出席会
议。

波兹南科技大学波兰科学网络
会议
2019-06-07
截止至6月14日可以注册第四届波兰科学网
络（PSN）会议。会议将于9月19日至21日
在波兹南科技大学讲座中心举行。 活动的
参与者将讨论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
各种科学领域的现代技术和创新领域。从
社会科学到精确科学。该领域的最新成果
将由波兰和国外的科学家在六个主题领域
展示：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医疗保
健，社交媒体和大型研究基础设施。活动
期间将组织辩论和讨论小组，以便与会者
交流想法和经验。会议由波兰科学院青年
科学家学院，波兰科学基金会奖学金俱乐
部和科学与高等教育部组织。

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电动汽车
会议
2019-06-07
波兰梅赛德斯 - 奔驰、科兹明斯基大学与
波兰替代燃料协会合作邀请大家参加将
于2019年6月11日在科兹明斯基大学主
礼堂举行的电动交通会议。 会议面向希
望更新其正在进行的电气化过程的知识
的人士。 来自企业和技术部、能源部、
波兰梅赛德斯 - 奔驰、波兰替代燃料协
会、波兰可再生VSB Energie，Tauron 
Magenta，Panek Carsharing的代表
将出席会议。 会议期间将介绍电动汽车
未来和智能城市发展的问题。 更多信
息： https://www.kozminski.edu.pl/
mercedes-benz/

热舒夫互动式知识野餐会
2019-06-07
2019年6月8日互动知识野餐将在热舒夫
科技大学举行。这是一个周期性的活动，

其目的是以家庭野餐的形式普及科学和技
术。热舒夫科技大学是本次活动的主要
实质性合作伙伴。探险者日分为主题部
分：科学通道，技术通道，文化和艺术
通道，以及历史广场。 活动的吸引人之
处将是创造一颗彗星。观众将以一种极具
吸引力的方式了解彗星的构建，它们在创
建时“活着”的位置以及它们在地球历史
中扮演的角色。在观众眼中，从几个基本
成分，几乎与彗星中发现的相同，将创建
一个坚固的彗星核。这场奇观的创造者是
来自波兰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的Paweł 
Grochowalski。

波兹南科学家成为欧洲大豆改
良网络主席
2019-06-07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遗传育种系系主任
Jerzy Nawracała教授被选为欧洲大豆改
良网络（ESIN）主席。欧洲大豆改良网络
是一个进行进行研究并从事欧洲大豆育种
的组织。 建立连接大豆研究人员和育种
者的平台的想法于2018年提出。2019年5
月ESIN的第一次工作会议是由奥地利，德
国，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和波
兰和多瑙河大豆协会，促进在欧洲大豆的
种植不是转基因的组织的代表，科学家和
育种出席。 近年来，波兰和欧洲对大豆种
植的兴趣有所增加。在欧洲，植物的种植
面积迅速增长，从2.6万公顷，2012到4.4
万公顷，2018年因此，在许多欧洲国家开
始了新品种大豆的育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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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名人管理
2019-06-07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说道：“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文化
研究与艺术学院将于2019年6月12日开设
一系列文化讲座，来自华沙社会科学与人
文科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Wiesław 
Godzic教授将带来讲座。” Wiesław 
Godzic教授是一位医学家和文化科学家。
他的演讲题目是“名人与我们，名人管
理”。讲座包含以下内容 “谁是当今媒
体领域的主要演员：谁在舞台上的光线？
对他们来说，电视不是为了观看，而是为
了表演。“ Wiesław Godzic教授将在活
动期间介绍关于名人的最新报告的结果
（2019年，NPRH，Godzic和其他人，波
兰名人，跨学科研究）。他还将询问有关
波兰这一现象的未来的问题。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博士生负
责清理北极地区
2019-06-11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
博士生Jędrzej Górski参加了Spitsbergen
六 人 小 组 的 S o r k a p p 海 洋 垃 圾 清 理 项
目。 小组将清理岛上海岸线的碎片并在
一年后检查有多少新垃圾进入海洋。 探
险队的六名参与者将在位于Spitsbergen
岛南部Hornsund峡湾入口处的斯瓦尔巴
群岛（Svalbard）停留一个月。 在此期
间，他们打算清理Sor-Spitsbergen国家
公园内23公里长的海岸线，从Breineset
延伸至Höferpynten。 小组将把收集的
废物分开，将其分成塑料，网和电缆，橡
胶，玻璃，金属和危险废物，然后运往朗
伊尔城斯瓦尔巴德的首府，在那里进行处
理。 该项目是由斯瓦尔巴环境保护基金
共同资助的科学基金会的一项倡议。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doktorant-pwr-wyjezdza-
z-mis ja-na-svalbard-posprzatac-
kawalek-arktyki-11225.html

才华横溢的学生
2019-06-11
罗兹大学第二届“才华横溢的学生”课
程已经正式结束，来自整个罗兹地区的
118名学生参加了课程。 “才华横溢的学
生”课程在于提高整个罗兹地区高中学生
的素质，扩大他们的兴趣，在教师的引导
和利用高校的基础设施下，也可以甚至
在特定大学的选择决定之前满足生活的学
术道路。 罗兹大学副校长兼课程创始人
Tomasz Cieślak说道：“我们希望向大
学学生展示一个对积极情绪友好的地方，
作为一个伟大的研究环境”。 可通过填
写网站上表格的方式参加课程：www.
zdolnyuczen.uni.lodz.pl

西里西亚大学Jerzy Łuczka教
授成为科学报告期刊编辑委员
会成员
2019-06-11
来 自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理 论 物 理 系 主 任
Jerzy Łuczka教授成为了著名期刊“科学
报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 Jerzy Łuczka
教授开展了非平衡过程的经典和量子统计
物理学研究，量子信息的物理基础，纳
米物理学以及生物和布朗分子马达的建
模。 为了在精确科学方面取得杰出成就，
他被授予“Pro Scientia et Arte”大学
奖。 从2016年起他是波兰学习的成员并从
2018年起加入国家科学中心理事会。 “
科学报告”发表了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
果。 编辑团队包括临床，生物，化学，物
理和地球科学专家，负责管理文章审查过
程。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获得
学生航空航天挑战赛
2019-06-12
由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开发的亚轨
道飞行机舱模型赢得了国际学生航空航天
挑战赛。决赛评估了来自欧洲各地的14个
学术项目。 比赛参与者可以选择与亚轨
道飞行相关的十个问题。其中涉及的任务
飞行，空气动力学和飞行控制，医疗问题
和飞机控制的经济方面。弗罗茨瓦夫学生

的Innspace小组专注于与船员舱及其设
备相关的问题。 学生航空航天挑战赛是
为欧洲航天局成员国  的学生举办的年度比
赛，比赛由法国促进太空旅游协会组织。
共有36支团队申请了今年的比赛。前14名
在巴黎的决赛中展示了他们的项目。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studenci-pwr-najlepsi-
zwyciezyl i -w-student-aerospace-
challenge-11243.html

第十一届“远程学习理论与实
践”会议
2019-06-12
西里西亚大学民族学和教育科学以及计算
机科学和材料科学系邀请各位参加第十一
届“远程学习理论和实践”国际会议。会
议主题为“电子学习和STEM教育”。 组织
者宣布在以下领域进行讨论：电子学习和
STEM教育（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电
子环境和网络空间;在各国开展关键能力和
电子学习以及发展跨文化能力的电子学习;
电子学习方法 - 实施和评估;在教育中有效
使用ICT工具;远程学习中的替代方法，形
式和技术以及电子学习的理论和方法学方
面。 会议将于10月14日和15日在卡托维兹
和索斯诺维茨举行。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
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是本次会议的
荣誉赞助人。

卢布林“营销和人力资源管理
领域的创新”会议
2019-06-12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科
学与管理科学俱乐部将于2019年6月14
日组织了“营销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
创新”会议，会议将在卢布林玛丽亚居
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经济学院举行。 会
议致力于对营销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变化，
新闻，当前和未来趋势感兴趣的人们。 组
织者主要指导学生和博士生。 会议旨在交
流市场营销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发展经
验，观点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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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尔努夫国立应用科技大学第
一届科学经济 - 商业论坛
2019-06-12
大约250人参加了由塔尔努夫国家高等职业
学校组织的第一届科学经济 - 商业论坛。 
其中包括学生，科学家以及商业和经济的
代表。 大学校长Jadwiga Laska教授在论
坛开幕式期间说道：“只有通过合作，我
们才能为经济上需要的地区和地区创造协
同效应。 我相信，我们向现在和未来的合
作伙伴发出的邀请将导致有利于学生及其
未来雇主的具体解决方案。” 活动于6月6
日至7日举行，分为三个小组：学生的能力
和雇主的期望，科学和商业的协同 - 发展
前景和实践教育。

波兰参加柏林科学之夜
2019-06-13
2019年6月14日星期五柏林波兰研究所将
与波兰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组织一次关于波
兰 - 德国学术合作的研讨会，支持德国 - 波
兰在科学和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 根据波
兰国家学术交流机构提供的信息，科学之
夜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活动，在此期间，
德国最大城市的科学机构向有机会以实
验，讲座或研讨会形式熟悉精确科学的访
客开放。 活动计划将包括与波兰国家学术
交流机构的代表会面，为波兰国家学术交
流机构的国际科学合作机会。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关于保护消
费者权益会议
2019-06-13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将举办一次以推动项目
的教育效果“增强创新质量有关消费意识
的高等教育消费意识”的会议。卡托维兹
经济大学是在执行8所欧洲大学的项目联
合体的领导者。 会议计划于6月16日至6月
18日举行，会议观点和最新研究成果，对
消费者的利益在欧洲市场的保护，以及集
成与波兰科学界和整个世界的兴趣消费，
可持续消费和经济社会的主题中的交流。 
项目通过欧洲委员会在战略伙伴关系活动
中根据伊拉斯谟+高等教育计划宣布的竞
赛获得资金。 更多信息： https://www.

ue.katowice.pl/no_cache/uczelnia/
aktualnosci/article/international-
didactic-conference-on-enhancing-
consumer-awareness.html

西里西亚大学关于极端CERN-
悬浮和物质的不寻常属性讲座
2019-06-14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邀请大家于6月15
日参加开放式CERN讲座关于世界上最大
的实验室所研究的问题。会议将于14.00
时在Bankowa街道14号举行。 “极端
CERN  - 悬浮和不寻常的物质特性”讲
座由Arkadiusz Gorzawski博士带来， 
Arkadiusz Gorzawski博士与日内瓦欧洲
核子研究组织（CERN）和马耳他大学有
关。 讲座参与者将能够使用世界上最大和
最复杂的研究设备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看
到这项研究，并在极低温度下使用超导性
和不寻常的物质特性。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第九届
青年生态哲学会议
2019-06-17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邀请各位于6月18日
参加第九届青年生态物理学会议。会议口
号为“水，自然大撕裂”。 每年会议会提
供大量来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等领域的知识。 这也是一个获得乐趣的
机会，甚至可以检查身体的水分 - 告知活
动的组织者。 会议面向高中生和大学生。 
它伴随着摄影比赛。 “一滴水表达”和塑
料帽的集合，组织者希望通过这些塑料帽
帮助有需要的病人。

克拉科夫“墨西哥宝藏”科学
会议
2019-06-17
墨西哥驻波兰大使馆、雅盖隆大学图书
馆、雅盖隆大学墨西哥中心以及墨西哥
国 立 自 治 大 学 柏 林 分 支 机 构 将 共 同 于
2019年6月19日举办“墨西哥宝藏”科
学会议。 活动将伴随着亚历山大·洪
堡（Aleksander Humboldt）档案的
手 稿 和 来 自 柏 林 前 普 鲁 士 国 家 图 书 馆

的“Manuscripta americana”收藏品
中的物品，该藏品保存在雅盖隆图书馆。 
在著名科学家和研究员亚历山大·洪堡诞
辰250周年之际，“墨西哥宝藏”会议将有
助于关于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以及墨西
哥的历史和征服的对话。

比亚韦斯托克“环境 - 科学 - 
责任”全国科学会议
2019-06-17
2019年6月14日星期五“环境 - 科学 - 责
任”全国科学会议在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化
学研究所举行。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发言人
Katarzyna Dziedzik说道：“会议组织者
打算在年度全国论坛上组织一次会议，宣
传改善自然环境状况的最新解决方案。” 
会议旨在介绍世界各地，波兰和波德拉
谢省的诊断和关键问题，并介绍有关城
市，公社和企业废物管理的最新法律解决
方案。活动的参与者还熟悉了对废物管理
和环境监测领域项目提供财政支持的可能
性。

哥白尼科学中心月球探索
2019-06-17
华沙哥白尼科学中心于2019年6月18日邀
请各位参加“与科学家会面”系列活动下
的“过去与现在的月球探险”会议。会议
嘉宾是模拟宇航员培训中心科学项目主
任Agata Kołodziejczyk博士。 Agata 
Kołodziejczyk博士是波兰第一个是波兰第
一个建造基地的发起者，用于模拟皮瓦的
Lunares太空任务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
科学模拟月球任务的协调员和世界上第一
批教育月球任务。 在欧洲航天局实习期间
她参与组织了月度研讨会“月亮村”。 科
学地参与创造照明同步生物钟的航天器和
与太阳光隔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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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Piotr Moncarz教授
在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开设讲座
2019-06-17
2019年6月14日星期五来自斯坦福大学的
Piotr Moncarz教授将在克拉科夫科技大学
开设讲座，讲座主题是“工程师与数字革
命。 创新=科技+商业”。Piotr Moncarz
教授是材料工程，新技术和国际工业领域
的专家。 Piotr Moncarz教授是500强创
新者计划的主管，也是美国 - 波兰贸易委
员会的联合创始人和主席，该委员会是一
个支持美国和波兰合作的组织。 他是国家
研究与发展中心的理事会成员，他属于波
兰科学院，俄罗斯技术科学院，2017年他
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NAE）的成员。 
Piotr Moncarz教授将在讲座中提出教育未
来工程师和商业化研究成果的主题。

2020罗马因加登年
2019-06-18
波兰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将2020年定
为罗马因加登年，Roman Ingarden（罗
马因加登）是波兰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Roman Ingarden于1893年出生于克拉科
夫。 他曾在利沃夫和哥廷根以及维也纳和
弗赖堡学习数学和哲学。 1918年辩护的博
士论文的导师是Edmund Husserl。 1933
年成为利沃夫Jan Kazimierz大学的教授。 
战争结束后，他在托伦哥白尼大学和克拉
科夫雅盖隆大学工作。 他还是波兰学习和
波兰科学院的成员。 Roman Ingarden共
发表了224部作品，主要语言为波兰语和德
语。 他的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外语。 他对
波兰语进行了多次翻译（包括伊曼纽尔康
德的“纯粹理性批评家”）。 于1970年辞
世。

时代高等教育宣传文章竞赛
2019-06-18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机构邀请波兰的大学和
科学单位参加时代高等教育宣传文章竞
赛。 竞赛旨在通过创建有关高等教育和科
学主题的国际门户网站的文章并对波兰高
等教育和科学领域进行国际推广。 申请参
加竞赛文章需在2019年6月30日之前将文

章发送到以下地址：media@nawa.gov.
pl，宣传提交参赛作品的个人或波兰作为
有吸引力的学习目的地。 文章可能实质上
涉及学术单位或选定的研究/研究领域或在
波兰学习价值观。 作品必须用英文编写，
不超过700字。

最佳选举投票竞赛
2019-06-18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政治定量研究中心第
四次为Pythian杯举办了最佳选举投票比
赛。 比赛关于5月欧洲议会选举。 CBM 
Indicator获得了最佳民意调查银牌，获得
铜牌的是Estymator、IBRIS、RMF FM i和
rmf24.pl。 奖励委员会对选举前公布的预
测进行了比较， PARR和Badania.pro（
作为Onet.pl门户分区预测的共同作者）和
Marcin Palade获得了提名。

Janusz Bujnicki教授获得了欧
洲青年学院奖
2019-06-19
来自华沙国际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生
物信息学与蛋白质工程实验室主任Janusz 
Bujnicki教授获得了今年的欧洲青年学院奖
并被波兰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学院（PAN）
提名。 Janusz Bujnicki教授是一名专业生
物学家，也是波兰生物信息学领域的权威
人士之一。在他的工作中结合了理论和实
验研究。Janusz Bujnicki教授的研究团队
负责开发新算法及其以计算机软件的形式
实施，这些方法用于分析生物数据和实验
研究。 Janusz Bujnicki教授是300多种出
版物和 EMBO / HHMI青年研究员计划及许
多其他奖项和奖学金的获得者。2010年他
获得了著名的ERC启动资助奖学金。 2013
年在全国民意调查“波兰神韵”中获得了
科学类别的奖项。

克拉科夫大学获得公平贸易学
校称号
2019-06-19
克拉科夫大学是波兰第一所获得公平贸易
学校称号的大学。 获得公平贸易学校的
名称与许多标准的实现有关。其中包括大

学当局宣布支持公平贸易，以及在公平贸
易和负责任消费领域建立学生和学术教师
意识的活动。 两年来与该活动相关的活
动的发起者和协调者是Pro Universitatis 
Foundation（专业大学基础）。该标准的
实施是一项宣传活动的结果，活动在两个
学年内推广，促进了大学内的公平贸易。
在随后的几年里，克拉科夫的UP计划推动
可持续公共采购这一主题。

罗兹全国计算机游戏创作大赛
2019-06-19
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者将在6月27日至28
日参加全国全国计算机游戏创作大赛，通
过技术物理，计算机科学与罗兹大学的应
用数学（TUL FTIMS）学院主办的决赛中
呈现的电脑游戏和虚拟环境中版权的原
型。 来自FTIMSPŁ部门计算机科学研究所
的Radosław Bednarski说道：“根据比赛
的想法，团队将提出计算机游戏和虚拟现
实环境的原创想法。 陪审员将验证参与者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完成创建项目原型所需
的角色和能力。” Radosław Bednarski
补充道：“比赛是在波兰的论坛，教师，
学生，高中有关创意产业的学生和公司独
特。来自波兰的20个团队参加了比赛。
公司资助的众多奖品等待获奖者和获奖
者。”

华沙网络安全科学会议
2019-06-19
华沙管理大学和欧洲网络情报研究所将于
2019年6月25日组织“波兰网络安全的最
佳模式和服务协调” 国际科学会议。 会议
面向科学家，专家，公共行政代表以及对
网络安全问题感兴趣的所有机构和个人。
活动的目标是分析管理，新技术，国际关
系和安全领域的网络安全。 会议内容包裹
以下主题： 企业和公共管理层的安全管理; 
网络空间对国家的威胁： 来源和威胁的识
别（私人和公共实体的活动）； 选定的国
家网络安全战略（以色列，美国，中国，
俄罗斯，英国）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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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Minds计划
2019-06-19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总结了TopMinds计划的
培训和辅导内容。从全国65所大学的185
名候选人中选出的43名参与者参加了该活
动。 TopMinds计划旨在为来自波兰大学
的学生提供支持，这些学生在学习结束时
需要得到支持，以应对专业挑战并找到实
现目标的目标。这种支持由经验丰富的导
师提供 - 富布赖特和500强创新者计划的毕
业生，他们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共同创建
该计划。 43名参与者参加了2019年的计
划。来自华沙大学、华沙科技大学、华沙
医科大学、弗罗茨瓦夫大学、弗罗茨瓦夫
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和雅盖隆大学的学生
向科学部递交了报告。

第十五届克拉科夫届哲学峰会
2019-06-21
克 拉 科 夫 雅 盖 隆 大 学 哲 学 研 究 所 将 于
2019年6月28日至30日举行第15届哲学峰
会。 会议每年由哲学研究中心和其中一所
大学共同组织。 今年雅盖隆大学是峰会的
共同组织者和主持人。 哲学峰会针对学
生，博士生和哲学及相关领域研究人员。 
介绍在哲学中进行的最新研究的状态。 会
议还旨在促进不同经验水平的参与者和来自
不同研究中心的参与者的整合。 学生和博
士生的讲座伴随着重要研究人员的出现。

第八届计量大会
2019-06-21
2019年6月9日至13日第八届计量大会在
奥古斯图夫举行。会议由比亚韦斯托克科
技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和机械工程学院与波
兰理论与应用电子技术学会比亚韦斯托克
分会合作举办。 计量大会的目的是交流
观点和经验，并展示现代计量问题的研究
成果。 会议讨论了单位测量标准，测量
服务，测量精度评估，测量和数据传输
系统，测量传感器，信号处理方法以及机
械，电气，几何和化学量的测量。 计量大
会是一个循环科学会议，大多数涉及计量
及其应用的国家中心都参与其中。波兰科
学院计量和科学设备委员会采纳了对国会
的科学赞助。

弗罗茨瓦夫大学清洁空气运动
项目
2019-06-24
弗罗茨瓦夫大学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正
在进行“我们每天在呼吸什么？清洁空气
的教育和宣传活动”项目。项目资金来自
于欧洲委员会根据LIFE金融工具和国家环
境保护和水管理基金。 项目结合了科学和
实践方面，以满足环境和社会需求，如改
善空气质量或普遍获得居住地空气污染的
可靠信息。项目的主题涉及主要的研究问
题，并且是欧盟环境政策假设的一部分。 
项目总预算超过820万兹罗提。项目合作伙
伴为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弗罗茨瓦夫网
络和超级计算中心以及比得哥什市。

西里西亚2019材料技术会议
2019-06-24
工程与生物医学材料研究所、西里西亚科
技大学材料工程研究所、Łukasiewicz研究
网络、有色金属研究所和黑色冶金研究所
以及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学生与材料科学学
会联合会共同邀请大家参加西里西亚2019
材料技术会议。 会议计划于10月13日至
16日在Zawiercie举行。织者宣布了协调
研究和实施最具经济重要性的材料技术的
主题，以及与技术大学毕业生相关的双重
教育和行业期望体系。 会议的一个重要
内容是讨论产品质量规划和制造技术，制
造工艺的质量工程，质量的技术方面 - 材
料，设计，产品和实验室测试。 更多信
息： http://mts.polsl.pl/

波兹南体育学院演讲：球员成
功的影响因素
2019-06-25
波兹南体育学院与波兹南市邀请各位参加
来自墨尔本维多利亚大学的Tony Morris教
授的“身体活动：体育表演者和锻炼者的
积极视角研究”讲座。 Tony Morris教授将
讨论流动状态的现象，识别，体验，使用
和工作的可能性 - 从体育活动的角度而不
仅仅是。 流动状态不能“通过捷径”体验 
- 必须满足基于提供令人满意的感觉和控制
意识的能力的条件。 Tony Morris教授是世

界各地运动心理学领域的权威人士。他是
体育科学，体育心理学家在澳大利亚心理
学会学院的第一位总统和运动心理学国际
学会主席的英国协会名誉秘书。

弗罗茨瓦夫科技园SurTec实验
室
2019-06-25
S u r T e c 公 司 正 式 开 设 办 事 处 和 实 验 室
以适应其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园（WPT）
Gamma大楼的运营情况。 开幕剪彩将由
CEOKarsten Grünke博士和波兰全球经
理Jochen Liebert共同进行。 SurTec开
发，生产和供应金属表面处理（清洁，磷
化，电镀涂料，油漆制备）的化学制剂。
得益于四个应用领域 ：工业零件清洗，金
属预处理，功能性和装饰性电解--SurTec
在该领域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解决方案。 公
司几乎涉及所有涉及表面处理的部门 - 汽
车，航空航天，建筑和建筑，医疗，电子
以及与可再生能源和机械工业相关的细分
市场。

哥白尼大学研究员获得了斯坦
尼斯瓦夫奥索夫斯基奖
2019-06-26
来 自 托 伦 哥 白 尼 大 学 社 会 学 研 究 所 的
Katarzyna Suwada博士获得了斯坦尼斯
瓦夫奥索夫斯基奖。获奖作品是“瑞典波
兰的比较，男人父亲和性别陷阱”一书。
作品比较了波兰和瑞典的亲子关系。 斯坦
尼斯瓦夫奥索夫斯基奖奖成立于1973年。
奖章授予年轻一代的作者以表彰杰出的
社会学作品或社会学及相关学科的边界。 
Katarzyna Suwada博士是哥白尼大学社
会学研究所生命质量研究系的助理教授。
在她处理的研究工作中父亲和男性气质，
性别不平等，组织护理工作的方式，家庭
社会学，家庭政策和老龄化社会的问题。
她是国际社会学协会，欧洲社会学协会和
波兰性别协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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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大学与森林研究所共
同拯救橡树
2019-06-26
格但斯克大学和林业研究所的科学家们
共同创造的专利生物制剂可以拯救被污
物移动器攻击的表层。 在这之前所有的
尝试都是无效的，并且在农场和其他植
被附近使用化学品是不可取的。 因此，
在滨海省省政府以及省道路管理局的大
力支持下科学家们尽心了这次尝试。 施
用的制剂含有生物致病因子的悬浮液，
其经常导致毛虫的大量发生，这导致害
虫分级的崩溃。由于缺乏诱导抗性和高
选 择 性 ， 以 及 对 动 物 和 人 类 的 完 全 安
全，喷洒生物制剂是一个节省两公里长
的大道的机会。 更多信息： https://
ug.edu.pl/media/aktualnosci/89271/
szansa_na_ochrone_alei_debowej_
dzieki_wynalazkowi_naukowcow_z_
uniwersytetu_gdanskiego  

Janusz Bujnicki教授获得欧洲
青年学院奖
2019-06-26
来自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生物学系生物
信息学实验室主任Janusz Bujnicki教授获
得了欧洲青年欧洲学院（YAE）奖。 欧洲
青年学院是由欧洲公认的欧洲青年研究人
员提供网络，科学交流和科学政策。科学
与政策奖每年颁发给年轻研究人员，以表
彰他们在关键领域的杰出成就和贡献，包
括支持科学，塑造循证政策和科学传播。 
Janusz M. Bujnicki是华沙国际分子与细胞
生物学研究所和波兹南Adam Mickiewicz
大学的生物科学教授和研究组组长。在他
的研究中结合了生物信息学，结构生物学
和合成生物学。

波兹南医科大学团队获得坦纳奖
2019-06-26
波 兹 南 医 科 大 学 环 境 医 学 系 主 任 P i o t r 
Rzymski博士与其研究团队一起获得了美国
食品技术研究所的坦纳奖。 获奖作品“用
于生产含有必需元素的补充剂的品种灵芝
蘑菇的潜力”描述了在改良基质上培养黄

色湖泊的方法，从而生产富含硒，锌和铜
的食物。 食品技术学会（IFT）将奖项颁发
给“食品科学杂志”期刊上发表的最佳研
究论文的作者。 该奖项于6月在新奥尔良
举行的第19届国际IFT大会上颁发。

第四届“建造木制自行车”学
生竞赛
2019-06-26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第四届“建造木制自
行车”学生竞赛已经正式结束。来自木
材技术部门的学生项目Michał Kasperski
的“Lady Woodka”项目赢得了竞赛。 
“建造木质自行车”竞赛的目标是促进木
材作为建筑材料，促进年轻人的技术文
化和健康生活方式。为了使建筑物能够竞
争，它必须至少具有由木材和/或木质材料
制成的框架。其他元件和附件可以由非木
质材料制成。自行车必须执行运输功能。 
今年共有7辆自行车参加了比赛。这些项目
包括各种建筑解决方案，带有齿轮传动装
置长度超过3米的3人自行车。 获胜的车辆
由胶合板和旧自行车的零件制成。

格丁尼亚海军学院第二届论坛
发展愿景
2019-06-27
格丁尼亚海军学院将于6月24日和25日
举办第二届发展愿景论坛。会议期间将
有一百场辩论纪念重获独立的世纪。五
千人将参加会议。 论坛由总理Mateusz 
Morawiecki荣誉赞助，专注于当前国内
经济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从创新，生态
移动，企业能源和自动化到企业社会责
任。 辩论将涉及等等投资，国防，研发，
健康，文化和艺术以及未来的技术。第一
届论坛期间将开始海洋经济和主题。其中
之一就是所谓的银色经济，或老年人的知
识，经验和专业潜力的使用。

奥波莱大学Dariusz Szostek教
授成为EUIPO成员
2019-06-27
来自奥波莱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的Dariusz 
Szostek教授成为了EUIPO欧盟知识产权

局的成员，负责注册商标和社区工业品外
观设计。 Dariusz Szostek教授专注于新技
术法区块链的法律方面，DLT人工智能，
以及消费者法。他是电子识别和认证方法
领域的专家。他参与了许多关于新技术法
律法规的科学会议和立法工作。 Dariusz 
Szostek教授说到：“我们希望消费者收到
欺骗。例如，我们努力轻松验证您是否正
在处理原始产品或假冒产品。该研究人员
在大学网站上引述说，已经在今年7月启动
了一项试点计划，有欧洲企业家参与，他
们对保护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感兴趣。”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将拥有
自己的小行星
2019-06-28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的天文学家在大学
一百周年之际，用学校的名字来命名一颗
行星。 天文学家们在和捷克的同事联系
之后希望以学校的名称对行星进行命名。 
96765号小行星是一个直径约3公里的岩石
物体，其形状让人想起波兹南“pyra”。
这颗小行星一天持续运行约20个小时。 它
没有经过大气层并且引力很小，以至于站
在其表面上的宇航员难以移动，因为每一
步都将在围绕太阳的轨道上开始。 太阳周
围已经有一个“大学”物体 - 国际天文学联
盟已经将小行星82937命名为“Lesicki”
，以纪念Andrzej Lesicki教授，波兹南
密茨凯维奇大学校长。 “Lesicki”的直
径约为7公里，形状类似奇异果。 更多信
息： http://www.astro.amu.edu.pl/pl/
linki/planetoida_dla_uam/



911

波兹南世界历史学家大会
2019-07-01
波兹南将于2020年举办第二十三届国际历
史科学大会。组织大会的合作协议由： 波
兹南市长 Jacek Jaśkowiak、密茨凯维
奇校长Andrzej Lesicki教授和波兹南当
地旅游组织主席Jan Mazurczak共同签
署。 大会的组织者是国际历史科学委员
会，1926年在日内瓦成立的世界历史学
家协会。活动每五年在世界不同地区举
行。 在大会期间将有超过100个各种专题
小组，专家会议和关于古代至今重要问题
的讨论。在波兹南研究论坛期间，大学，
研究机构和基金会将能够提出研究项目。
大会还将伴随国际历史书展进行。 更多信
息： https://amu.edu.pl/dla-mediow/
komunikaty-prasowe/swiatowy-
kongres-historykow-w-poznaniu

关于波兰军官的培训
2019-07-02
弗罗茨瓦夫陆地部队学院举行了一次题
为“波兰军队的军官教育 - 机遇，挑战和
障碍”的科学会议。会议分析了军校的学
员教育过程并讨论了其有效的优化。 与会
者认为当代军事活动剧场要求指挥员不断
扩大知识，创造力，社会责任感和专业能
力和技能的发展，目前的战场需要与当地
社区和谐合作，抵制信息战的攻击。 这
些讲话还表明需要改善现代军事行动中
指挥官，指挥专业人员的招募和组建，特
别是混合战争。它是关于训练官员能够
抵抗网络攻击以及在指挥过程中使用人
工智能。 更多信息： https://www.awl.
edu.pl/aktualnosci-awl/z-ostatniej-
chwili/8496-ksztalcenie-oficerow-w-
wojsku-polski-szanse-wyzwania-bariery

Piotr Achinger博士获得了华
沙科技大学青年科学家奖章
2019-07-02
来 自 波 兰 科 学 院 数 学 研 究 所 的 P i o t r 
Achinger博士获得了华沙科技大学授予
的青年科学家奖章，以表彰他在代数流形
拓扑及其应用方面的研究取得的突破。 青

年科学家奖章成立于2007年，奖励科学
和技术创新领域的杰出成就和其他杰出创
作成就而获奖。 奖章由华沙科技大学校
长根据未超过35岁的学者奖章章的要求
颁发。其区别在于促进以创造性概念的
独立性和发展的特殊动力为特征的年轻
科学家的成就。 Piotr Achinger博士是
ERC启动资助2018年获奖者中的一位获奖
者。KAPIBARA代数品种和野生分化的同
源理论项目获得了1 007 500欧元的资助，
项目涉及广泛理解的代数流形拓扑，适用
于算术，物理 数学和微分方程。

日本王子夫妇参观克拉科夫雅
盖隆大学
2019-07-02
日本皇帝德仁的弟弟Akishino王子和他的
妻子Kiko王妃访问了克拉科夫雅盖隆大
学。王子夫妇参观了雅盖隆大学 Maius博
物馆并在纪念册中留下了一笔。 根据雅
盖隆大学提供的信息，此次对克拉科夫大
学的访问是日本建立波日外交关系一个世
纪以来日本波兰王位继承人正式访问的一
部分。 访问于雅盖隆大学 Maius学院的
商会和财政部开始。 接下来代表团参观
了 Stuba Communis，在那里雅盖隆大学 
Wojciech Nowak校长和雅盖隆大学博物
馆馆长Krzysztof Stopka向王子夫妇介绍了
雅盖隆大学数百年的历史。 Akishino王子
收到了收到了十六世纪雅盖隆的地球仪的
复刻版本，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以北美和
南美为标志的地球仪。

格丁尼亚无人驾驶飞机
2019-07-02
格丁尼亚海军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与波美拉
尼亚科技园格雷尼亚的Pelixar工程师共同
在波兰首次记录了20.5公里高度的无人机
气象和生物测量。 无人机被平流层气球升
高到20.5公里，在那里断开连接然后回到
起点。带有气球的无人机的发射解决了对
研究材料着陆位置缺乏控制的问题，并且
保证了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测量质量。 无
人机是格丁尼亚一所高中学生与合作伙伴
共同开展的3-SAT太空项目的一部分。除了
科技园以外，民航办公室、波兰空中航行

服务局、波兰军队、以及气象和水管理研
究所以及格但斯克大学的专家均给予了大
力支持。

Civitas学院会议
2019-07-03
Civitas学院华沙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将于
2019年7月9日在文化与科学宫举办第一
次会议，会议是一组波兰外国大学社会
科学教授的独立倡议。 Civitas学院由已
经在国外大学工作了数十位波兰社会科学
教授成立。 其发起人是： 来自哈佛大学
的社会学家Grzegorz Ekiert教授； 来自
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家Ann Grzymała-
Busse教授； 来自罗格斯大学的人类学
家 Jan Kubik教授； 来自悉尼大学的律师
Wojciech Sadurski教授； 来自牛津大学
的欧洲学家Jan Zielonka教授。 7月9日至
10日Civitas学院的成员将聚集在华沙的第
一次会议，与公众一起讨论波兰和世界的
最重要问题。 更多信息： http://www.
conciliumcivitas.pl/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学生在诺贝
尔学生竞赛中获奖
2019-07-04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学生Kamil Książek
是自2009年以来由独立学生协会在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的荣誉赞助下组织的学生
诺贝尔2019年竞赛的八位获奖者之一。 
Kamil Książek是应用科学大学数学系的学
生，他成为信息技术类竞赛的获奖者。他
的科学兴趣是优化问题，特别是启发式算
法。 这位年轻的科学家也对机器学习以及
最近的物联网感兴趣。 来自应用数学系的
Aleksandra Krawiec、Anna Strzoda和
Bartosz Grabowski获得了信息技术类竞
赛的最终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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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zegorz Kołodko教授成为
欧洲学院成员
2019-07-04
Grzegorz Kołodko教授被邀请加入欧洲
学院，这是一个由4000名科学家组成的
组织，其中包括72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
是学院第一位波兰经济学家。 Grzegorz 
W. Kolodko教授在科兹明斯基大学经济系
工作，负责管理与科兹明斯基大学有关的
TIGER转型，整合和全球化研究中心。在
完成四个政府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公共
活动后（1994 - 2003年），他致力于科学
活动。他是数百篇科学论文和50本书的作
者，其中三部曲“流浪世界”被翻译成多
种语言，得到了最大的宣传。 欧洲学院于
1988年在伦敦成立，由皇家学会倡议。该
学会是17世纪建立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
学会和瑞典科学院。它汇集了来自各个科
学领域的杰出专家。

投资发展部部长授予地理信息
领域工作奖
2019-07-05
投资发展部长Jerzy Kwieciński为地
理 信 息 领 域 的 本 科 论 文 ， 博 士 和 博 士
后 论 文 ， 出 版 物 和 创 新 解 决 方 案 颁 发
了奖项。 共有19份本科论文、3份博
士 论 文 、 2 份 国 家 出 版 物 和 4 份 地 理 信
息 领 域 的 创 新 解 决 方 案 提 交 参 加 了 竞
赛。 工程类获奖者是： 来自华沙理工
大学大地测量学和制图学院的 Klaudia 
Kapeluszna和Paulina Syrokosz； 来
自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大地
测量学，空间工程和建设系的Dominik 
Niekurzak。 硕士论文获奖者是： 华沙科
技大学大地测量学和制图学院的Andrzej 
Szeszko、Anita Dylik、Magdalena 
Grudzień、Weronika Tulkowska和
Monika Władyka以及克拉科夫AGH
科 技 大 学 矿 业 测 量 与 环 境 工 程 系 的
Paweł Borek。

科沙林科技大学和海洋渔业研
究所科学家获得奖章
2019-07-05
来自科沙林科技大学和海洋渔业研究所国
家研究所的研究小组在格但斯克举行的第
15届国际鱼类加工和产品展览会2019年
获得了Mercurius Gedanensis奖章。 研
究人员在设计用于整头或鲤鱼和其他鲤科
鱼类的真空清扫车的技术类别方面表现突
出。设备的设计和原型是作为“现代食品
和饲料产品的综合鲤鱼加工系统”研究项
目的一部分而创建的。 项目还创建了其他
设备，包括在鲤鱼内圆角的鲤鱼头和木匠
切削刀。这些设备的原型由科沙林科技大
学食品工业过程和设备部的实验室提供，
用于教育食品技术和人类营养领域的学生
并提供试验

波兰科学基金会颁发Maciej 
W. Grabski奖
2019-07-08
波兰科学基金会颁发了第二届以Maciej 
W. Grabski教授命名的社会理解科学活动
奖。今年的获奖者是来自克拉科夫跨学科
研究哥白尼中心主任Michał Heller教授和
来自华沙大学的Jan Madey教授。 奖项
于在2016年建立以纪念Maciej W. Grabsk
教授。 1992年至2005年检，波兰科学基金
会主席Maciej W. Grabski教授被授予推
广和解释科学推理方法称号，向科学家和
学者们展示波兰文明发展的影响，以无障
碍的方式呈现研究成果，教育公众区分“ 
良好的“和”坏“学习，即基于可靠方法
的研究和不符合这些标准的研究的合理应
用，并在公共辩论中传播经过验证的科学
论据。 奖项的形式为现金奖励，金额为
10000兹罗提。

热舒夫波洛尼亚舞蹈编排研究
2019-07-09
来自澳大利亚，白俄罗斯，加拿大，德
国，俄罗斯，乌克兰，英国，法国，哈萨
克斯坦，匈牙利和阿根廷的波兰侨民来将
在热舒夫科技大学设施工作三周，将为波
兰舞蹈研究的参与者提供课程。 欢迎音乐

会为 “波兰的国家艺术家”在热舒夫大学
音乐厅举行。 音乐会过后热舒夫科技大学
国际副校长Grzegorz Ostasz教授发表了欢
迎致辞。 Grzegorz Ostasz教授说道：“
我很高兴热舒夫市和热舒夫科技大学再次
成为波兰侨民团队的舞蹈之都。我希望你
在热舒夫逗留期间获得最好的经历，并发
展你的艺术激情和才能。” 热舒夫是世
界上唯一一个教育波兰民间舞蹈编舞的地
方。编舞研究于1998年在波兰社区热舒夫
分会的倡议下成立。

CARS 2019科学奖
2019-07-09
来自卡托维兹经济大学法律和保险系的
Marzena Czarnecka博士因竞争保护
经济学和基础设施部门监管领域的杰出
科学成就获得了CARS奖。 Marzena 
Czarnecka博士的“电力市场上的信息义
务和消费者行为，法律经济研究”一书获
得了奖项。 CARS奖项是对其颁发前三年
内取得的杰出科学成就的区分。 获奖者的
选择由一个特别指定的章节和基础设施部
门的法律或经济监管领域的作者决定，至
少具有法律或经济科学的博士学位。

波兰总统为Belweder暑期学
校揭幕
2019-07-10
波兰总统Andrzej Duda在Belvedere暑
期学校就职典礼期间说道：“科学的发展
要归功于人们有勇气打破常规模式，这
就是其他会议应该服务的事实。” 今年
的活动主题是“共同利益法”。学生们可
以听取教授和从业人员的讲座，并参加研
讨会和讲习班。 总统在Belvedere暑期
学校开幕时强调，他希望这个年轻人能
够与一个处理不仅是波兰国家，而且还
有欧洲社会国家运作的从业者和理论家
会面的平台。 更多信息： https://www.
prezydent.pl/aktualnosci/wydarzenia/
art,1466,prezydent-zainaugurowal-
belwederska-szkole-letn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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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科学院法案”修正案草案
2019-07-11
部长理事会通过了“波兰科学院法”修正
案的草案。 该修正案规定了波兰科学院研
究所和Łukasiewicz网络研究人员的最低
工资。 政府在法案通过之前曾公布过： 
“该法案的目的是规范波兰科学院科研单
位员工的最低工资问题。” 根据政府信息
中心提供过的信息，波兰科学院研究所、
研究机构、Łukasiewicz研究网络研究所
和华沙国际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科
学人员的基本工资最低工资计划的水平与
国立大学雇员的最低工资水平相当。 更
多信息： https://bip.kprm.gov.pl/kpr/
form/r53523842833,Projekt-ustawy-o-
zmianie-ustawy-o-Polskiej-Akademii-
Nauk-oraz-niektorych-innych-.html

“2019年建筑木材” 最佳硕士
论文竞赛
2019-07-12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科 技 大 学 邀 请 各 位 参
加“2019年建筑木材”全国最佳硕士论文
比赛。比赛期间将展示木材作为建筑，建
筑和装饰材料的优势。 竞赛由比亚韦斯托
克科技大学建筑院与Unibep 股份公司及
Danwood 股份公司共同合作举办合作。
两家公司总部位于波德拉谢省，是欧洲最
大的木制住宅生产商之一。 建筑学院院
长Aleksandr Asanowicz教授将担任主席
的竞赛评委会主持人。 2019年10月1日至
10月22日内提交的论文均可以申请参加比
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组织的竞赛。 竞赛
一等奖奖获得8000波兰兹罗提奖金、二等
奖将获得6000波兰兹罗提奖金、三等奖
将获得4000波兰兹罗提奖金、两名同等奖
获得者每人将会获得2000兹罗提的奖金。 
每人2000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
drewnowarchitekturze.pl/index.php/
regulamin/

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的学生
参加国际比赛
2019-07-12
西波美拉尼亚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
院的学生们参加了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
巴捷克共和国大使馆设计竞赛的最终决
赛。 来自世界各地的281件作品参加了由
捷克共和国内政部、布拉格科技大学建筑
系和Inspireli奖组织的比赛。 来自西波美拉
尼亚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和建筑学院建筑学
硕士研究生Anna Mierzyńska和Andrzej 
Chuchra 顺利晋级到了决赛环节。 项
目 的 创 作 灵 感 是 椴 树 的 叶 子 ， A n n a 
Mierzyńska和Andrzej Chuchra  。叶子
的轮廓已经转变为陶瓷形状，从中设计出
特有的镂空百叶窗。整体采用红土色调设
计，是一种局部沉积岩，具有潮湿和炎热
气候的区域特征。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工业过去
和未来
2019-07-15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将创建工业专业工作条
件研究与分析实验室。 建立实验室由格
利维采大学和塔尔诺谷斯卡土地协会联
合倡议，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对话”计
划共同资助150万兹罗提。 实验室将处理
人文科学和技术科学代表之间的跨学科
合作以深化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工业职
业工作条件的研究。实验室是国际中心
的跨学科研究的部分，将显示该行业如
何既然第一座现代工厂革命4.0后创建西
里西亚矿的改变。 实验室将在全国唯一
的实体，这将处理工业西里西亚史前时期
的工作到现在至未来派的视觉描述和彻
底的检查 。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782  

波兰电视台新节目“天文馆”
2019-07-15
波兰天文学会和波兰电视台自2019年7月
11日星期四起开始播放“天文馆”节目，
这是一个关于天文学和太空探索的科普电
视节目。 节目将在全国性的TVP 3上播出，
两周星期四下午5点播放并在之后重播。在
电视台播出后不久将在YouTube https://
www.youtube.com/AstronariumPL 频
道上播出。 “天文馆”系列于2015年首
播。到目前为止已经创作了77集，达到
了电视天线的累积发射范围（首映加上
重播），甚至每集约有一百万观众。在
YouTube上，总播放次数超过了500万
次。 新系列将于2019-2020年实施。新系
列的第一集专注于最近的科学感受，黑洞
历史上的第一个图像。

Marek Samoć教授获得2019
法国 - 波兰科学奖
2019-07-16
法国化学学会授予了Marek Samoć教授
2019年法国 - 波兰科学奖 - 波兰科学基金
会奖。 奖项授予无机和有机金属化合物，
共轭聚合物和量子点的非线性光学性能
领域的杰出成就。 Marek Samoć教授于
2016年获得波兰科学基金奖，该奖项主题
为化学科学和非线性光学纳米结构材料研
究材料。他还是WELCOME（2008）和
MASTER（2013）计划的获奖者。 Marek 
Samoć教授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化学
系开始他的科学生涯，并获得博士和博
士后学位。在20世纪80年代，他在达特
茅斯学院和布法罗大学（美国）进行了研
究。 1991年至2008年，他在澳大利亚堪
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激光物理中心工
作。Marek Samoć教授还是国家科学中
心理事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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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团队在全球
管理挑战中处于领先地位
2019-07-16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黄金眼”团队是波兰
历史上九年来第一个进入第39届全球管
理挑战赛的国际决赛的团队。这是世界
上最大的商业模拟。 来自17个国家的19
个团队参加了世界总决赛。由 Damian 
Podgórski、Justyna Najda和Marcin 
Szewczyk创建的黄金眼团队获得了第7
名。 全球管理挑战赛是世界上最大的商
业模拟和基于游戏化的广泛战略游戏。该
挑战赛自1980年以来一直在组织，已经吸
引了全世界50多万参与者。模拟的参与者
是经理，专家，年轻人才，也是具有经济
形象的学生，他们扮演虚拟公司董事会的
角色，他们的任务是管理公司，以便在虚
拟市场上实现最佳的财务结果。 更多信
息： https://www.ue.katowice.pl/no_
cache/uczelnia/aktualnosci/article/
zespol-ue-katowice-w-swiatowej-
czolowce-gmc.html

弗罗茨瓦夫大学博士生参加国
际地缘政治奥林匹克竞赛
2019-07-17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国际研究的博士生
Aleksy Borówka成功入围国际地缘政治奥
林匹克竞赛决赛。 Aleksy Borówka在比
赛中获得了54分，总分为60 分。是来自波
兰、英国、匈牙利、乌克兰、德国和白俄
罗斯的20几位选手中得分最高的一位。 他
在区域阶段连续第二阶段获胜，去年的全
国决赛中获得了第三名。 国际地缘政治奥
林匹克是波兰地缘政治协会针对对地缘政
治感兴趣的年轻人的一项倡议。从政治科
学，地理，国际关系，军事科学和国家安
全的边界开始的跨学科知识领域。 比赛的
最后一场比赛将于11月波兰地缘政治大会
期间举行。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宣布
波兰科学院的改革
2019-07-17
2019年7月15日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长Jarosław Gowin在接受克拉科夫电
台采访时说道：“在这个学期，我们改革
了大学。 在未来，我们需要改革积累巨大
潜力的机构，即波兰科学院 。” 副总理
Jarosław Gowin在采访中也提请注意提
高科学家使用欧盟资金的效率的必要性。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补充道：“ 我们
在加入欧盟时获得了教育方面的资助。最
近，波兰学者在一项著名竞赛中获得了三
笔拨款。 我们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将大力支
持科学家申请这些补助金”。

比亚韦斯托克技术大学“在二
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波
兰科学”展览
2019-07-17
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编写，内容涉及波兰
科学和1918  -  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最杰出的科学家的展览将截止至2019年7
月19日。 展览包括： 第一批欧洲水电站的
作者Eugeniusz Romer； 波兰共和国第一
任总统以及第一座焊接桥的构造者Gabriel 
Narutowicz； 全世界都接受的血型测定
的作者Stefan Bryła和Ludwik Hirszfeld； 
坦克潜望镜的发明者对讲机的联合创始人
Rudolf Gundlach； 利沃夫数学学院的代
表Henryk Magnuski。 在波兰的两次世界
大战期间，波兰共有25所高等教育机构，
包括公立学校：5所大学和2所科技大学。 
有48000名学生在这些大学接受教育。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研究员加
入波兰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学院
2019-07-18
来 自 弗 罗 茨 瓦 夫 科 技 大 学 数 学 系 的
Mateusz Kwaśnicki博士加入了波兰科学
院青年科学家学院。波兰科学院青年科学
家学院以杰出的研究成果和推广科学活动
而闻名。 Mateusz Kwaśnicki博士的科学
兴趣包括随机过程理论，势理论，谐波分

析和微分方程。为了他的成就，他多次获
得了由波兰数学学会，波兰科学创业奖学
金基金会和科学与高等教育部杰出科学家
奖学金。 青年科学院的成立旨在促进波兰
科学界杰出青年代表的科学研究和发展工
作。其成员由波兰科学院大会选举产生。
成员年龄不能超过38岁且必须至少具有博
士学位。

2019年秋天华沙大学考古学家
将开始在埃塞俄比亚工作
2019-07-18
2019年秋季华沙大学的地中海考古中心的
研究人员将开始挖掘工作在一个全新的领
域 ，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区域，毗邻苏丹和
厄立特里亚。这得益于华沙大学和梅克莱
大学之间的联合计划。 考古项目负责人
是意大利研究员Michel Gaudiello博士，
他在埃塞俄比亚进行考古研究，在选择埃
塞俄比亚第一个波兰挖掘项目的未来研究
地点时，她对考古材料和历史问题的了解
至关重要。 华沙大学中央学院院长Artur 
Obłuski博士说道：“古代和中世纪的北
非虽然分为几个政治生物，但却是一个文
化社区。 在不同的语言中，社区通过竞争
或合作不断地相互联系。在历史的某些时
刻，这个地区是欧洲，非洲和西亚的文明
中心。”



915

第二十九届切申波兰语言文学
和文化暑期学校
2019-07-18
来自35个国家的近250人将参加由西里西
亚大学波兰语言文化学院组织的第29届波
兰语言，文学和文化暑期学校。切申的暑
期课程将于8月1日至29日举行。 今年的参
与者包括国家学术交流机构，波兰共和国
参议院和西里西亚大学合作大学的学生。
包括来自中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
本，德国，法国和马其顿。学校的课程已
连续举办近三十年，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
人参加。 学生将学习用波兰语说，听，写
和理解。讲师将是西里西亚大学和其他大
学各个院系的讲师，员工和合作者。活动
的补充将是晚间文化节目，在此期间，参
与者将以积极的方式了解波兰的传统和习
俗。 更多信息： https://www.us.edu.
pl/xxix-letnia-szkola-jezyka-literatury-i-
kultury-polskiej-w-cieszynie

BioLAB毕业生研讨会
2019-07-19
2019年7月26日至27日在华沙科技大学化
学系BioLAB毕业生将举办研讨会：访问研
究生实习生。这是第一个连接18年以上正
在进行的计划的毕业生的活动。 根据该活
动的赞助人，国家学术交流机构，来自波
兰大学的近300名学生从该计划的历史开
始就参与其中。有一年他们参加了四个美
国机构之一的生物科学研究：弗吉尼亚大
学，芝加哥大学，俄克拉荷马州医学研究
基金会或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
他们在实习期间进行的研究结果反复形成
了在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的
基础，如“自然”，“蛋白质：结构，功
能和生物信息学”或“晶体学报”。 活动
的参与者将参加演讲和会议，在此期间将
分享他们在科学和商业环境中的知识，经
验和成就。

小波兰Cogiteon科学中心的
永久展览项目
2019-07-19
据“克拉科夫客人”报道：“截止至2022
年 在 波 兰 航 空 博 物 馆 附 近 的 克 拉 科 夫
Czyżyny的跑道上将建造小波兰Cogiteon
科学中心现代化总部。 建筑将类似于飞
机，它的四个街区将通过一个共同的高
度和地下连接。 小波兰Cogiteon科学中
心发言人Piotr Koziarz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道：“该设施的核心将是一个永久性的展
览，分为五个主题部分和一个临时展览空
间。在它旁边将有六个实验室，你会发
现，其中，对化学，物理，计算机，DIY，
植 物 学 充 满 热 情 。 屋 顶 上 将 建 一 个 花
园。” 2019年7月16日由克拉科夫的Koza 
Nostra工作室制作了永久性设计。在不同
颜色的房间的墙壁上，将有装饰描绘其中
的图像，神经元，纠缠的DNA链，人体组
织和电子集成电路。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现代电力
系统会议
2019-07-23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电力工程系和电气和
电子工程师学会于9月9日至12日邀请各位
参加现代电力系统国际会议。 这是第六
届电气行业科学家和专家会议。会议将介
绍有关理论和实际应用的电力系统领域的
工作。 主办方宣布的会议主题包括系统
规划和管理，电力市场和能源金融，排放
交易，能源价格和负荷预测，能源政策，
系统稳定性分析，分布式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智能网络，建模和模拟诊断，人工智
能方法的应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以及
通信和网络安全。

第46届西里西亚大学社会科学
系技术史国际大会
2019-07-23
截止至7月27日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社会
科学学院将主办第46届国际技术史委员会
（ICOHTEC）研讨会。会议的口号是“技
术与权力”，主题涉及技术与权力之间的
关系 。 这次会议由约150名科学家参加，

同时举办研讨会，会议和前往技术相关场
所的旅行。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暑
期学校 - 一个青年科学家论坛，在他们的
研究问题上开展与技术史及其在整个历史
中发展社会的作用有关的问题。 ICOHTEC
于1968年在巴黎成立，其目的是整合所
谓的双方科学界铁幕。目前，该组织的成
员是来自欧洲，美洲，日本，印度和澳大
利亚的学者。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聚集
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研究人员。 更多信
息： www.katowice2019.icohtec.org

“波兰地理和政治地图集”在
东京获奖
2019-07-24
由华沙大学地理与区域研究系华Marcin 
Solar教授编写的“波兰地理和政治地图
集”在东京举行的第29届国际制图大会
（ICC）期间获得第三名。 国际制图大会
是一个周期性的活动，期间提出了制图领
域的最新成就。 今年的会议在日本国家新
兴科学与创新博物馆举行。活动期间，展
出了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品。
它们分为七类：地图，图表，地图集，数
字产品，数字服务，教育制图产品和其他
制图产品（包括地球仪和触摸地图）。 获
奖出版物介绍了波兰对其他欧洲和世界国
家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地位以及波兰经济和
社会的数据。有关波兰的信息包含在大约
五千张彩色地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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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韦斯托克大学“在度假时
遇到了数学”比赛
2019-07-24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发 言 人 K a t a r z y n a 
Dziedzik通知道：“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数
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数学创新学习中心
（CKUM）邀请各位参加“在度假时遇到
数学”竞赛 。”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数学
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数学创新学习中心协调
员Anna Rybak博士说道：“对于那些能
够在假日条件下在周围世界寻找数学方面
的人来说，这是一场激烈的竞赛。” 参赛
作品的主题为： 如何计算背包的容量； 
如何规划假期费用预算； 如何测量河流中
的水流速度或风车翼的旋转频率。 作品可
以是文字，也可以是艺术或摄影作品。 参
赛者可以是小学和中学的学生。 这些作品
将在三个年龄段进行评估。 裁判将考虑
到美学，独创性，原创性，展示和解释与
数学的关系的可读性。 更多信息 http://
matinf.uwb.edu.pl/documents/ckum/
regulamin_konkursu.pdf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研究员获
得法国化学学会奖项
2019-07-24
来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化学系的Marek 
Samoć教授成为2019年法国 - 波兰科学奖
的获奖者。奖项由法国化学学会授予来自
各国杰出的科学家。 Marek Samoć教授
因无机和有机金属化合物，共轭聚合物和
量子点的非线性光学性能领域的杰出成就
而获得认可。 Marek Samoć教授是弗罗
茨瓦夫大学先进材料工程和建模系的负责
人，也是物理化学领域的专家研究光电子
学和光子学的新材料。多年来他一直在澳
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激光物理中心工作并且
与世界上众多的研究中心合作。2016年获
得了波兰诺贝尔奖。

卡托维兹举办关于美国政府公
共采购市场研讨会
2019-07-24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和波兰美国东北商
会邀请各位参加促进波兰和美国公共采购

市场知识的研讨会。 研讨会旨在传播有关
波兰和美国公共采购市场的知识，并为两
国企业家提供参与这些市场的机会。作为
首次会议的一部分将介绍有关美国政府公
共采购市场的基本信息。活动由波兰 - 美
国富布赖特委员会赞助。 研讨会面向对美
国和波兰的法律法规以及公共采购和公私
合作实践感兴趣的人士，包括企业家、商
会代表、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律师以及
法律和经济研究领域的学生。

哥白尼大学天文学中心射电望
远镜
2019-07-25
哥白尼大学天文中心工作的射电望远镜
将进行大规模整修。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将为这个复杂且成本极高的项目提供资
金。 科学部为哥白尼大学提供了400万波
兰兹罗提，其中包括为射电望远镜提供的
三年资金以及翻新所需的资源，资金将
于明年春季开始拨发给大学。天文中心预
测射电望远镜将停用半年。 射电望远镜
RT-4创建于1994年，是欧洲最大的射电
望远镜。该装置的前照灯直径为32米，
近900平方米，内置336个铝质面板。支
撑结构在4个手推车上移动，不仅可以转
动还可以移动射电望远镜。射电望远镜
是欧洲和全球VLBI干涉测量网络的一部
分。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6253

奥波莱“文化之镜中的时尚， 
语言 - 文学 - 文化“
2019-07-25
奥波莱大学语言学院邀请给参加于10月
8日和9日举行的“文化之镜中的时尚，
语言 - 文学 - 文化“会议。 会议面向科
学人员，博士生，高等教育毕业生和学
生。 活动的组织者提出了对时尚的双
重理解 - 包括时尚的重要性和服装的变
化，以及身份和主题的视角。 组织方宣
布了一个多方位的方法来吸引来自人文
学科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 - 文学学者，
语言学家和文化研究。 会议还将专注
于文学，电影，戏剧，视觉艺术，大众
文化，媒体以及美学，时装研究和表演

领域的时尚话语。 更多信息： www.
modawzwierciadlekultury.pl

波兰学者在现代物理学评论中
发表文章
2019-07-25
来自华沙、斯图加特、阿姆斯特丹、汉
堡，科隆和马里兰大学的一个国际科学家
小组在华沙大学物理系的Michał Tomza
博士的指导下，获得了Start，Homing
和First Team计划的奖项，并在现代物
理学评论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冷混合离
子原子系统的评论文章。 文章介绍了
控制冷原子和离子混合物中相互作用和
动力学的微观物理学，并讨论了如何在
实验中制备这些系统。 文章还介绍了“
超冷原子和离子的混合混合物如何用于
研究受控化学反应，创建和研究冷分子
离子光谱以及实现许多物体的量子物理
模拟”。 更多信息： https://journals.
a p s . o r g / r m p / a b s t r a c t / 1 0 . 1 1 0 3 /
RevModPhys.91.035001

华沙中央商学院学生获得英国
智库奖
2019-07-25
来 自 华 沙 中 央 商 学 院 的 毕 业 生 A g a t a 
Makowska获得了英国智库进步政策研
究所（IPRE）的奖项。获奖的文章主题
是“分散英国：实现包容性繁荣的'大推动
力”是英国经济状况和加快发展的思想。 
Agata Makowska的团队获得了50000
英镑的奖励。在给校长教授的邮件中。 
Agata Makowska在给校长的邮件中表示
了对大学的感觉：“我很自豪地向您报告
我最近的成就，这主要归功于华沙中央商
学院MONTH（经济学和信息系统中的定
量方法）本科学习期间所获得的教育。作
为华沙中央商学院校长奖学金的多次获奖
者，我要感谢我的讲师在学习期间所获得
的辛勤工作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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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波兰 - 法国科学奖
2019-07-26
波兰科学基金会（FNP）、法国高等教
育、科学研究与创新部（MESRI）与法国
科学院合作宣布科学奖竞赛开始。 根据
波兰科学基金会提供的信息，奖项旨在突
出波兰 - 法国科学合作的好处。 这将是波
兰和法国两位合作科学家历史上第一次获
奖，以表彰他们的共同研究成果，这有助
于加强两国之间的科学合作。 申请截止
至2019年9月30日。 结果公布和颁奖仪式
将于2019年底波兰 - 法国科学年结束时公
布。 更多信息： https://www.fnp.org.
pl/oferta/polsko-francuska-nagroda-
naukowa-im-mari i -sk lodowskiej- i -
pierrea-curie/

弗罗茨瓦夫社会学大会
2019-07-29
波兰社会学协会与弗罗茨瓦夫大学社会学
研究所邀请各位参加第十七届全国社会学
大会。会议口号为：“我，我们，他们？
主观性，身份，归属关系“。会议将于9
月11日开始，持续四天。 组织者认为，
活动能够使我们能够对融合和冲突，资本
和价值观，多元文化主义的各个方面以及
当代移民的后果，社会和生活方式，波兰
社会学的特征和状态，社会学家在现代世
界中的作用，采取新的观点， 对于新旧社
会问题以及废除或建立不同的界限。 组
织者邀请代表大会给地方当局和关心社会
发展机构，以及博士生各大学，高中毕业
生和那些想激发你的想象力社会学，或更
好地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更多信
息： https://17zjazdpts.uni.wroc.pl/pl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教授获得立
陶宛共和国议会奖章
2019-07-29
比 亚 韦 斯 托 克 大 学 教 授 、 维 尔 纽 斯 大
学 经 济 与 信 息 学 院 院 长 M i e c z y s ł a w 
Zdanowicz获得了由立陶宛共和国议
会会长Viktorasa Pranckietisa教授
颁发的奖章。 根据比亚韦斯托克大学
发言人Katarzyna Dziedzik提供的信

息，Mieczysław Zdanowicz教授自
2016年起担任维尔纽斯比亚韦斯托克大学
经济与信息技术学院院长。 Mieczysław 
Z d a n o w i c z 教 授 在 对 V i k t o r a s a 
Pranckietisa教授的致谢信中写道：“
（...）致谢您为维尔纽斯比亚韦斯托克大
学分校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在波兰
开展计算机科学，经济学和欧洲研究领域
的高等教育研究过程中的全心和负责任的
工作做出了贡献。 您的负责任的工作为
立陶宛和波兰学术界之间的合作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 我希望您对这些作品感到满
意。“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研究员获得
法国特殊奖
2019-07-29
来自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管理和经济学系的
Magdalena Popowska博士和来自建筑
系的Janusz Gujski获得了学术棕榈勋章。
奖章由法国总理授予，受到教学界的积极
成员和为世界法国文化传播做出贡献的人
们的尊重。 Magdalena Popowska博士
承诺在格但斯克，通过与法国的名誉领事
长期合作推广法国语言和文化的贡献，并
主持格但斯克法语联盟协会法国和波兰关
系的发展。 波兰共和国建筑师协会建筑师
Janusz Gujski因在波兰 - 法国学术合作中
对教育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而获奖，并鼓
励学生参加在法国举行的著名国际比赛“
开放世界”。

“新媒体的变化，未来从今天
开始”会议
2019-07-30
西里西亚大学文化科学与跨学科研究所邀
请各位参加“新媒体的变化，未来从今天
开始”全国科学会议。 会议主题取自未
来学的观点，并反思当前的趋势，趋势和
沟通行为构成新的和未知的基础，宣布媒
体确定的媒体文化的进一步变化。 会议在
卡托维兹的科学信息中心和学术图书馆举
行并在会议期间讨论以下主题：新媒体的
未来，我们将使用什么设备，移动媒体的
未来或他们可能采取的形式。 邀请参加
此次活动的对象是理论家，当代文化研究

人员，媒体专家，传播学家和媒体人类学
家，以及新媒体行业的从业者。

雅盖隆大学医学院正在寻找能
够模拟患者的候选人
2019-07-30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医学院正在寻找能够
模拟患者的候选人，这将有助于医学教
育。 雅盖隆大学医学教育部医学教学部的
Łukasz Małecki在接受“超级表达”采访
时说道：“模拟患者可以是任何人。当然
需要基本的表演技巧。这些人接受了我们
的情景，这取决于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
具有不同的细节水平。” 申请将截止至
2019年8月10日，可以发送至以下邮件地
址：ciem.sp@uj.edu.pl

“波兰命名”竞赛提交即将截止
2019-07-30
截止至2019年7月31日可以提交IAU100 
NameExoWorlds竞赛下关于命名太阳系
外行星及其恒星的想法。奖励由国际天文
学联合会（IAU）授予。本次全球竞赛的
全国版由波兰天文学会（PTA）负责。 每
个人都有权在个人和机构（学校，组织，
机构，俱乐部或其他实体）提交想法。可
通过竞赛网站上的表格www.iau100.pl/
planety递交申请。除了提交的名字还需
要提交以此命名的理由。 全球IAU100比赛
NameExoWorlds于2019年6月6日在全球
推出。在其框架内，每个国家都有权命名
其中一个太阳系外行星及其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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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佐夫舍的创新者”竞赛
2019-07-31
截止至2019年8月19日可以申请参加“马
佐夫舍的创新者”竞赛。 马佐夫舍省省
政府组织的这项竞赛的目的是选择培养
和实施创新解决方案的年轻人才。 竞赛
主题包括技术（产品和流程）创新，组织
创新，营销以及可在日常业务实践中实
施或应用的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其他主
题。比赛分为两类：创新公司和创新科学
家。 2019年11月将选出官方晚会，并授
予微型，中小型企业科学家和公司提出
的创新的成功开发和实施。总奖金为11.3
万兹罗提。 更多信息： https://www.
dropbox.com/s/ywkc39oabvh1h3v/
REGULAMIN%20XI%20EDYCJI%20
KONKURSU.pdf?dl=0

来自雅盖隆大学的教授将成为
瓦维尔皇家城堡主任
2019-07-31
来自雅盖隆大学的Andrzej Betlej教授是现
任克拉科夫国家博物馆的负责人，他将取
代Jan Ostrowski教授担任瓦维尔皇家城堡
的主任。Andrzej Szczerski教授将成为克
拉科夫国家博物馆的负责人。将于2020年
初正式就职。 文化和国家遗产部通报了这
些变化。Jan Ostrowski教授是杰出的博物
馆工作者，雅盖隆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的长
期研究员和艺术史领域公认的国际权威。 
Andrzej Betlej教授在雅盖隆大学艺术史
研究所工作。他的科学兴趣集中在现代艺
术，特别是前波兰- 立陶宛联邦东部地区的
建筑和雕塑。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波兰艺
术史研究所常任理事会。

波兹南学生质量论坛
2019-07-31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学生会将第九次组
织全国教育质量会议- 学生质量论坛。论坛
将于10月11日至13日举行，主题为是国际
化。 在会议期间，科学界的代表，包括学
术教师，支持质量的机构成员，处理教育
质量的学生和来自外部机构的发言人将领
导关于资格的小组，这些资格是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 今年论坛将在Morasko校区
举行，地址为波兹南大学76号

虚拟道德和法律司
2019-08-02
数字化部长Marek Zagórski为虚拟道德和
法律部门的活动揭幕，其任务是分析和调
查与人工智能（AI）及其与其他技术的关
系的法律和道德挑战。 虚拟道德和法律部
将为政府提供建议，并建议政府支持使用
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解决方案的活动。这
一切都是为了建议有效的解决方案和法律
的变化能够更好地开发人工智能。 虚拟道
德和法律部将由代表波兰科学院、NASK国
家研究所、克拉科夫科学院、比亚韦斯托
克大学、华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
大学、罗兹大学、奥波莱大学、卡托维兹
西里西亚大学、华沙大学和华沙科技大学
的科学代表创建。

来自MOA艺术硕士建筑师获
得白金A'设计奖
2019-08-05
位于波美拉尼亚科技园区的MOA艺术硕
士办公室荣获A'Design奖和竞赛奖。这
是世界上最大的最佳设计，概念，产品
和设计服务竞赛。 MOA艺术硕士在设计
和展览市场上运作。是一个跨学科的设
计办公室，在独特的展台领域为企业提供
巧妙和创新的解决方案。格丁尼亚的帕克
斯从意大利科莫回归，获得了室内建筑和
空间设计奖。 为OKA（一家德国办公家
具制造商）设计的获奖展台的主要理念是
捕捉所谓的一个设计天才的闪光，出现在
设计师的头脑中，致力于一个新的想法。
设计是一个干净，经过深思熟虑的，可以
在展台展出的个人家具中找到的新设计。 
更多信息： https://ppnt.pl/platinum-
adesign-award-dla-architektow-z-
moa-masters-of-arts/

青年程序员俱乐部第一系列研
讨会
2019-08-05
年轻程序员俱乐部的第一系列研讨会已经
结束，孩子们与父母一起学习编程。俱乐
部自去年秋季以来一直在16个波兰中等城
市开展业务。 根据参与活动的人员调查表
显示，超过20,000人参加了为期9个月的
俱乐部活动。97％参与者会向其他人推荐
课程，92％的人希望再次参加课程。 调查
问卷还询问了他们如何评价俱乐部，机器
人，教育材料和设备的位置。上课的地点
符合97％的期望。父母，同样数量的机器
人满意，教育材料符合96％的期望。 有一
半的受访者通过互联网了解到研讨会，近
25%的受访者通过学校了解到研讨会。

2019nterNanoPolan会议
2019-08-05
基金会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纳米网和西
里西亚集群纳米邀请各位科学家，企业
家，经营环境机构和处理纳米材料和纳
米 技 术 学 生 论 坛 于 1 0 月 1 6 和 1 7 日 参 加
nterNanoPolan会议。活动科学共同组织
者是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 会议使年轻
科学家能够展示研究和开发项目并分享研
究成果。这是一个与从事纳米技术发展，
寻找雇主，员工或科学或商业合作伙伴以
及获得实用技能的从业者交流的机会。 本
次会议的主题是：欧洲集群纳米技术，光
电子学和光子学，3D打印和纳米技术，纳
米材料在纳米材料的环境- 在美容和医学的
挑战和威胁，纳米材料和纳米技术在能源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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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大学科学家银河系的独特
地图
2019-08-06
来自华沙大学的OGLE光学引力传感实验
团队的科学家创建了一个新的，独特的银
河系三维地图。科学家们的文章被刊登在
了科学杂志上，这是科学期刊30年来第一
次完整的波兰作品。 OGLE光学引力传感
实验团队是由Andrzej Udalski教授领导的
项目。该项目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空光度测
量项目之一。 华沙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直接
测量的基础上创建了银河系的三维地图。
在他们看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是
专注于具有相似属性的一组恒星。 为了制
作地图，天文学家使用了超过2,400种造父
星（年龄超过2.5亿年的恒星），其中大部
分是在智利Las Campanas天文台的华沙
望远镜的帮助下探测到的。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文学，
纪录片和人文教育
2019-08-06
波兰语言文学教学部和卡托维兹西里西亚
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邀各位参加“让事实变
得可以理解？文学，文献，人文教育和现
实文化表征的集合“科学会议。 会议是
一个可以反思美丽的文学作为一种叙述，
提出各种现实描述范式，一种文件，是一
种响应所有变化的地震仪，以及人文教育
的形式和作用，包括学校实践的这些文
本。 讨论主题包括：文学文本，非小说
类，个人纪录片文学，试图理解事实，非
小说/个人纪录片机会，在学校教育中存在
重要的当代问题。例如气候危机，与移民
有关的问题。 更多信息： https://www.
us.edu.pl/konferencja-pt-czynic-fakty-
pojmowalnymi

第五届全国博士生科学会议
2019-08-06
斯瓦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学院历史与政治科
学研究所的博士生邀请各位参加第五届“
波兰和几个世纪的邻居”科学会议。会议
将于9月28日举行。 会议主题是波兰和邻
国的进程，以及波兰与其邻国之间的相互

关系。今年的会议是斯拉普斯克波美拉尼
亚学院成立5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 组织者
宣布讨论以下问题：波兰和邻近地区的多
方面人类活动;历史上波兰居民及其邻居的
日常生活;几个世纪以来波兰和邻近地区发
生的小规模战争，战争，波兰和邻近土地
上的武装冲突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
问题。

收藏品数字化
2019-08-06
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知识与科学技术
信息中心，图书馆资料（技术杂志，建筑
报告，照片和底片）的数字化和精心制作
即将结束。 由于数字化和馆藏的发展，将
确保数字形式的资源的安全，长期存储和
存档，并在下一阶段允许广泛访问互联网
上的资料。部分资源将根据WCAG 2.0标
准制定，这将有助于与残疾人分享项目的
影响。 扫描并开发，等等自1948年以来发
行的波兰杂志。它们是国家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体现了波兰科学的发展及其对世
界科学的影响。其他与建筑和考古问题相
关的材料创造了波兰古迹的独特文献。 更
多信息： https://pwr.edu.pl/uczelnia/
aktualnosci/na-pwr-dobiega-konca-
kolejna-wielka-digitalizacja-11301.html

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研究
员获得波兰科学基金会奖学金
2019-08-07
来自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大地测量学
和地理信息学研究所的Kamil Kaźmierski
博士获得了波兰科学基金会启动计划奖学
金，该计划为最有才华的年轻科学家提供
支持。 Kamil Kaźmierski博士说道：“我
主要的工作是使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
球导航卫星系统，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提
高定位的准确性。我专注于使用PPP（精
确点定位）技术进行实时定位。在过去的
几年里，我一直在使用来自所有全球导
航系统的卫星观测来改进定位方法：美国
GPS，欧洲伽利略，俄罗斯GLONASS和
中国北斗。“ Start计划是波兰最大的奖
学金计划，面向30多岁代表所有科学领
域的最佳研究人员。今年基金会选出了

100名获奖者。 更多信息： http://www.
glos.upwr.edu.pl/aktualnosci/49732/
stypendium_fundacji_na_rzecz_nauki_
polskiej_dla_dr_kazmierskiego.html

弗罗茨瓦夫国际军事领导学院
2019-08-07
弗罗茨瓦夫陆军学院奖实施国际军事领导
学院战略伙伴关系项目（IMLA）。作为项
目的一部分将组织一个强化课程以培养欧
盟军事院校学生的领导技能。 来自欧洲和
美国的合作伙伴在弗罗茨瓦夫陆军学院的
指导下进行了100多个小时的培训。来自希
腊，葡萄牙和波兰的48名学员参加了压力
管理，动机和影响，沟通领导和危机管理
等课程。 强化课程IMLA是该项目最重要的
培训项目，其主要目标是为欧盟军事大学
的学生制定现代化的流动策略。这些解决
方案旨在为未来的官员提供更多获得新技
能和能力的机会。

格但斯克大学国际量子技术理
论中心获得资助
2019-08-07
格但斯克大学国际量子技术理论中心的两
个项目获得了量子技术领域国际研究项目
竞赛资助。这一成功巩固了大学作为量
子物理领域世界领导者之一的地位。 格
但斯克科学家将与捷克共和国，法国，
西班牙和德国的团队合作开展“ApresSF 
空间和频率测量中的量子超分辨率”项
目。项目结果可用于天文学寻找遥远的
行星，航空技术和光谱学。 第二个获得
资金的项目是“eDICT，面向实验的设
备无关CrypTography“。项目将与来
自奥地利，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瑞士
的科学家共同开展。 比赛由QuantERA
联盟组织，由波兰国家科学中心协调。 
更多信息： https://ug.edu.pl/media/
aktualnosci/90032/sukces_fizykow_
kwantowych_ug_w_konkursie_sieci_
quant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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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RTX汽车
获得意大利比赛第五名
2019-08-08
由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建造的RTX
汽车在意大利方程式学生比赛中获得了第
五。RTX是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建造
的第十辆汽车。车辆的建造于去年9月底开
始，近60人参与了该项目。 PWR赛车队在
商业计划演示比赛中获得了第三名。演示
文稿的设计解决方案，美学和专业准备获
得了评委的赞赏。这款车的特色还在于发
动机的独特声音。 由于齿轮箱出现问题车
辆在比赛中获得了第五名。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学生参
加极地探险项目
2019-08-08
波兹南茨凯维奇大学学生在斯匹次卑尔根
的AMUPS极地站参加“极地项目”探险
活动。斯匹次卑尔根是波兰最北端的研究
站。探险旨在对北极冰川以惊人的速度消
失进行研究。 探险研究课题包括地质学，
气象学，气候学，冰川学以及人体压力对
景观的影响。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年轻
科学家将使用现代测量工具，例如带有内
置设备的无人机来测量温度，湿度和风
速，以及简单，经过验证的棒和标尺测量
方法。 探险在波兰地理学会的赞助下进
行。探险队的媒体赞助人是“探索世界”
月刊。已经在8月号的杂志上会有关于探险
的记录，当探险队归来时会发布更多详细
的探险记录。

波兰教师走向世界
2019-08-09
2019年8月2日至4日在克拉科夫举行了一
次由波兰语作为外语教学的教师会议，会
议由国家学术交流机构根据“讲师”计
划选出。 709名波兰语教师了参加此次活
动，他们将在2019/2020学年在世界各地
的大学教授波兰语。 会议是为这次旅行做
准备的研讨会，也是一次见面和结识每天
在世界各地工作的波兰语教师的机会。

弗罗茨瓦夫物理大道
2019-08-09
弗罗茨瓦夫Zwierzyński街道上将建造一
个独特的实验花园，声学镜是众多景点中
的第一个，旨在以物理定律的方式展示。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物理和天文学系的
Maciej Matyka博士说道：“Zwierzycki 
Boulevard目前已经被遗忘了，但它是市
中心的一个迷人的地方，拥有壮丽的树木
大道和奥得河的景色。我们决定创建一个
振兴项目。我们想要利用这个空间而不会
伤害在这里生长的梧桐树 项目涉及四个
其他景点的组合：一个巨大的日,,带有视
错觉的旋转式表盘，具有延迟声音的玩
具和旋转平台。另外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
在下西里西亚地图背景下的岩石和巨石
样本。 更多信息： https://uni.wroc.pl/
zwierciadla-akustyczne-na-poczatek-
bulwaru-izykow/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斯瓦尔巴
德项目
2019-08-12
Sorkapp海洋垃圾清理项目收集了近四
吨各种废物，清理了由国家公园保护的
斯匹次卑尔根岛海岸线的一部分。弗罗
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博士生Jędrze jGórski
参加了项目。 项目由六人组成，在位于
Spitsbergen岛南部Hornsund峡湾入口
处的Palffyodden度过了一个月。他们清
理了Sor-Spitsbergen国家公园内的一部
分海岸。当他们离开波兰前往斯瓦尔巴群
岛时，他们计划清理23公里的土地。最
终成功的清理了15公里的路段，收集了
3.7吨垃圾。 项目成员在斯瓦尔巴特海岸
发现了渔网，绳索和浮标，化妆品塑料
瓶，洗涤剂和果汁，药品包装，灯泡甚至
车轮。通过斯瓦尔巴环境保护基金的资
助，清除这部分北极地区是森林基金会倡
议的一部分。 更多信息： https://pwr.
edu.pl/uczelnia/aktualnosci/miesiac-
sprzatania-arktyki-jedrzej-gorski-wrocil-
z-misji-na-svalbardzie-11302.html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
2019-08-12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地理和地质科学学
院的学生和博士生参加了国际GEO实习
项目。项目第五版命名为“阿曼的沙漠周
围”。 参与者对热带气候中潜在和实际
蒸发的速度和程度进行了研究，从土壤表
面水平取样，以满足所创建的数据库和论
文，价值旅游路线以及构成地质旅游发展
的潜在和现有地理位置的需要。 项目还对
该地区景观中最具特色的元素之一周期性
河谷（干河）进行了景观研究。学生们宣
布开展研究成果的密集工作，从9月起将通
过在大学，学校和文化中心组织一系列讲
座来开始推广活动。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科学家获
得EAAP奖
2019-08-13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兽医学和动物科学学
院动物育种遗传学和基础知识系助理教授
Marcin Pszczoła博士获得了欧洲动物科
学青年科学家联合会奖。 EAAP欧洲生物
技术联合会是一个国际非营利性协会，由
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和一些地中海国家的科
学家，从业者和与动物技术科学相关的政
府管理代表组成。 EAAP欧洲生物技术联
合会过科学成果促进动物生产的改善，授
予在欧洲范围内的科学活动中取得了显著
成就杰出的年轻科学家（38岁以下）奖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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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波莱植物学研究
2019-08-13
奥波莱植物学家的研究结果描述了整个栖
息地移位后地表上下土壤功能多样性的差
异，研究结果已发表在“土地退化与发
展”杂志上。 奥波莱大学研究人员与波兰
科学院和米科武夫植物园的员工一起确定
了植物地下部分的种子重量，高度，叶片
大小和结构等特征的变化最敏感的植被类
型是草地社区。 研究人员对拉济翁库夫
的草地进行了研究。在卡托维兹- 皮尔佐
维采机场的第二条跑道建设后，他们依靠
监测草地，磨坊和荒地的物种组成，不得
不转移超过一公顷珍贵的植物群落天然斑
块。这是使用重型设备完成的，并且该方
法被证明足够有效，可用于更高必要性的
情况。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在格
丁尼亚红牛飞行比赛中获得第
三名
2019-08-13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在格丁尼亚举
行的“2019年红牛飞行比赛”比赛中获
得第三名。他们建造的滑翔机飞行了近18
米。 来自波兰各地的39个团队参加了比
赛。比赛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0
秒，由评委团评判艺术表演，这是一个顺
利的开始。然后滑翔机在30米长的坡道上
加速，并从6米的高度推入水中。计算飞行
距离，直到机器首次接触水。 “科技学院
公牛队”团队由每天在学术航空俱乐部，
车辆和移动机器人科学圈以及复合材料科
学圈工作的学生组成。滑翔机设计的灵感
来自两架飞机- 流行的F-16战斗机和世界上
最受欢迎的特技飞机之一Zivko Edge 540
。

奥尔什丁第二十届灯塔卫星研
讨会
2019-08-13
2019年8月19日至23日第二十届Beacon
卫星研讨会将在奥尔什丁举行，由空间环
境无线电诊断中心，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
（UWM）空间工程和建筑大地学院组织。 

研讨会是国际无线电联盟Jonosphere委
员会（URSI）在三年周期内组织的最大型
会议。会议将首次在波兰举行。 奥尔什
丁大学将接待200多名科学家，包括来自
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意大
利，印度，俄罗斯，中国，台湾，泰国，
巴西，阿根廷，南非和尼日利亚的科学
家。 Beacon卫星研究小组成立于1972
年，专注于利用卫星无线电技术进行电离
层监测。

克拉科夫” 女性在数学中的脚
步”会议
2019-08-13
2019年8月31日至9月2日，波兰女子数学
学会和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应用数学j将
主治“女性在数学中的脚步”科学会议。 
会议的目的是尊重被称为“数学公主”的
Soia Kowalewska教授，她对数学发展
特别是偏微分方程及其应用的重大贡献，
并强调Soia Kowalewska教授对争取妇女
权利及其平等接受教育的贡献。 “女性在
数学中的脚步”系列会议促进了女性的成
就和优点、研究、专业活动和出版物为科
学，主要是数学和相关科学的发展做出了
重大贡献。

第四届西里西亚科学节
2019-08-14
截止至9月30日可以申请参加第四届西里
西亚科学节卡托维兹的车库发明评论。在
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活动期间，业余发明
家，设备制造商和有趣的技术解决方案将
有机会展示他们的工作成果。 所有提交的
提案将由专家委员会进行分析，委员会将
主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评估。最有趣
的项目的作者将被邀请参加艺术节，最佳
项目将由节日观众，区域媒体读者和专家
委员会颁发。 科学节展示了参与科学的
人的成就。活动面向所有年龄段的设计师
和发明家，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申请可
通过电子渠道进行。 登记表格见：www.
slaskifestiwalnauki.pl

Irena Lasiecka教授获得了
Richard E. Bellman控制遗产奖
2019-08-14
Irena Lasiecka教授毕业于华沙大学
（UW）获得了美国自动控制委员会颁发的
年度荣誉理查德·E·贝尔曼控制遗产奖。 
Richard E. Bellman奖授予在控制理论领
域具有重大研究成果的杰出科学家。奖项
是美国科学机构相关科学家的最高奖项。 
Irena Lasiecka教授是一位专攻数学家的
专家在控制理论，微分方程和应用数学。
她毕业于华沙大学，毕业于硕士，并为应
用数学学科的博士论文辩护。2012年，
波兰共和国总统授予她教授头衔。 Irena 
Lasiecka教授首先在波兰科学院系统研究
所，然后在美国大学开展了自己的科学生
涯。

文化中心数字化
2019-08-14
数字化部与文化和国家遗产部一起实施了
公社文化中心的数字化计划。计划主要目
标是将所有中心连接到宽带互联网，为他
们配备计算机设备并组织数字能力培训。 
数字化部长Marek Zagórski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道：“来自波兰各地的550家机构申
请了年度数字能力培训的资金- 这是一个很
好的结果，证明了当地社区正在等待这些
举措。” 培训旨在提高员工的能力，使他
们能够独立地或在培训师的帮助下为儿童
和青少年进行培训。申请人包括非政府组
织，非政府组织与地方政府单位的伙伴关
系，管理老年大学的机构，科学，文化，
教育和大学领域。



EVENTS  2018-2019

922

华沙游戏和模拟爱好者国际会议
2019-08-14
科兹明斯基大学（KU）将于2019年8月26
日至30日在华沙举办第50届ISAGA（国际
模拟和博彩协会）会议。主题将是过去五
十年来各个领域的游戏和模拟。 ISAGA
会议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戏和模拟爱好者
的年度聚会。活动旨在满足游戏世界的人
们，包括来自游戏，促进冲突解决或游戏
设计行业。 今年的会议将是纪念在过去半
个世纪中为上述领域的发展作出贡献的杰
出人士的机会。ISAGA社区遗产将有回顾
或小组讨论。会议的最后两天将专门讨论
该组织的未来。 发言人包括皇家理工学
院副院长Sebastiaan Meijerl教授、来自
名古屋工业大学的Toshiyuki KANEDA教
授、来自NHL Stenden应用科技大学的Ivo 
Wenzler博士和Nation Ltd.首席游戏改变
者Ann Coppens。

西里西亚大学青年外交学院
2019-08-16
截止至9月20日可以申请卡托维兹西里西
亚大学开放大学的一项新举措青年外交学
院。课程针对16岁以上的高中生。 参与
该项目不仅可以使参与者发展他们的激情
和兴趣，而且还可以成为在外交，政治或
行政方面迈出第一步的机会。学生将有机
会参加礼仪，生活技巧，外交技巧和社
交能力的培训。 学院旨在提高年轻人在
公民和组织领域的活动水平，并使他们
熟悉关于尊重他人和管理他们的情感的
讨论原则和对话者。 更多信息： http://
akademiadyplomacj i .us .edu.pl/
akademia-dyplomacji-mlodziezy

波兰科学院正在研究1918 - 
2018年波兰农村的变化
2019-08-16
波 兰 科 学 院 农 村 和 农 业 发 展 研 究 所
（PAN）的研究人员收集了描述农村家庭
命运的记忆。他们将在2019年10月10日
和11日在华沙举办的“百年波兰村庄发
展”会议上分享结论。在活动期间将能够
看到日记展览。 展览的创建源于“农场百

年”竞赛。竞赛由波兰科学院农村和农业
发展研究所（IRWiR PAN）和波兰农业出
版社共同举办。 55人分享了私人故事和
独特的照片。收集的材料描述了个人经历
和事件，同时波兰村庄的形象在上个世纪
出现。战前贫困，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的流离失所而徘徊，1945年之后难以回
归。这些只是日记中的一些主题。 '波兰村
庄发展百年，跨学科代际对话“会议将成
为波兰科学院农村和农业发展研究所实施
的研究项目的高潮，其主题是1918  -  2018
年波兰农村的发展。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获
得“封面大数据”比赛
2019-08-19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开发了一个用
于对客户进行分类并产生促销活动的系
统，系统在波兰Żabka组织的“Cover 
Big Data”竞赛中获奖。系统的获奖者将
前往硅谷。 竞赛任务是在实践中使用大
数据，即大型可变和各种数据集。三人小
组参加了比赛，最初可以选择八个研究问
题中的一个，包括对Żabka应用程序客户
的分析。 系统由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IT和
管理学院的学生Paweł Kunicki、Adam 
Dłubak和Bartłomiej Lisek设计。竞赛评
委称项目“基于当前交易，现有供应和外
部条件的客户细分和生成个性化促销的
系统”，是最具创新性，盈利性和功能
性的。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pl/
uczelnia/aktualnosci/wygrali-konkurs-
big-data--w-nagrode-zobacza-doline-
krzemowa-11309.html

凯尔采欧洲火星探测器比赛
2019-08-19
第五届欧洲罗孚挑战赛将于9月13日至15
日在凯尔采举行。 来自15个国家的40支
队伍有资格参加火星探测器比赛。决赛选
手包括德国，加拿大，英国，波兰，土耳
其，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代表。去年的
获胜者将由凯尔采科技大学代表。 圣十字
省政府为科学和商业会议捐赠了十万兹罗
提。 在活动期间，凯尔采科技大学将设有
40个展台，公司将展示空间技术的使用，

其中包括参与欧洲航天局和美国宇航局航
天任务的波兰航天公司。活动期间将举行
关于机器人构造和全息图模拟的演讲和研
讨会。

数字化部宣布为市政当局举办
竞赛
2019-08-19
数字化部将为“每个人的互联网”项目拨
款1.2亿兹罗提。热点- 带免费WiFi的建设
将会出现在公园，广场，车站，文化中心
和图书馆。数字化部倡议针对来自波兰各
地的农村和城乡公社参与建设。 市政当
局可以申请资助其所在地区的公共热点建
设。个人资助的最高金额为64 368兹罗
提。补贴将用于支付安装热点的费用，
但维护基础设施和容量将是市政当局的任
务。每个申请参加比赛的城市将配备至少
10个速度为30mb/sd的wii点。 波兰将会
设立19000个全新的免费WiFi点。比赛征
集活动与数字波兰设计中心联合举办于9
月7日开始，比赛将持续进行至2020年6月
底。

波兰化学学会科学大会
2019-08-19
第六十二届波兰化学学会科学大会将于
2019年9月2日至6日在华沙科技大学举
行。 活动由波兰总统Andrzej Duda的赞
助举办，将在波兰化学学会（PTChem）
成 立 1 0 0 周 年 之 际 举 行 。 主 要 组 织 者
PTChem的华沙分会希望该活动的组织是
华沙众多学术和研究机构代表之间合作的
结果。 大会计划由全体会议主席和18个
主题部分共同创建，这些部分来自各个化
学领域的波兰最佳专家组。 会议组织方邀
请并获得了外国科学家参与此次活动的确
认，其中包括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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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科
学联盟大会
2019-08-19
2019年8月27日至31日将在波兹南举行国
际人类学和民族学科学联盟大会，大约
800名科学家将参加会议。 来自世界75个
国家的科学家将在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
会面，大会主题为“世界团结”。 在全
球变暖和社会不平等迫使整个人口迁移并
导致排斥意识形态的时候，同情，社区和
团结的概念现在特别重要。 许多知名科
学代表宣布参加此次活动，其中包括来自
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领域哈勒马克斯普朗
克研究所所长Chris Hann教授，来自纽
约城市大学前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Alisse 
Waterston。Chris Hann教授将在开幕仪
式发表演讲。 更多信息： https://www.
iuaes2019.org/

科学家正在研究Lednickie湖
底部的皮亚斯特时代痕迹
2019-08-20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水下考古中心、雅
盖隆大学、华沙和格但斯克大学的研究
人员正在Lednickie湖底部进行研究。 水
下考古中心继续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
来由托伦哥白尼大学水下考古中心进行
的研究。Lednickie湖上的Ostrów岛是早
期皮亚斯特州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勇敢的
Bolesław Chrobry在这里出生，在宫殿
旁边是Mieszko 一世受洗礼的教堂。 今年
研究人员主要关注2年前发现的Ledniczka
岛上的桥梁，该桥在Mieszko时期将骑士
的暸望塔连接到大陆。虽然只留下了木
片，但仍有可能利用数字重建出当年的结
构。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6280

卢布林葡萄牙文学比赛
2019-08-20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
葡萄牙语言中心邀请各位参加第五届葡
萄牙文学比赛。 比赛旨在纪念水手费
迪南德麦哲伦世界海上航行500周年，
以葡萄牙语的方式创作一个关于旅行主

题的文学文本，以纪事或虚构故事的形
式出现。 比赛针对的母语非葡萄牙语人
士，来自所有非葡语的国家都可以参加
比赛。 作品应于2019年11月30日前寄
出。 更多信息： https://phavi.umcs.pl/
at/attachments/2019/0731/143937-
regulamin-pl-v-konkurs-literacki-2019.
pdf

技术领袖奖
2019-08-20
波兰大学海外大学战略发展总监Roman 
Mazur是2019年技术领袖奖的提名者之
一，奖项于每年在伦敦技术领袖峰会期间
颁发奖项。 技术领袖峰会是英国最大的
新技术领导者峰会，汇集了人工智能，
云领导，多元化领导和安全领导等领域
的专家。他们每年举行会议，讨论创新
经济中最敏感领域出现的挑战和市场机
遇。Roman Mazur不仅热衷于人工智
能，还是SmartCity社会创新专家，也是伦
敦皇家非洲协会的成员。 Roman Mazur
也是非洲日常商品自营卖家的交易平台
„MimiKazi”的作者。

弗罗茨瓦夫市长科学奖
2019-08-20
截止至9月13日可以申请弗罗茨瓦夫市长科
学奖，以进行整合城市学术环境的科学研
究。弗罗茨瓦夫市长邀请弗罗茨瓦夫学术
界的领导和杰出代表提交申请，获奖者名
单将于学年环境就职典礼期间公布。 弗罗
茨瓦夫科学奖的申请应包含对候选人科学
成就及其跨学科活动的描述，以及对弗罗
茨瓦夫学术/科学/艺术界融合的优点的描
述。考虑到上述条件，申请表的形式是可
选的。 认识到跨学科研究是一种特殊的方
式，可以作为学术和艺术社区共同作用的
共同工作模式，为了共同利益，即城市的
发展，Rafał Dutkiewicz市长为整合学术
环境的研究建立了科学奖。

美国学生参加了Civitas学院暑
期学校
2019-08-21
2019年5月底到8月初Civitas学院为来自
美国的44名学生实施了暑期学校计划，该
计划参加了五个关于安全和历史的主题课
程。 Civitas学院的暑期学校学生从美国各
大学来到华沙，包括：德克萨斯大学，德
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分校，匹兹堡大学，
田纳西大学，斯泰森大学，埃克德学院，
南卡罗来纳大学，迈阿密大学，联盟学
院。 华沙大学为他们组织了以下课程： “
中欧和东欧的安全问题”； “CEE：民主
之路”； “恐怖主义和混合战争”； “希
特勒与斯大林之间”与博物馆合作举办第
二次世界大战在新奥尔良和犹太遗产。

密茨凯维奇大学天文台大众科
学讲座
2019-08-21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天文观测所邀请
各位参加系列科普讲座。天文台的科学
人员将向志愿者介绍感兴趣的天文学科
目。Edwin Wnuk教授将于10月4日带
来主题为“太空碎片是否威胁到我们的
文明？”的讲座。 11月8日Wojciech 
D i m i t r o w 博 士 见 带 来 主 题 为 “ 红 色 星
球上有什么东西？”的讲座； 12月6日
Krzysztof Kamiński博士将带来主题为“
太空飞行受到威胁吗？”的讲座。每次讲
座结束后，都会计划巡回演出和望远镜演
出，如遇天气有利，还可观看天空观测。
整个过程将持续约1.5-2小时（45-60分钟
讲座，45-60分钟观看望远镜/天空表演）
。 讲座每月举行一次，每天两次。入场免
费，但需提前预订。注册可在天文台的网
站上获得，并在讲座日期前6天的午夜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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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关于现代
主义的展览和讨论
2019-08-21
8月23日起将在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展出“
混凝土怪兽”展览，这是一个展示18幅原
创海报的展览，描绘了东欧体育场馆，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体育场深入到他们城
市的景观中。活动包括由一个由艺术家，
科学家，体育记者和音乐家参与的讨论小
组。 直到最近，由混凝土板制成的建筑物
构成了波兰城市和城镇景观的主要元素。
今天它们正逐渐成为过去，但30年前，我
们中的许多人在这个领域长大。当时最重
要的设施之一是体育场馆，每周末都会聚
集众多人支持他们心爱的团队。 展览期间
艺术家，科学家，体育记者和音乐家将在
波兰和弗罗茨瓦夫讨论过去的具体遗迹，
他们与他们有关的感受和记忆，以及世界
现代主义的历史。 更多信息： https://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wychowani-na-betonie-wystawa-i-
dyskusja-o-modernizmie-w-sierpniu-na-
pwr-11307.html  

第十六届卢布林科学节
2019-08-22
第十六届卢布林科学节将于2019年9月16
日至20日举行，活动口号是“科学- 技术- 
创新”。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是卢布林科技
大学。 节日嘉宾将有机会参加研讨会，
演讲，讲座，讨论，实验，以及表演，比
赛，展览和表演。将举办户外活动，与作
者会面，教育游戏和音乐会。大学将邀请
各位参观实验室。 卢布林科技大学社会商
业环境合作副校长Anna Halicka教授说
道：“节日活动是许多地区的旅程; 从工程
和技术科学，到医学，心理学，哲学，教
育学，到美术和戏剧。”

托伦哥白尼大学研究员获得
Krzysztof Ernst奖项
2019-08-22
来 自 托 伦 哥 白 尼 大 学 物 理 学 教 学 系 的
Grzegorz Karwasz教授获得了波兰物理
学会授予的Krzysztof Ernst奖项。奖项授

予长期科普活动，对欧盟和国家国际项目
的重大贡献，以及所有正在进行的活动。 
Grzegorz Karwasz教授是书籍和文章，广
播节目和流行的教学电影的作者。他多次
参与互动展览和网络内容的创作。他不仅
是学生，也是儿童和年轻人中的知名和受
人尊敬的讲师。 波兰物理学会最重要的目
标之一是普及科学，包括各级波兰物理学- 
学龄儿童，学生和成年人。Krzysztof Ernst
奖项自1993年以来一直因在物理学和科学
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而获奖。

波兹南科技大学员工获得2018
波兰赫拉克勒斯奖项
2019-08-22
来 自 波 兹 南 科 技 大 学 的 T o m a s z 
Błaszczyński教授成为“波兰赫拉克勒
斯2018”的获奖者。奖项授予在建筑行
业享有盛誉的荣誉，授予建筑公司的总
裁，经理和业主，以及杰出的波兰建筑
师，科学和建筑教育界的人物。 Tomasz 
Błaszczyński教授是是具有皇家国际资格
的认证设计师，欧洲大国和波兰全权的认
证建筑师，建筑控制总监中心建筑专家，
建筑工厂总建筑实验室负责人，波兹南理
工大学副教授。他曾在新加坡，中国，美
国，英国，葡萄牙，西班牙和德国演讲。 
波兰赫拉克勒斯因其杰出的科学，教学和
专家活动而获奖，因为他在波兰为年轻建
筑工程师的教育和现代建筑的发展提供了
卓越的科学，教学和专家活动。

科学图书馆文章
2019-08-23
科学图书馆已经拥有来自1000种波兰科学
期刊的300,000多篇文章。 在开放科学门
户网站上写道：“我们希望将这一成就视
为一次机会，总结华沙大学ICM团队在科
学开放性方面的长期活动以及与科学期刊
出版商和编辑的会议，由此可以开发开放
的科学资源。” 2019年10月21日科学出
版研讨会的实践观点将在华沙大学图书馆
举行，发给科学期刊的出版商和编辑。 活
动期间组织者希望谈论波兰杂志的现状，
特别是与开放获取相关的出版商和编辑人
员的需求和期望。他们还想考虑如何确保

开放，同时应对法律领域和国家科学政
策变化带来的挑战。 更多信息： http://
yadda.icm.edu.pl/yadda/search/
general.action?cid=00ae41d8-e724-
4f8e-b3f8-35ec5dd97b38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西班牙
比赛中获得成功
2019-08-23
来 自 卡 托 维 兹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的 学 生
Dominika Respondek赢得了由波兰市
场和意见研究人员协会以及意见和市场
研究公司组织组织的Zbadaj.to竞赛。 
Dominika Respondek参加了为期三天的
研究和战略研讨会Boot Camp，在此期间
他们了解了消费者情报行业的秘密，并且
还面临着今年竞赛实质性合作伙伴准备的
任务。在训练营中选出的四名获奖者将能
够参加研究人员大会，行业培训和带薪实
习 波兰市场和意见研究协会以及意见和市
场研究公司组织是消费者情报行业中最大
的两个组织，它们聚集营销和商业专业人
士，他们在工作中使用消费者的需求和行
为知识。

第三届波美拉尼亚开放科学会议
2019-08-23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图书馆和IT服务中心邀
请各位参加第三届波美拉尼亚开放科学会
议。会议将于10月9日至10日举行。会议
之前将举办国际焦点开放科学研讨会，该
研讨会于10月8日与科学知识服务，欧洲
研究图书馆协会和伦敦大学出版社合作举
办。 会议见过介绍有关计划，开放式科学
资源库，发布开放获取以及开放研究数据
及其实际应用。 专注于开放科学研讨会将
侧重于与开放科学相关的问题- 欧洲计划
S的实施所带来的挑战，这是一项国际倡
议，其目标是公开发布在赠款下创建的出
版物。研讨会将使用英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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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什国立高等职业学校出版社
被列入出版科学期刊部长名单
2019-08-23
由卡利什国家高等职业学校出版英语健康
不平等杂志（JHI）被列入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出版科学期刊部长名单。 英语健康不平
等杂志（JHI）是一份同行评审的国际开
放获取科学期刊，发表有关公共卫生，医
学和相关领域的论文。它发表有关健康促
进，健康教育，疾病预防和健康政策的文
章。英语健康不平等杂志（JHI）特别强调
研究地区，国家和人群之间在获得健康方
面的不平等以及健康差异的原因。 出版社
自2015年以来一直在不断发展，2019年
它获得了“科学期刊支持”计划的资格，
因此有机会加强其在国际科学发行中的地
位。 更多信息： http://www.pwsz.kalisz.
pl/index.php/sukces-czasopisma-
journal-of-health-inequalities

想象力野餐
2019-08-26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基金会波兹南科技
园邀请各位参加于9月7日举行的“想象
力野餐”。这是波兹南最大的儿童科普活
动。每年于9月在户外举行。 想象力野餐
只在普及生物学，物理学，数学和机器人
学。在实验，表演和各种类型的研讨会
期间，孩子们通过游戏来学习，最重要
的是，他们发现这些领域是迷人的和有趣
的。 今年的活动将成为波兹南大学百年纪
念活动。活动计划包括：感官，手工，语
言研讨会和障碍课程，植物和艺术研讨会
以及教育游戏和野外游戏。

西里西亚大学“科学超越学
科”会议
2019-08-26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数学，物理和化学
学院博士自治学院理事会邀请各位参加9月
19日和20日举行的第八届青年科学家“科
学之间- 科学超越学科”会议。今年会议将
首次具有国际性。 在西里西亚校际教育和
跨学科研究中心会议期间，学生，博士生
和年轻医生将能够展示他们在精确和自然

科学，工程和技术科学以及医学科学领域
的研究成果。会议也将是一次讨论研究和
建立科学家之间合作的机会。 活动计划还
包括主题为“当代理论解决创新任务- 有效
创造新产品和技术”的研讨会，研讨会由
Sergey Yatsunenko博士主导。

华沙大学欧洲氟化学研讨会
2019-08-26
华沙大学将于2019年8月25日至31日举行
欧洲氟化学研讨会。研讨会参与者将是来
自世界各地的化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化
学家和商业代表。 8月30日来自美国康奈
尔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理论化学方面
的杰出专家Roald Hoffmann教授将出席
活动。 Roald Hoffmann教授是主要化学
期刊上发表的约700篇文章的作者或共同作
者。他还进行积极的传播活动，参与了其
中在制作电视节目“化学世界。”

第十七届全国社会学大会
2019-08-27
波兰社会学协会和弗罗茨瓦夫大学社会学
研究所邀请各位于9月11日至15日参加第
十七届全国社会学大会。会有主题将是移
民和环境保护。 大会将在“我，我们，
他们？主观性，身份，归属感“口号下进
行。今年的活动版本的主题使所有社会学
学科和相关科学的代表积极参与。 这个口
号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融合和冲突，资本
和价值观，多元文化主义的各个方面以及
当代移民的后果，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的
斗争，波兰社会学的特征和条件，社会学
家在当代世界中的作用，新旧社会问题，
废除或设定各种界限，最后- 整个现代世
界的复杂性。 更多信息： https://uni.
wroc.pl/ukraincy-zabieraja-prace-a-
politycy-ratuja-srodowisko/

哥伦比亚丛林中将建立波兰研
究站
2019-08-27
波兰Biodiversitatis基金会在安第斯山脉北
部哥伦比亚南部的Sibundoy山谷购买了30
公顷的山林，将在那里建立“拉帕尔马”

研究站。 基金会负责人、罗兹大学生物与
环境保护学院植物学与植物生态学系的生
物学家Marta Kolanowska博士说道：“
经过波兰科学家两年的努力，我们收集资
金购买哥伦比亚南部30公顷的森林。这将
使那里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并在未来建
立第一个波兰热带研究站。” 正如Marta 
Kolanowska博士所说，位于哥伦比亚丛
林中间的研究站将为植物学家提供无限的
研究机会。哥伦比亚全世界发现的植物种
类总数约为十分之一。

格但斯克大学国际法学院协会
会议世界法律论坛
2019-08-27
9月18日至22日格但斯克大学法律和行政
学院将主办全球法院院长论坛和国际法学
院协会（IALS）年会。这是在波兰举办的
第一次此类大会。 IALS是著名的科学和高
等教育机构学术协会，提供法律科学领域
的教育。在全球法院院长论坛期间，法律
部门的院长将讨论全球法律教育的战略愿
景和标准，并讨论与大学和司法机构在塑
造法律推理方面的作用有关的问题。 论
坛结束后，嘉宾将参加年度IALS会议，会
议期间将讨论法律教学方法的问题，与特
定法律领域相关的选定问题以及法律与商
业，文化和新技术的互动问题。

克拉科夫波兰数学家周年大会
2019-08-27
在2019年9月3日至7日波兰数学家银禧大
会将在克拉科夫数学学会成立100周年之
际在克拉科夫举行，学会很快成为波兰数
学学会。 大会将是与波兰和国外的波兰数
学家会面的机会。数学教师和与这一知识
领域相关的其他环境的代表也将出席。 作
为大会的一部分，计划由知名学者举办讲
座和关于我国数学科学现状的小组讨论。
那些已经在波兰数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
人，以及那些刚刚进入科学世界的人将在
一个地方相遇。克拉科夫大会有机会成为
一个独特的事件，推动数学的进一步发
展，并将其形象带给广大受众。



EVENTS  2018-2019

926

城市人口正在减少
2019-08-27
罗兹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Piotr Szukalski
教授在“21世纪波兰的新城市”中得出“
在波兰的最近二十年中，尽管现有城市数
量有所增加，但其人口却在减少，因此所
谓的城市化率，即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百
分比”结论。 Piotr Szukalski说道：“在
达到1997年的最高水平（61.89％）后，
这个比例正在缓慢下降，这意味着到2018
年底，城市人口的比例仅为60.05％。看
看近年来，即今年或最迟在2020年的下降
速度，水平将低于60％”。 发生的变化
主要是郊区化的结果，包括中心的人口减
少和郊区的发展。它与通信和通信的发展
有关，这有利于每天通勤距离长达数十公
里，同时出现远程工作。

ERNAPE会议
2019-08-28
社会科学学院、格但斯克大学教育学研究
所、格但斯克大学发展基金会和欧洲教育
家长研究网络（ERNAPE）将于9月18日
至20日举行第12届国际ERNAPE会议。会
议主题为“家长参与权力：赋予儿童，学
校和社会权力”。 会议旨在交流研究人员
的经验，将他们的科学兴趣与父母结合起
来，以及他们对“在教育中”的多维理解
（包括他们自己的形成经历，参与自己孩
子的教育和他们所在学校的生活，家长与
学校的合作以及其他教育机构）。 会议是
ERNAPE研究网络的周期性会议，汇集了
与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学校，家庭和当地社
区合作主题相关的研究人员。为期三天的
会议将是一次展示最新研究，交流经验和
建立科学合作的机会。

波兰和白俄罗斯科学院成立了
比亚沃维耶扎森林委员会
2019-08-28
波兰科学院（PAN）和白俄罗斯国家科
学院（NASB）成立了比亚沃维耶扎森林
委员会。目标是保护动植物，减少森林中
气候变化的影响。 波兰科学院院长Jerzy 
Duszyński教授和Marek Konarzewski教

授参加了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NASB）
主席团的会议。指定了一个科学委员会，
其中一部分专家将为保护比亚沃维耶扎森
林中的生物多样性提出建议。决定由白俄
罗斯国家科学院（NASB）主席Władimir 
Gusako宣布。 Jerzy Duszyński教授说
道：“解决我们各国面临的典型问题尤为
重要。首先，它涉及保护比亚沃维耶扎森
林，白俄罗斯和波兰的国家遗产。气候变
化如何影响森林也很重要。”

来自华沙大学考古学家展览
2019-08-28
截止至2019年11月9日，复活节岛上的
MAPSE Rapa Nui博物馆将举办一场华
沙大学（UW）的考古作品展览，展览主
题为“考古学的第三维度“。参观者可
以看到3D全息投影和3D打印制作的纪念
碑副本，以及参观洞穴壁画中的虚拟漫
步。 展览是多媒体和互动的。展览面向当
地社区和游客。游客有机会参观Ana Kai 
Tangata洞穴- 这是复活节岛上最着名的
洞穴之一，是唯一一个保存洞穴壁画的洞
穴。目前，洞穴不适合游客，因此虚拟漫
步是探索其内部的唯一机会。 展览组织
者是来自前哥伦比亚研究中心的Maciej 
Sobczyk博士。展览是在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的资助下创建的。

克拉科夫会议：社会科学视角
下的体育和旅游
2019-08-28
克拉科夫体育学院（AWF）将于2019年9
月2日至4日组织第9届波兰社会科学学会
全国科学大会，关于体育“社会科学视角
下的体育和旅游：传统与现代”。 会议旨
在对体育和旅游的文化和社会决定因素进
行研究和理论思考。 会议将出版一份经审
查的科学专著。会议主题将集中在体育文
化的广泛社会视野。 在波兰和世界的传统
和当代挑战的背景下，社会学，哲学，历
史和管理科学领域的各种物理文化概念将
被问题化。关于体育的社会科学努力将体
育，娱乐和旅游置于更广阔的价值观中，
构成文化，社会和民族精神的基础。

弗罗茨瓦夫科学医疗信息中心
会议
2019-08-29
医学大学和弗罗茨瓦夫体育大学弗罗茨瓦
夫市政厅将于9月5日在科学医学信息中
心召开“我们的孩子”会议。会议举办方
邀请邀请专家，医生，教师以及所有家长
参加会议。 来自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
Tomasz Zatoński教授说道：“科学家，医
生，专家将分享研究，这将使科学界感兴
趣，但他们将以这样一种无障碍的方式做
到这一点，会议室的父母也将从会议中获
取有用的信息。” 会议计划包含许多有趣
的问题，从分析儿童的营养状况和生长，
到反映糖是否真的是敌人以及细菌如何影
响肥胖。将大量注意力集中在身体活动
上，特别是在运动兴趣如何转化为实际的
体育课程的背景下。

西里西亚大学交流思想经验论
坛
2019-08-29
西里西亚大学民族学和教育科学学院邀请
各位于11月20日参加国际科学会议“不平
等教育，交流思想和经验的论坛“。来自
学校，幼儿园，特殊教育机构，三世纪大
学，地方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工会的
代表将参加活动。 会议问题包括： 与教育
有关的性别不平等; 残疾人在教育实践中; 
老年人教育中的机会和障碍; 种族和教育机
会和学生的成就。 会议主题包括：教育机
构中不同性取向的人;学校的信徒和非信徒;
改善村庄和小城镇的教育机会，以及地方
政府在实现平等和公平教育方面的作用和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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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科技大学博士生获得解决
国际象棋问题世界冠军
2019-08-29
华沙科技大学物理系博士生Piotr Górski成
为解决国际象棋问题的世界冠军。比赛在
世界国际象棋组成联合会大会期间在维尔
纽斯举行。 解决国际象棋问题的比赛包括
6轮，分为2天进行。在每轮中，参与者面
临3个相同类型的任务。例如前3轮是：2次
移动的垫子，3次移动的垫子和国际象棋研
究（即诸如“白色开始和获胜”或“白色
开始和抽奖”的任务）。 Piotr Górski获得
了70.3分，达到了大师级标准，超过了排
名，因此成为历史上第四位波兰大师。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证券交易所
学校
2019-08-30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邀请各位参加证券交
易所学校。这是一个与华沙证券交易所
基金会合作组织的教育计划，根据该计
划将开设两门课程：基础课程和中级课
程。 每门课程包括由大学讲师，从业者
和金融工具和市场专家提供的5个周末讲
座。与会者将收到华沙证券交易所基金会
编写的信息材料和课程结业证书。 “投
资基础”课程涵盖初学者股票投资者的
关键和最实际问题。讲座介绍了投资，
选择和评估公司的原则，财务信息的使
用以及管理证券组合的原则。“中间证
券交易所”有助于系统化和深化有关衍
生品的知识。 更多信息： https://www.
polsl.pl/Lists/AktualnosciUczelniane/
PokazWiadomosc.aspx?WebPartTitle=
ListaWiadomosci&Page=1&WebPartTit
le2=Wiadomosc&Filter1Field2=Identyi
kator&Filter1Value2=2810

第18届欧洲真菌学家大会
2019-08-30
波兰真菌学协会和欧洲真菌学协会正在
组织第18届欧洲真菌学大会，大会将于
2019年9月16日至21日在华沙和比亚瓦维
扎举行。 大会是全面涵盖真菌生物多样
性在各种环境中的作用的科学事件。大会

旨在介绍真菌学的最新成果，并促进应
用真菌学，生物技术和研究蘑菇的最新方
法。 在大会期间Patricia E.J.教授将于9月
17日在华沙哥白尼科学中心带来主题为“
真菌学：犯罪武器库中的最新武器”的讲
座。Patricia E.J.教授是威尔特郡- 伦敦大
学讲师和研究员，专攻孢粉学，真菌学和
微生物学。

绿山城大学公立学院法学院院
长会议
2019-08-30
绿山城大学法律和行政学院将于9月4日至
6日主办公立大学法学院院长会议。会议
主题是“科学和法律教学，法案2.0第一次
经历和观点。“ 会议主题选择取决于交换
意见和经验以及讨论新解决方案的影响的
迫切需要，因为所谓的规定对于整个学术
界来说，科学宪法是一种新奇事物，包括
代表法律科学和教育年轻律师的律师。 讨
论主要介绍性文件将由根据新法案- 科学
卓越委员会和科学单位评估委员会任命的
机构的知名成员提供。预计将评估高等教
育改革的实际效果及其对国会所代表的每
个科学中心的影响。 更多信息： http://
www.infoserwis.uz.zgora.pl/index.
php?wydzia-prawa-i-administracji-
uz-gospodarzem-zjazdu-dziekanow-
wydziaow-prawa-uczelni-publicznych  

弗罗茨瓦夫大学坠落实验室
2019-08-30
截止至9月9日可以申请参加请弗罗茨瓦夫
大学的区域竞赛阶段，参加竞赛将有机会
分享您的科学，商业，社会或艺术理念，
并参加每年在柏林墙倒塌周年纪念日在柏
林举行的Falling Walls国际会议。 Falling 
Walls Lab是一个国际竞赛，科学家包括
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
政治家将参加此次会议。会议是交流思想
和灵感以及建立专业联系的独特机会。活
动是柏林科学周的一部分。 比赛的口号
是：“头脑风暴，三分钟，一天”。比赛
方式非常简短，用英语演讲三分钟，讲述
科学研究，商业项目，艺术或社会活动。
参与者可以是学生，博士生，医生和年轻

教授。 更多信息： https://uni.wroc.pl/
wez-udzial-w-falling-walls-lab-2019/

第39届波兰天文学会
2019-09-02
2019年9月9日至12日第39届波兰天文学会
（PTA）大会将在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
里大学（UWM）举行。 大会由空间环境
UWM无线电诊断中心和波兰天文学会与奥
尔什丁天文馆和天文台合作举办，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部长荣誉赞助会议。 议程中计
划举行8次科学会议。演讲者包括PTA青年
奖的获奖者，以推广宇宙知识和Bohdan 
Paczyński奖章而闻名，这是波兰天文学会
在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方面所取得的杰出
成就所获得的最高荣誉。

托伦哥白尼大学科学家担任伯
努利协会主席
2019-09-02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的Adam Jakubowski教授担任担任国际
伯努利学会选举主席。选举在第62届ISI世
界统计大会期间进行。 伯努利数学统计
与概率学会成立于1975年，致力于支持数
理统计和概率论成就的发展和传播。监督
高度重视的专业期刊并协调几个周期性科
学会议的组织 Adam Jakubowski教授在
托伦哥白尼大学教授理论数学。于1975
年开始对概率论感兴趣，并与Andrzej 
Kłopotowski博士合作。2011 之2014年
年间，他担任波兰科学院数学委员会副主
席。2009年获得了数学统计学研究员的称
号。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6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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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切青大学博士生参加哈佛大
学俱乐部会议
2019-09-02
来自什切青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博士生
在波士顿哈佛大学俱乐部举办的“WEI商
业，经济，管理和金融国际学术会议”国
际科学大会上向大学介绍了他们的科学成
就。 Martyna Kostrzewska博士的演讲
主题是“电子服务市场中的客户满意度”
，通过在线服务公司确定客户期望与实现
程度之间的差距来评估电子服务客户满意
度； Daria Wrukowska博士的演讲主题
是“老年人在电子卫生领域使用信息和通
信技术的教育问题“。 国家学术交流机构
的博士生和学术人员的国际奖学金交流计
划为波兰科研人员提供了参加会议的可能
性。  

弗罗茨瓦夫欧洲政治研究联合
会大会
2019-09-02
弗罗茨瓦夫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将于9月4日
至7日组织欧洲政治研究联合会（ECPR）
大会。 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将出席会议
该活动的计划分为几个部分，由3至8个小
组组成。这些部分围绕共同主题和研究问
题进行组织。开幕式和全体会议将于9月5
日在弗罗茨瓦夫国家音乐论坛上举行。讲
座将由来自哈佛大学的Grzegorz Ekiert教
授进行。 欧洲政治研究联盟成立于1970
年，由来自约50个国家的350个成员机构
组成。第一届ECPR大会于2001年在英国
坎特伯雷举行。

雅盖隆大学教授成为欧洲社会
学协会理事会成员
2019-09-03
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Kaja Gadowska教授成为欧洲社会学协
会（ESA）2019-2021学期董事会成员。
任命选择是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这个组织
的大会期间做出的。 Kaja Gadowska教
授的研究兴趣主要领域是公共领域功能障
碍问题。她的科学和研究活动的一个重
要趋势涉及波兰硬煤开采的重组。 Kaja 

Gadowska教授也是特拉维夫大学，海德
堡大学，布拉格查理大学，新台北淡江大
学，安曼约旦大学和拉巴特国际大学双边
交流项目和Erasmus +的客座教授。

数学非官方世界冠军赛
2019-09-03
波兰代表在国际数学和逻辑运动会竞赛决
赛中赢得了八枚奖牌，其中包括四枚金牌
和四枚铜牌。比赛被称为非官方世界冠
军，在巴黎巴黎狄德罗大学举办。 波兰
队在5月的资格赛中选出的，选拔赛是在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进行的。来自全国各
地的近400人参加了这些活动。最年轻的
参与者是七岁，年纪最大的参与者已经退
休。早些时候，年轻的数学家经历了两个
在线阶段。 自1987年以来，国际法国数
学与逻辑运动会在巴黎举办。自1992年
以来，波兰代表队取得了许多成功。组委
会已宣布改变比赛场地，明年的决赛将
在瑞士洛桑举行。 更多信息： https://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
mamy-najlepszych-matematykow-na-
swiecie-11315.html

第十届来自对话和观点教育系
列会议
2019-09-04
来自波兰各地科学中心的近100名科学家
将在奥古斯图夫讨论教育方面的变化和教
育面临的挑战。第十届对话与观点教育系
列会议将于2019年9月9日至10日举行。活
动组织者是比亚韦斯托克大学教育学和心
理学系的一般教学系。 比亚韦斯托克大学
发言人Katarzyna Dziedzik说道：“科学
家们将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关于社会和文
化变革或劳动力市场变化对教育的影响。
会议日程还包括与学术教学，教师的地位
和作用以及学校使用的新技术相关的问
题。” 还计划举行庄严的全体会议，纪念
Jerzy Niemiec教授诞辰90周年。他是奥
古斯图夫科学会议的发起者，创造者和嘉
宾。

波兰科学院科学家教育漫画书
2019-09-04
“拯救地球母亲”是来自阿洛维察的波兰
科学院哺乳动物生物学研究所（PAN）的
Tomasz Samojlik教授的漫画教育书。这本
书将于9月份寄给波德拉谢学校的孩子们，
它也将以电子版的形式提供。 漫画以轻松
有趣的方式展示了我们每个人如何照顾环
境。这个故事的英雄们开始帮助标题“地
球母亲”，并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微小变化
足以照顾我们的星球。 出版物还包含与生
态有关的谜题，包括节约水和能源，分类
垃圾和选择对环境危害最小的运输工具。 
漫画电子版也将在哺乳动物生物学研究所
网站上提供：https://ibs.bialowieza.pl/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城
2019-09-04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城 9月9日至
27日，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校园将成为
普及科学的项目的科学城。 计划包括演
讲，科学实验，以及流行文化和人工智能
讲座。课程和讲座将由代表西里西亚儿童
大学，Unibot小组和西里西亚大学高中毕
业生的科学家进行。 该项目的一部分，计
划进行以下周期讲座： “物理世界的奇
点”，主题是电荷和场，以及火作为破坏
性元素，其被驯服成为不可替代的能源; 
“Biorobotics”，讲师将介绍其中脑生理
学的主题是创造IURO机器人的灵感，以及
在医学中使用DNA的结构和可能性； “人
类的惊人历史”，将尝试回答如何处理历
史，流行文化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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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托维兹经济大学成为Impact 
mobility rEVolution'19的合作
伙伴
2019-09-04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是Impact mobility 
rEVolution'19的合作伙伴，这是波兰最
大的活动，致力于移动，运输业和先进
技术。10月9日和10日在卡托维兹举行的
会议将汇集来自汽车，交通，智能城市和
州政府的主要参与者。 与会者将讨论关
于运输的新思路、如何使用技术和数据
连接人员和地点以及如何在保持安全的
同时提高运输效率而不损害环境。改变
当前商业和社交模式的商业，科学，行
政和创业领导者将出现在舞台上。 讨论
将在5个主题路径下进行：电子移动，融
资和投资（包括公私合作），城市移动，
移动即服务以及清洁和可持续的交通。 
更多信息： https://impactcee.com/
mobilityrevolution/2019/

罗兹大学BioNinja Challenge 
2019
2019-09-05
罗 兹 大 学 的 生 物 银 行 实 验 室 正 在 组 织
BioNinja Challenge 2019生物信息黑客
马拉松，其目标是整合生物学家和IT专家以
及生物信息学家。 根据罗兹大学促进中心
提供的信息，组织者希望展示合作的可能
性，并在不同知识领域的界面上创建非常
有创意的解决方案。这是该活动的第二个
目标- 开发（以竞争形式）影响现代生物信
息学的问题的新解决方案。活动将于2019
年10月4日至6日在罗兹大学生物与环境保
护学院举行。 在黑客马拉松期间除了编码
之外，还有计划的与生物数据分析相关的
专家介绍，他们将在这一领域提出有趣的
问题。组织者希望此活动能够联系与学术
界和商界有关的人。

“文化与国家边界，社会 - 经
济 - 文化”会议
2019-09-05
萨诺克国家高等职业学校（PWSZ）将于
2019年9月12日至14日组织第七届“文化
与国家边界  ，社会- 经济- 文化”会议国际
科学大会。 会议旨在在研究人员之间就
历史，社会，文化和艺术问题进行会晤和
对话，特别是在广泛了解的边界现象背景
下。 波兰和国外对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感
兴趣的研究人员将参加此次活动。 在会议
期间，与会者将讨论以下主题： 确定群
体，社区，个人与“他者”和“他们”相
关的身份的方式，冲突或容忍; 边界地区以
及民族，教派，文化，国家的界面上的社
会和文化关系;文化在边界上的传播; 边疆
居民的价值体系（和反价值观）; 民族认同
感和边界少数民族; 边疆民俗文化的变迁; 
当地社区的民间艺术家; 宗教信仰的形式：
传统的延续与世俗化之间; 边境地区的经济
和社会困境; 旅游业作为边境地区经济的一
个分支。

波兰欧洲预算和人力资源专员
2019-09-05
2021  -  2027年期间支持研究和科学领
域的方向，多年度金融框架，提高欧洲
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加强经济创
新是欧洲专员Günther Oettinger访问
期间讨论的主要议题。 波兰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企业家
和技术部部长Jadwiga Emilewicz、
科 学 和 高 等 教 育 部 副 部 长 W o j c i e c h 
Maksymowicz、Łukasiewicz研究网络
主席Piotr Dardziński和Andrzej Sadoś大
使参加了与欧盟预算和人力资源专员的会
议。

波兹南经济大学研究员成为
EMAS奖评委团
2019-09-05
来自波兹南经济大学的Alina Matuszak-
Flejszman教授成为EMAS奖竞赛国际评委
会成员。在今年的比赛中，根据可持续发
展原则展示其发展的长期整体愿景的组织

所取得的成就将得到回报。 生态管理和审
计计划（EMAS）是欧盟环境认证体系。
欧洲EMAS奖是欧盟委员会向参与环境管
理的组织颁发的最负盛名的奖项。 Alina 
Matuszak-Flejszman教授是波兹南大学商
品科学学院的副院长。他负责质量管理，
环境管理和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以及解
决系统管理方法问题的方法和技术。

波兹南科技大学研究人员之夜
2019-09-06
波兹南科技大学的科学家正在为9月27日
在研究人员之夜访问大学的每个人准备景
点。研究人员邀请大家到他们的实验室和
工作室，以便客人可以亲眼看到他们的工
作是多么迷人。 在研究人员之夜期间可以
看到具有超凡魅力的物理学家进行物理女
性展、化学家将带领客人到火山和冰的神
奇之地。 在冷冻实验室将能够看到水如何
在几秒钟之内被冻结、认识道科技大学的
机器人与最新的医疗操作有很多共同点、
看到已经建造了5辆赛车的学生团队、了
解到常人有没有像罗纳尔多这样的挖掘力
量，建造机器人模型并参观虚拟工厂吗。 
研究人员之夜是整个欧洲的狂欢，届时研
究人员将与观众一起进行探索。 更多信
息： https://www.put.poznan.pl/pl/
aktualnosc/noc-naukowcow-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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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农业大学花卉研究
2019-09-06
2019年9月3日星期二在克拉科夫（URK）
农业大学生物技术与园艺学院举行“花卉
研究生10年研究”会议以及第10届佛罗里
达研究生研究生毕业生创作的插花展览。
活动旨在交流观赏园艺和植物领域的观点
和经验。 与会者了解了花艺和花束制作之
间的差异，并有机会参加特别准备的研讨
会，讨论体外实验室中与植物繁殖有关的
主题，大学葡萄园品尝葡萄酒，观察大学
花园中的植物，学习园艺工具和圣经植物
和花园玫瑰，以及用于干燥组合物的自染
植物。 十多年来“Floristics”的研究生课
程由169名毕业生完成，他们主要来自波兰
东南部，也有来自捷克共和国，英国，瑞
士和意大利的研究生。

莱昂纳多达芬奇科学中心5周
年诞辰
2019-09-06
2019年9月7日和8日哥白尼科学中心、实
验科学中心、罗兹EC1科技中心、托伦知
识磨坊以及能源研究中心将共同庆祝莱昂
纳多达芬奇科学中心5周年诞辰。 位于托
伦的知识磨坊将邀请各位参加各种有趣的
活动，如主要角色的沙子自然观察或教育
谜语。哥白尼科学中心还将提供许多有趣
的节目。“抓住心灵”科学节目的元素。 
罗兹EC1科技中心将呈现鲁本斯管，这是
音乐，火和物理的热门组合。当大家在玩
它们时，会发现火焰可以为我们跳舞。

克拉科夫波兰数学家大会
2019-09-06
为了庆祝波兰数学学会（PTM）成立一百
周年2019年9月3日波兰数学家银禧大会
将在雅盖隆大学大礼堂举行。大会将讨论
波兰数学家科学成就。 雅盖隆大学副校长
Stanisław Kistryn教授说道：“本次大会的
主题应该是罗杰·培根的名言：数学是门，
是学习的关键。无视数学成就的人对所有科
学都是有害的，因为那些不懂数学的人无法
了解其他精确的科学，也无法了解世界“。 
雅盖隆大学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主任

Włodzimierz Zwonek宣读了科学和高等教
育部长Jarosław Gowin向大会的致辞：“
作为一名受过教育的哲学家，他向人类思维
和实践中最美丽的现象之一致敬- 纯粹的数
学，没有任何功利主义的动机，只能依靠对
真理，科学和美的迷恋。”

弗罗茨瓦夫大学科学家参加了
国际双年展研讨会
2019-09-06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的Marcin Kadej博士
受邀参加了由欧洲法医昆虫学协会赞助的
专业国际双年展。 Marcin Kadej博是法医
生物学和昆虫学实验室负责人，是12名参
与者之一。其他专家是来自白俄罗斯，韩
国，德国，南非，罗马尼亚，瑞士，英国
和意大利的法医学和法医昆虫学的专家。 
研讨会参与者正在提高他们识别与法医昆
虫学相关的关键蝇类的技能。练习将能够
学习在幼年（幼虫）和成年形式水平上进
行适当的分类学鉴定所必需的形态特征。
这对于进一步推理非常重要，例如，对于
死后的间隔（PMI）。

V4研究项目经理培训
2019-09-09
波 兰 科 学 院 邀 请 各 位 参 加 由 布 鲁 塞 尔
PolSCA PAN科学促进办公室和维谢格拉
德集团（V4）组织的研究项目经理免费培
训。 V4培训的秋季版将于11月18日至20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活动面向波兰科学院
的研究所，大学和波兰研究机构的员工，
他们每天根据欧盟的框架计划处理项目管
理。 讲座和研讨会使用英文进行，由欧洲
委员会的官员和专家以及致力于研究和创
新的机构组织。

第五届波兰 - 法国科学与创新
论坛
2019-09-09
法国驻波兰大使馆和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邀
请各位参加将于2019年11月19日举行的第
五届波兰- 法国科学与创新论坛。 论坛的
任务是加强波兰- 法国在研究和创新领域的
合作，包括在PHC Polonium科学家的双

边交流计划中。活动主题将是研究团队与
创新产业的合作以及欧洲国际研究中心的
创建和作用。 论坛面向科学家，大学员工
和研究所，官员，创新者和学生。 更多信
息： https://www.institutfrancais.pl/pl/
evs/v-forum-nauki

第四届波兰力学大会
2019-09-09
超过500名世界著名的处理广泛理解的力
学和物理问题的专家将参加第四届波兰力
学大会，大会于2019年9月8日至12日在
克拉科夫举行。 活动与第23届国际力学
计算机方法大会有关。活动的主要组织者
是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克拉科夫AGH科技
大学和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 大会旨在介
绍机械工程学科目前的研究状况、分析技
术科学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活动通过为来
自不同国家的参与者创建一个平台，帮助
建立联系和讨论重要的科学问题，促进波
兰科学的国际化。 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多
名科学家参加了此次活动，其中包括：来
自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Leszek 
Demkowicz教授、来自英国伦敦帝国理
工学院的Fionn Dunne教授、来自加拿
大多伦多大学的Shaker Meguid教授、
来自奥地利维也纳技术大学的Franz G. 
Rammerstorfer教授和来自克拉科夫科技
大学的Jerzy Pamin教授。

国际生物学家会议
2019-09-09
第九届波兰实验植物生物学学会国际会议
将在托伦哥白尼大学持续至9月12日。会
议由托伦大学生物与环境保护学院共同举
办。 会议主题涉及植物实验基础研究的许
多方面- 生殖繁殖，基因组学，蛋白质组
学和代谢组学，生物和非生物相互作用以
及生物技术和植物组织培养问题。 会议旨
在介绍其参与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创建
一个平台，让波兰科学家包括学生，博士
生和年轻研究人员，与优秀的外国科学家
直接接触。活动为波兰的国际推广服务，
特别是植物生物学家和大学，城市和托伦
地区。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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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展望高中毕业生展览
2019-09-09
截止至2019年9月27日，展望2019年高中
毕业生沙龙将在波兰最大的16个学术中
心举行。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Jarosław Gowin在克拉科夫举行的活动
开幕式上说道：“高中毕业生的沙龙非常
需要，因为他们允许未来的候选人比较许
多大学和学习领域的提议。我希望聚集的
高中毕业生只有很好的选择。” 每年都有
成千上万的高中生参观高中毕业生沙龙，
他们参加了地区大学提供的讲座和地区考
试专家的讲座。 在沙龙期间，高中毕业生
将有机会与大学招聘部门和学生的代表交
谈。他们将参加压力管理研讨会，并将了
解在期末考试中应该避免的错误。

卢布林第30届波兰土壤科学大
会
2019-09-09
在波兰土壤科学学会第30届大会期间，近
200名科学家奖在卢布林进行辩论。活动
以“土壤作为生命之源”的口号组织，于
2019年9月2日至7日举行。 来自波兰和外
国科学中心的近200名与会者出席了会议，
其中包括来自埃及，俄罗斯，德国，立陶
宛，匈牙利，比利时，乌克兰和墨西哥。
在全体会议期间，他们提出了研究结果，
显示了土壤作为地球自然资源调节生活的
重要性及其对生态系统和社会功能的影
响，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还有两个海报会
议，其间展出了95件作品。 活动由卢布林
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卢布林生
命科学大学、卢布林的、波兰科学院农业
科学研究所（PAN）、普瓦维国家土壤科
学研究所研究所、罗兹托切和波里希公园
组织。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科学家获
得瓦兹宁根奖
2019-09-09
来自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兽医学和动物科
学学院遗传学和动物育种基础的Marcin 
Pszczoła博士凭借年轻科学家的最佳表
现赢得了“瓦赫宁根学术出版社奖”。 

Marcin Pszczoła博士在欧洲动物科学联
合会第70届大会（欧洲动物科学联合会第
70届年会EAAP）期间的“猪生产和研究
创新方法”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了解猪的
第二胎综合症”的讲座。

波兰制药公司的医学研究机构
专注于医学创新
2019-09-10
在克雷尼察举行的第二十九届经济论坛期
间，医学研究机构（ABM）签署了一份
意向书宣布与波兰主要制药公司的代表合
作，共同开发波兰医学创新。 医学研究
机构（ABM）与制药公司达成的协议涉及
支持企业开展和开展医疗科学，健康科学
和医疗保健跨学科项目领域的创新活动，
特别强调人工智能，包括旨在开发新技术
和科学研究的联合行动。作为合作的一
部分将联合组织研讨会，会议，研讨会和
培训，以及以智库形式在专家一级创建倡
议。 12家制药公司与美国商会制药委员会
成员签署了医学研究机构的意向书。其中
包括：Amgen，AstraZeneca，BMS，J
anssen，Medtronic，MSD，Mylan，N
ovartis，Pizer，Roche和Takeda。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的30位创意科学家
2019-09-10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兽医学院
的Agnieszka Noszczyk-Nowak教授和
Wojciech Niżański教授是三十位创意弗
罗茨瓦夫人士之一，他们是文化艺术，
商业，社会和科学领域的重要，勇敢和
成功人士。 他们每天都在波兰和国外的
邻近地区建立一个积极的弗罗茨瓦夫品
牌。弗罗茨瓦夫对人们开放，是一个友
好，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好地方，源于
他们的激情，梦想和倡议。 Agnieszka 
Noszczyk-Nowak教授专门研究动物心
脏病学。关于狗的扩张性心肌病的研究，
这是一种通常影响大型犬的遗传性心脏
病。 Wojciech Niżański教授负责管理复
制部和农场动物诊所。他是一名兽医，主
要专注于治疗狗和猫，他的研究团队使
用体外技术处理濒危动物的繁殖。 更多

信息： http://www.glos.upwr.edu.pl/
aktualnosci/49879/30_kreatywnych_
wroclawia.html

Robert Novak教授在弗罗茨
瓦夫大学天文台开设讲座
2019-09-10
波兰科学院空间研究中心和弗罗茨瓦夫大
学天文学研究所邀请所有对最新太空研究
感兴趣的人士参加由世界领先的火星甲烷
研究人员之一Robert Novak教授的客座讲
座。 Robert Novak教授在美国的Iona学
院工作并在夏威夷著名的Mauna Kea天文
台进行开创性研究。他的作品多次出版在
著名期刊“科学”杂志上。讲座主题为“
使用地面望远镜测量火星大气层”，以英
语进行。面向广大观众，特别是学生。 讲
座将于9月11日星期三14:30在位于弗罗茨
瓦夫天文台MikołajKopernik 街道11 号举
行。

华沙大学关于总理塔Tadeusz 
Mazowiecki政府成立30周年
辩论
2019-09-11
在总理Tadeusz Mazowiecki政政府成立
30周年之际，华沙大学于2019年9月12日
邀请前波兰总统Bronisław Komorowski和
Aleksander Kwasniewski参加辩论。辩论
赛向公众开放。 会议由华沙大学Tadeusz 
Mazowiecki部门组织，华沙市共同举
办。 辩论将专门讨论Tadeusz Mazowieck
总理及其政府的信息的相关性。小组成
员将试图表明今天Mazowiecki首相遗产
的重要和最新情况。辩论将由Mirosław 
W y r z y k o w s k i 教 授 和 主 席 委 员 会 主 席
Tadeusz Mazowiecki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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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学习组织竞赛
2019-09-11
比亚韦斯托克省政府劳工办公室和比亚韦
斯托克科技大学邀请波德拉谢省的雇主参
加第五届“2019学习组织”竞赛。 比赛的
获奖者将分为三类：微型和小型企业（最
多49名员工），大中型企业（50名员工）
，公共部门。 竞赛旨在促进波德拉谢省的
雇主加大投资发展员工的能力，以知识为
导向，脱颖而出的人事战略，组织文化，
实施投资以提高组织效率，同时支持员工
和业务合作伙伴的学习。

波兰经济大学未来会议
2019-09-11
克拉科夫经济大学邀请各位于9月12日参
加“经济大学适应科学和高等教育体系变
革的道路”大会。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Jarosław Gowin宣布参加此次活动。 “
使经济大学适应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的途
径”项目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的DIALOG计划资助，并作为与
波兰主要经济大学合作的一部分实施，其
中包括来自克拉科夫，卡托维兹，波兹南
的经济大学和弗罗茨瓦夫和华沙经济学
院。 会议将是一个了解波兰经济大学情
况诊断的机会，以及他们在适应变化的过
程中面临的挑战。 更多信息： https://
www.ue.katowice.pl/no_cache/
pracownicy/nauka-i-biznes/article/
konferencja-nt-przyszlosci-polskich-
uczelni-ekonomicznych.html

AGH科技大学与思科合作
2019-09-11
拉科夫AGH科技大学合作副校长Jerzy Lis
教授和波兰思科总经理Przemysław Kania
签署了关于AGH和思科之间合作的意向
书。 双方宣布合作，提高AGH UST学生
和教职员工的教育效率，共同开发创新
项目，申请资助外部资源，为思科分校的
AGH UST学生组织实习，组织招聘会，
研讨会。 AGH科技大学合作副校长Jerzy 
Lis教授说道：“我们对AGH与思科之间
更密切的合作感到非常满意。作为一所大
学，我们相信科学和商业应该始终相互补

充，在这种情况下，它将是互惠互利的。
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学生将
能够在课堂上实际上拓宽他们的技能。我
们的目标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期望进行教
育。”

什切青第十一届波兰社会大会
2019-09-11
第十届波兰社会大会“全球化时代的科
学”将于9月12日至15日在什切青西波美
拉尼亚科技大学举行。来自欧洲各地的几
个研究中心将有140多名研究人员参加。 
大会旨在讨论杰出科学家关于科学的最新
成就及其在全球化时代创造和创造未来的
作用。大会旨在跨学科，将致力  于科学
发展的各个方面及其对我们周围世界的影
响。 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于1860年
在柏林成立，以纪念杰出的自然主义者和
旅行家，外交官和政治家- 亚历山大·冯·
洪堡。他被称为欧洲最后一位普遍的学
者。迄今为止，各种大学预科课程的奖学
金获得者和研究奖获得者人数超过2.8万。 
更多信息： https://www.zut.edu.pl/zut-
strona-glowna/informacje-biezace/
article/wybitni-naukowcy-z-calej-
europy-przyjada-do-szczecina.html

Andrzej Duda总统：我们希
望科学与工业之间的联系在波
兰变得更加强大
2019-09-12
波兰总统Andrzej Duda在参加第四届波
兰力学大会与在克拉科夫举行的第二十三
届国际力学计算机方法大会时表示：“
我们感到自豪的是，这次大会证明了国际
社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联系- 机械
学专家，以共同的研究激情为指导，共同
关注文明的未来。” Andrzej Duda总统
表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我们
国家的科学与工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深，
它们提高了波兰的创新和竞争力，它们
有助于我们本土公司的成功和扩展到全球
市场。“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
Jarosław Gowin在讲话中指出，没有强
大的工业，任何国家都无法确保其公民的
繁荣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他强调，挑战在

于尊重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与经济的快速和
有活力的发展。

西里西亚大学实施新法律法规
2019-09-12
西里西亚大学公共政策和监管问题研究中
心邀请各位于9月16日参加“大学2.0--波
兰大学实施新法律法规的机遇和障碍”
研讨会。 会议将在św. Paweł街道3号举
行，在会议期间将讨论波兰高等教育改
革背景下，大学实施新法律法规的机遇
和障碍。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主任Anna 
Budzanowska博士将在会议期间发表主题
为“法案2.0  - 以及下一步”的演讲。 研讨
会包括三个讨论小组： 第2.0号法案以及公
立和私立大学的变化; 新的大学模式和出版
习惯策略 大学理事会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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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星球名称投票
2019-09-12
截止至2019年10月底可以在国际天文学联
合会（IAU）中投票支持波兰星球的名称。 
公民投票是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成立100周
年之际举办的。每个国家都可以命名一个
星球和一个星星。波兰的天然气巨头BD + 
14 4559 b参加了波兰，距离地球约160光
年，位于Pegasus星座。 在6月和7月，互
联网用户提交了他们的想法，共发送了超
过2.8万的名字。然后选委员会选出了最佳
投票建议，直至10月底。 所选名称列表（
按顺序：星名，行星名称）：
• Geralt和Ciri ，关于巫师Andrzej 

Sapkowski的传奇人物。
• Jantar和Wolin ，Wolin是波罗的海沿岸

的波兰岛屿。
• Piast和Lech，关于波兰国家起源的传说

人物。
• Polon和Radium ，居里夫人发现的化学

元素名称。
• Solaris和Pirx，Stanisław Lem的书中的

小说和角色。
• Swarog和Weles ，斯拉夫神话中的神

灵。
• Twardowski和Boruta，来自

Twardowski先生传奇人物。
  投票可在以下网站中进行： http://www.
iau100.pl/planety/wybierz

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科学家赢得
领导者竞赛
2019-09-12
来自格但斯克科技大学化学系的三位科学
家的项目获得了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竞赛
的资助，将获得近450万兹罗提资金。 获
得资金的项目为： “基于重组嵌合蛋白
检测动物血清中抗弓形虫抗体的新诊断试
验”； “用作抑制材料的泡沫聚氨酯- 橡
胶复合材料生产技术的开发”； “用于储
存的光电超级电容器的集成原型”从太阳
辐射转换中获得的电力。“ 领导者计划的
目标是在实施可在经济中实施结果的科学
项目期间，扩大年轻科学家在研究团队的
独立规划，管理方面的能力。

波兹南科学家成为国家动物实
验伦理委员会成员
2019-09-12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任
命Krzysztof W. Nowak教授和来自波兹南
生命科学大学的Dariusz Skarżyński教授作
为国家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的成员。 两
位教授都是波兹南大学兽医学和动物科学
学院的员工。他们的任期为2019-2023，
任期四年。 国家伦理委员会是一个舆论
形成，咨询，方法和信息机构，在制定和
传递规划和执行程序的良好做法，应用替
代，减少和改进的原则以及动物试验中使
用的替代方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与
欧盟委员会的联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届波兰 - 英国科学论坛
2019-09-12
波兰驻伦敦大使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
英国驻华沙使馆和英国科学与创新网络将
共同举办第二届波兰- 英国科学论坛：STE  
M中的女性。活动旨在介绍波兰与英国之
间科学合作的最重要方面。 第二届波兰- 
英国科学论坛将于9月20日在伦敦参议院
举行。研讨会将汇集最优秀的科学家，他
们将讨论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论坛的目
标是深化和加强波兰与英国在科学，研究
和创新领域的关系。 今年的论坛将成为客
座官员，研究人员，教师和大学讲师以及
企业家交流经验和知识的平台。他们还将
讨论新技术的影响，即人工智能（AI）和
机器学习对社会和性别平等的影响。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
学电影学院宣传动画电影
2019-09-12
弗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正在征集
博士学院推广动画电影。动画将为7所主
要科学学科创建动画，其中大学为学生和
博士生提供教育以及科学研究。 第一部
电影致力于食品技术和营养学科。其他食
品需求增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与
饮食有关的疾病和流通的互联网通常是矛
盾的。 所有电影都是弗罗茨瓦夫大学专

攻的研究领域。与学科代表协商的动画呈
现了世界各地科学家正在寻找答案和解决
方案的最重要问题。 更多信息： https://
youtu.be/ZGXuGmnU3o4

尼萨国家高等职业学校国际合
作记录资金
2019-09-12
尼萨国家高等职业学校（PWSZ）获得了
2019  -  2020年的国际合作创纪录资金。
在全国排名中由于获得了伊拉斯谟+计划
收到的资金，在国家高等职业学校中排名
第一。 来自尼萨的学生可以出国长达12个
月，并在塞浦路斯，希腊，土耳其，西班
牙，挪威，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家获得国
际经验。 尼萨国家高等职业学校还将与来
自美国，印度，中国，墨西哥，印度尼西
亚，乌克兰，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黑山和科索沃等国家的合作伙
伴合作。虽然来自印度，乌克兰，墨西哥
和巴尔干国家的合作伙伴已经是该大学的
常客，但中国，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其他大
学都是新的，有价值的合作方向。

波兹南经济大学科学家成为
APRIA项目副主席
2019-09-13
来自波兹南经济大学的Piotr Manikowski
教 授 当 选 为 亚 太 风 险 与 保 险 协 会
（APRIA）2019-2020学期项目副主席。 
Piotr Manikowski教授的主要任务将是对
纽约WRIEC 2020会议计划的实质性关注- 
这是保险领域最重要的科学事件。这是教
授的另一年工作。Manikowski在APRIA当
局。在2018-2019任期内是执行委员会的
秘书，在2014  -  2017年是该组织科学理事
会的成员。 APRIA成立于1997年。是三个
最重要的国际保险协会之一，汇集了来自
几乎所有大陆的科学家。在年度会议上举
行会议，介绍最新研究成果并讨论保险和
风险管理领域的当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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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罗茨瓦夫科技园区游戏比赛
2019-09-13
弗罗茨瓦夫周五到周日将有一场“Fifty-
Fifty Game Jam”比赛。超过一百名游
戏开发者将参加此次活动，他们将在弗罗
茨瓦夫科技园区开展为期三天的项目。活
动的目标旨在提醒人们注意游戏和IT行业中
女性的存在仍然不足。 比赛针对以专业方
式创建游戏的人和创建业余游戏的人士。
作为比赛的一部分，参赛者必须创建一个
有效的计算机，板，卡或其他游戏。 游戏
可以单独创建，也可以由最多5人组成的小
组创建。奖项将分为两类：“2019年最佳
游戏”和“五十五”。在第一类中，将评
估在活动期间创建的所有游戏，在“五十
五”类别中，由女性和男性团队创建的游
戏将被评级。

什切青大学与什切青省警察总
部联合实施项目
2019-09-13
什切青大学与什切青省警察总部将实施以
抵消西波美拉尼亚青年中的仇恨言论的“
＃donthejt”项目。 项目涉及在什切青省
的20所中学和什切青的10所学校开展预防
性讲习班，并创建一个“秘密室”，专门
设计的教育场所，年轻人群体将能够发现
网上的仇恨以及如何防御。 作为项目的一
部分将会举办“笑对仇恨”的研讨会。在
此期间，组织者将试图表明仇恨的使用会
产生法律后果，但我们应该与他保持距离
并学会处理它。还将有一个电影现场警告
关于仇恨对互联网的影响及其对年轻人的
影响，照片展和模仿刑事审判“仇恨”。

华沙国际大学博览会
2019-09-13
2019年10月3日将在华沙“布里斯托尔”
酒店将举办QS国际大学博览会。博览会
致力于硕士和博士研究。 对研究生学习和
职业发展感兴趣并拥有硕士学位的学生，
毕业生和年轻专家将有机会与世界上最好
的大学的招聘主管会面并收集各种科目的
各种研究生课程的信息。 来自美国，英
国，加拿大，德国，西班牙，瑞士和意大

利的20多所大学将参加此次展会，其中
包括：伦敦商学院、巴黎HEC商学院、
格拉斯哥大学、圣加仑大学、米兰理工学
院、多伦多大学、达姆施塔特大学、鲁汶
大学和华威商学院。 更多信息： https://
www.topuniversit ies.com/events/
qs-world-grad-school-tour/europe/
warsaw?utm_source=Eurostudent_
p l & u t m _ m e d i u m = L i n k & u t m _
campaign=World-Grad-School-Tour_
F19_Warsaw&partnerid=2565

罗兹大学管理学院的创新之夜
2019-09-13
2019年10月5日星期六晚作为全国数字
化节的一部分举办的活动将在罗兹大学
（UŁ）的管理学院举行。计划包括机器
人，智能城市，电脑游戏和研讨会的研讨
会。 罗兹大学管理学院提供的最新方向之
一是商业中的数字化和数据管理。 来自罗
兹大学的Marta Górecka说道：“计划是
为了让每个人，无论年龄大小，都可以为
自己找到一些东西。讲师包括罗兹大学管
理学院的国际人工智能和网络通信研究中
心的成员。中心的科学活动领域研究人工
智能对管理和组织的影响，数字企业和虚
拟团队的管理，网络安全。”

第二届波兰科学界超越边界论坛
2019-09-13
截止至2019年9月14日第二届波兰科学超
越边界世界论坛将在普乌图斯克在举行，
论坛的口号是“科学，创新，竞争力，如
何成为海外科学家”。 今年论坛的主要目
标是为在国外活动的波兰科学家创建一个
共同创造的共同空间，支持他们的科学和
研究关系，网络和知识共享。 活动组织方
宣布道：“我们希望在国际科学舞台上，
在波兰侨民和国内同胞的意识中促进波兰
语和波兰的发展，我们关心改善波兰人在
世界上的形象。”

斯武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大学会议
2019-09-16
斯洛普斯克波美拉尼亚大学历史与政治科
学研究所的博士生邀请各位参加第五届全

国博士生波兰学术会议。会议将于9月28日
在学院总部举行。 第五届会议的主题仍然
是波兰和邻国进程的主题，以及波兰与邻
国的相互关系。今年的会议将作为学院成
立50周年的一部分组成。 会议期间将讨论
以下问题： 波兰和邻近地区的多方面人类
活动； 历史上波兰居民及其邻居的日常生
活； 历史上发生在波兰和邻近地区战争，
武装冲突； 几个世纪以来在波兰和邻近地
区发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问题。

华沙大学就波美关系会议
2019-09-16
2 0 1 9 年 1 0 月 4 日 华 沙 大 学 政 治 科 学 与
国际关系学院和Jan Karski基金会将举
办“1919-2019年，波美关系100周年”会
议。 活动将由两个专题小组组成。 “跨大
西洋关系：一个价值和利益共同体”将评
估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年出现的跨大西
洋社区的状况，此后面临外部威胁，应对
分歧和内部紧张局势。今天面临的挑战是
什么？哪些因素威胁到它的连贯性以及它
们服务的是什么？ 第二个讨论小组为“强
权政治世界中的大西洋共同体”，致力于
大西洋社区形成的自由国际秩序。目前正
在经历危机，甚至可能是黄昏。这是一个
不可逆转的过程吗？在这种背景下观察到
的强权政治回归是否服务于美国和欧洲？ 
会议出席者将包括：美国前驻波兰大使
Daniel Fried、弗吉尼亚大学国际合作副校
长Stephen D. Mull、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外
交学院外交研究所的乔治城领导力研讨会
项目负责人James P. See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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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百年纪念
2019-09-16
2019年9月16日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
（AGH）举办了“AGH物理学百年”活
动，活动作为第45届波兰物理学家大会的
一部分举行。 就AGH的物理学历史以及该
领域的科学在医学，金融，技术和环境中
的应用进行了全体讲座。特别的并行会议
致力于：粒子物理学，复杂系统物理学，
环境物理学，医学物理学以及纳米技术和
工业创新领域的物理学应用。 第45届波兰
物理学家大会由波兰物理学会克拉科夫分
会组织，于2019年9月13日至18日举行。 
约500人将参加会议，与会者是国内外领先
的大学和企业研发公司的代表。

第十七届奥尔什丁科学与艺术日
2019-09-17
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UWM）
将组织第十七届奥尔什丁科学和艺术日。
活动将于9月25日至27日举行，每个人都
能感觉像学生，研究员和科学家。 活动包
括讲座，实验室展览，研讨会，旅行，比
赛和展览。为方便起见，所有景点都分为
7个主题小组，涵盖所有知识领域：从人
文科学，精确科学，生物和医学科学，到
经济学，社会科学和艺术。 活动由科学
和高等教育部资助，用于促进科学活动和
奥尔什丁市议会。活动主要赞助商是波兰
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更多信息： https://
dninauki.uwm.edu.pl/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关于财富和
贫困问题大会
2019-09-17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经济系经济思想史系将
于9月19日至21日在乌斯特恩举行“社会
经济理论中的财富和贫困问题”全国科学
大会。 大会将讨论经济思想和社会科学中
的财富和贫困问题，社会不平等问题，国
家在预防和减少贫困方面的作用以及衡量
财富和贫困。 研究领域不涉及与财富和不
平等有关的广泛问题。组织者邀请经济思
想的历史学家，对该学科感兴趣的其他科
学学科的代表和经济从业者参加会议。

卢布林波兰历史学家第二十届
大会
2019-09-17
019年9月18日至20日由波兰总统Andrzej 
Duda名誉赞助的波兰历史学家周年大会
将在卢布林举行。 第二十届波兰历史学家
大会的特别项目将在文化会议中心、卢布
林会议中心和卢布林竞技场、卢布林玛丽
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人文学院理事会
大厅、卢布林天主教大学（KUL）举行。
组织者宣布活动将汇集来自波兰和国外的
800多名科学家，教师和学生。 今年的大
会计划包括其中之一九个部分和五个主题
小组的科学家辩论和讨论以及博士生的海
报会议。将有一个专门致力于卢布林联盟
的小组，只有外国小组成员参与，从妇女
的角度讲述波兰历史的辩论、一个关于波
兰人今天所需要的历史的小组。

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青年探
险大学”项目
2019-09-17
弗罗茨瓦夫美术学院已完成“年轻探险大
学”项目的实施。共126名在6至16岁之间
的学生参加了大学三个学院的课程。项目
由欧洲联盟从欧洲社会基金共同资助。 作
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儿童和青少年计划以
绘画和雕塑部门，陶瓷和玻璃部门以及图
形和媒体艺术部门的研讨会和理论/示范
课程的形式制定和实施。 与会者有机会与
艺术家合作，学习科学和艺术环境中的工
作秘诀。从玻璃彩色玻璃和公共场所的装
置到艺术书籍和有声读物，都创造了非凡
的作品。 来自弗罗茨瓦夫、沃武夫、索
布特卡和扎鲁鲁的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以
及“Made in Brochów”基金会与弗罗茨
瓦夫美术学院的艺术家合作。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下西里西
亚科学节
2019-09-18
第22届下西里西亚科学节将于周五开始，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准备了近300场活
动。科学界计划包括讲座，研讨会，实
验演示，以及牛津辩论和与各个科学领

域的爱好者的会议。 活动的主题是Hugo 
Steinhaus的格言“数学在精神和物质之间
进行调解”，Hugo Steinhaus是一名杰出
的数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科学界将作为庆
祝千禧年数学年的一部分举行。弗罗茨瓦
夫大学，波兰科学院和非大学环境研究所
参与其中。 在活动期间，科学成就将呈现
他们的成就。生物医学工程，纳米技术和
空间项目，还可以密切关注光纤激光器和
不寻常的能源。 科学节可免费入场，部分
活动需要注册。

国际斯拉夫宗教语言委员会会议
2019-09-18
波兰研究与文化研究所和奥波莱大学斯
拉夫研究所邀请各位参加于9月19日至20
日举行的国际科学会议，会议口号是“
宗教与风格”。作为会议的一部分将计划
召开国际斯拉夫人大会宗教语言委员会会
议。 计划包括来自五个外国中心：中国、
捷克共和国、俄罗斯、塞尔维亚、斯洛伐
克和几个波兰中心克拉科夫、卢布林、奥
波莱、托伦、华沙的30位语言学家，文学
学者，文化学者和神学家的演讲。 会议
的一个重要部分将是国际斯拉夫人大会上
的宗教语言委员会会议，波兰和国外的科
学家也将参加会议。委员会是一个由37名
成员组成的专家机构，负责确定支持宗教
相关文化领域的各种国家语言的联合研究
的框架和具体目标。 更多信息： http://
w w w . u n i . o p o l e . p l / p a g e / 3 0 5 7 /
m i e d z y n a r o d o w a - k o n f e r e n c j a -
naukowa-religia-i-st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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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喀尔巴阡山科学节
2019-09-18
第三届喀尔巴阡山科学节将于2019年9月
20日至21日在热舒夫附近的G2A竞技场
举行。活动计划包括科学野餐，讲座，表
演，科普讲座，互动展览，儿童景点和特
别节日晚会。 该动的创始人是航空谷协
会的教育支持基金会，基金会在其活动中
为自己设定了普及科学和教育的目标。 喀
尔巴阡山科学节第一天，将举办学术与飞
行比赛的国际决赛，作为同名项目的一部
分。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和波兰的决赛选
手将参加最佳飞机模型和最长飞行的竞
争。 喀尔巴阡山科学节第二天将使用虚
拟现实模拟器参观野餐和展览区，并参加
G2A竞技场内的科学展览。活动将以节日
晚会结束。

Tadeusz Domański教授获得
波兰物理学会奖项
2019-09-18
来自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科沃多斯卡
大学物理研究所理论物理系的Tadeusz 
Domański教授获得了2019年波兰物理
学会科学奖。 根据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斯
科沃多斯卡大学发言人Aneta Adamska
提供的信息，奖项旨在检查超导相和磁
链中的Majorana准粒子以及带有量子点
的混合结构的拓扑稳定性。 在Tadeusz 
Domański教授的科学工作中，他处理过
等等分析高温超导体，超液体玻色子和费
米子原子的性质，固体材料和纳米级异质
结构中的相关现象的描述，以及电子传输
的描述。他还对使用量子场理论的新方法
来描述高度相关的系统感兴趣。 奖项在
克拉科夫第45届波兰物理学家大会期间颁
发。

弗罗茨瓦夫哲学大学
2019-09-19
弗罗茨瓦夫哲学大学邀请各位参加系列公
开会议，对来自西方思想遗产的重大问题
进行哲学思考。会议包括讲座、辩论和讨
论。 会议组织方是弗罗茨瓦夫大学哲学研
究所、弗罗茨瓦夫第九高中、波兰哲学学

会弗罗茨瓦夫分会。会议日程如下： 10月
7日举行“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 11月4
日举行“大学的想法是否仍然有效？”； 
12月2日举行“动物是人类的奴隶吗？。 
所有会议都将在第九高中会议厅举行。

西里西亚大学“Jupyter @ 
edu”项目
2019-09-19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邀 请 各 位 参 加 总 结 项
目“Jupyter @ edu--基于云的系统教育
基础设施：Jupyter用于科学研究的笔记
本系统的可扩展实施”会议。 Jupyter 
Notebook是一个在线交互式计算环境，
用于创建包含文本和编程语言代码的文
档。系统可用于研究和教育。“教育和研
究中的笔记本Jupyter”会议将于9月23日
在西里西亚校际教育和跨学科研究中心举
行。 “Jupyter @ edu”项目是西里西亚
大学与德国奥格斯堡大学，波尔图葡萄牙
大学学院和塞浦路斯欧洲大学塞浦路斯尼
科西亚大学的联盟中实施的伊拉斯谟+战略
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

波兰科学院开放日
2019-09-19
2019年9月22日星期日波兰科学院华沙
天 文 中 心 举 行 开 放 日 活 动 。 讲 座 将 伴
随户外活动和儿童讲习班。 讲座将以
Marek Abramowicz的演讲开始，演
讲主题关于第一张黑洞照片。Krzysztof 
Nalewajko将发表题为“宇宙的光谱”的
演讲，Michał Bejger将讨论引力波的天体
物理学。Wojciech Pych的演讲主题为“
智利波兰天文台”。 波兰科学院华沙天文
中心的工作人员鼓励孩子们通过艺术游戏
搜索天文知识。 组织方通知到：“我们将
建造月球陨石坑，通过安排磁性谜题和建
造月相时钟来探索月球表面。活动期间您
将了解黄道带的迹象，并制作太阳系的橡
皮泥模型。活动还包括月球旅行，独特的
天文谜题，谜语和重复。”

第十九届政策科学奖
2019-09-19
政治周刊选出了第十九届政策科学奖的
15名入围者。五人将获得奖学金。 政
治科学奖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确定最有才
华的人才。科学奖由于教授和社会分会
成员的权威证明了科学很重要，参与其
中的人往往处于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
具有惊人的成就。 10月20日在颁奖典
礼期间，五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兹罗
提的奖学金。其他决赛选手每人将获得
5,000兹罗提奖金。 迄今为止已有302人
获得科学科学奖。 更多信息： https://
www.polityka.pl/tygodnikpolityka/
nauka/1924774,1,nagrody-naukowe-
polityki-inalisci.read  

绿山城大学科技园工业技术论坛
2019-09-20
绿山城大学科技园、西部工商会、雀巢和
科斯琴 - 斯武比采经济特区邀请各位参加
第二届工业技术论坛。 论坛将于10月29
日至30日在新科谢林科技园区举行，论
坛期间将回答以下问题：如何降低生产成
本，哪些投资将有助于产生更大的利润，
在哪里为公司的发展筹集资金，如何提高
效率员工的工作安全，如何提高他们在
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带来新技术投资的好
处。 该论坛面向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以下公司的代表宣布参加此次活动：库
卡，西门子，Schunk，MPLAB，Oberon 
3 D ， K y o c e r a ， 3 M ， M e r c u r y 
Tools，DMG MORI和TTPS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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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大学管理学院成立25周年
2019-09-20
2019年9月24日星期二罗兹大学管理学院
将庆祝其运作25周年。 11点钟，将举行
教师委员会的仪式会议。管理学院A3大厅
是以波兰管理科学学院的联合创始人Zoia 
Mikołajczyk的名字命名的。 罗兹大学管
理学院的Marta Górecka说道：“周年
纪念是庆祝活动与教师委员会的庄严会议
相结合，并且纪念Zoia Mikołajczyk教
授。Zoia Mikołajczyk教授多年来担任组
织和管理系主任，是罗兹大学管理系，波
兰科学院组织和管理科学委员会成员，波
兰管理科学学院联合创始人，管理方法和
技术领域的杰出专家。“ 目前管理学院包
括九个系，并在十八个学习领域培育了近
四千名学生。 12年来拥有科学类别A.管理
学院也是罗兹大学研究候选人最常选择的
院系之一。

罗兹大学Kotarbiński比赛
2019-09-23
罗兹大学宣布了入围以罗兹大学第一任
校长Tadeusz Kotarbiński命名的第五届
人文学科领域比赛名单。获奖者将获得
50000兹罗提的奖金。 入围比赛的名单
是： Andrzej Franaszek 的“赫伯特传。
科吉托二世传记”（第一和第二卷）； 
Joanna Lisek的“科伊瑟（Kol isze）-
意第绪诗歌中的女性声音（从16世纪到
1939年）”； Magdalena Matysek-
Imielińska的 “一个行动中的城市。，华
沙住房合作社-现代时代的共同利益”； 
Zuzanna Zbróga的  Piotr Zbróg的“截止
至十八世纪末的建立借款的社会代表制”
； Grzegorz Ziółkowski的“残酷的自焚剧
院。 自杀示威抗议及其在当代文化中的回
响”。 获奖者名单将于2019年11月24日在
罗兹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公布。

华沙InnoSHARE UNIversity活动
2019-09-23
2019年10月10日哥白尼科学中心将主办
InnoSHARE UNIversity。这是一个为创
新者，富有进取心的科学家，博士生和学
生，深度科技创业公司，研发公司员工，

投资者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生态系统代
表组织的国际活动。 450名与会者将参加
此次活动，来自国内外的40多位发言人将
出席讨论，他们将在未来大学，新燃料和
能源，无人机，未来城市，新食品，医疗
保健，生物技术，化学等领域展示问题。
和新材料，光子学和人类科技。 活动特邀
嘉宾是Arno Meerman，全球大学产业创
新网络（www.uiin.org）的联合创始人兼
总干事，他将讲述未来大学的样子以及科
学与商业之间的合作。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科学家称
为波兰昆虫学会会长
2019-09-23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昆虫学与环境保护
系的Paweł Sienkiewicz博士当选了波兰
昆虫学会主席。选举决议在波兰斯基国
家公园乌尔祖林协会第51届大会期间进
行。 协会董事会还有来自其他中心的科学
家进行为期三年的新任期：来自雅盖隆大
学的Tomasz Pyrcz博士任命为副总裁、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的Rafał Ruta博士
任命为财务主管、来自Kampinos国家公
园的Dawid Marczak博士。 来自奥波莱
大学的Miłosz A Mazur博士、罗兹大学的
Agnieszka Soszyńska-Maj博士成为该协
会董事会成员，协会自1923年成立至今意
直在不断运作。来自卢布林生命科学大学
的Katarzyna Golan和华沙波兰科学院博
物馆和动物研究所的Karol Szawaryn博士
也加入了协会。

弗罗茨瓦夫波兰社会学大会
2019-09-23
来自波兰和国外的一千多名科学家包括全
球社会学会主席 ISA的Sari Hanai教授、
来自ESA的Marta Soler Gallart教授、来
自ASA的Christine Williams教授以及来
自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乌克兰的社
会学家参加了弗罗茨瓦夫举行的第17届
全国社会学大会。 在12个专题讨论会和
90多个专题小组中，社会学家提出了当
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他们还讨论了社会
学和社会学家在这里和现在的作用。 研
究界指出，许多炙手可热的社会问题：移

民过程的负面后果，气候灾难，社会不公
正都没有得到解决，政治机制阻碍而不是
支持处理问题的过程。这促进了在个人和
集体层面上可观察到的无助感和非理性反
应。 更多信息： https://uni.wroc.pl/xvii-
ogolnopolski-zjazd-socjologiczny-za-
nami-zobacz-fotorelacje/ 6.

第二届波兰-英国科学论坛
2019-09-24
第 二 届 波 兰 - 英 国 科 学 论 坛 在 波 兰 驻 伦
敦大使馆举行。 会议致力于波兰和英国
从事研究，创新，科学和交通领域的机
构。 会议由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科学系主
任Aleksander Dańda博士主持。波兰国
家科学中心、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波兰
国家研究与发展中心、欧盟研究计划国家
联络点、波兰科学基金会的代表以及英国
机构代表：英国文化协会、医学研究理事
会、英国创新协会、英国英国国际大学、
英国科学院、皇家研究与创新学会出席了
会议。 会议特别讨论了联合王国和波兰
如何支持国家研究，创新和学术流动的发
展，以及波兰和英国科学家与高等教育机
构之间合作的可能性。

卢布林东欧倡议大会
2019-09-24
东欧倡议大会将在卢布林持续进行至9月
24日。活动组织者是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东欧中心和政治科学学
院、中欧研究所和卢布林天主教大学政治
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所。 今年的会议位第
八届会议，致力于独特的事件及其在现代
现实中的作用。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
沃多斯卡大学发言人Aneta Adamska通
知道：波兰-立陶宛联盟（被称为卢布林
联盟）成立450周年，波兰加入欧洲联盟
15周年，北约加入20周年以及中欧地区民
主变革30周年。” Aneta Adamska补充
道：“这是讨论现代欧洲的未来，面临的
挑战以及更深层次的整合与合作的必要性
的一个很好的起点。“ 大会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专门讨论经济关系，区域伙伴关系，
跨国和区域合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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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科技大学小矮人科学节
2019-09-24
今年的小矮人科学节将于9月29日在华沙科
技大学举行，活动包含30多个景点。 活动
将在四个地点举行：物理学院，数学与信
息科学学院，动力与航空工程学院的机库
以及物理学院附近的校园。 小矮人科学节
活动是唤醒儿童和青少年的科学激情的理
想机会。 准备好的景点将以无障碍的方式
解释我们周围世界的问题和现象，引起人
们的好奇心并展示科学的实际意义。 活动
由华沙科技大学物理学院主办并由华沙科
技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联合组织。

西里西亚工业大学研究员成为
波兰科学院青年学者学院董事
会成员
2019-09-25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自动化，电子和计算机
科学学院科学与国际合作副院长电子学会
副教授Monika Kwoka博士当选为波兰科
学院青年学者学院副主席，任期为2019年
至2021年。 Monika Kwoka博士还曾担
任该学院的副主席。她的科学兴趣领域是
电子材料的纳米技术和半导体纳米技术中
的表面研究方法。 青年学者学院于2010年
在波兰科学院成立，旨在促进由波兰科学
界杰出青年代表开展的科学研究和发展工
作。为青年学者学院设定的任务集中在旨
在激活青年科学家环境和在青年科学家中
传播道德标准的活动上。

弗罗茨瓦夫大学植物园获奖
2019-09-25
弗罗茨瓦夫大学植物园因创建波兰千禧花
园而获得荣誉桂冠。奖项在第27届国际展
览“绿色就是生命”中在华沙颁发。 波兰
千禧花园是波兰一个不寻常的品种，并且
是波兰最丰富的栽培品种集合人工栽培的
观赏植物和果树品种。 弗罗茨瓦夫大学
植物园通知道：“许多波兰品种在国际上
都取得了成功并在国际上取得了成功，这
使我们的国家在世界最遥远的角落受到称
赞。其他人曾经很受欢迎，但由于历史动
荡而被人们遗忘。波兰千禧花园修复了其

中的许多植物，展示了波兰苗圃的成就，
每年在成千上万的参观植物园的游客中普
及波兰品种。”

富布赖特专家计划
2019-09-25
波兰裔美国国籍富布赖特委员会将于2019
年10月1日开始根据富布赖特专家计划征
集关于接待美国专家的提案。 专家应代
表以下科学领域：美国主义，人类学，考
古学，公共管理，图书馆学，新闻学和社
会传播，教育，经济学，物理学，计算机
科学，工程培训，生物科学，化学科学，
政治科学，数学，环境保护，和平解决冲
突，社会援助，法律，农业，社会学，城
市规划，管理，公共/全球卫生。 富布赖
特专家计划的对象根据其成长和发展的最
重要领域制定项目的机构，而美国专家参
与的项目目标则基于所在机构的需求。 波
兰的大学，研究所，波兰科学院的科研单
位，国际科学研究所和其他科研单位，教
育机构，政府，文化和医学机构以及波兰
的政府和非政府研究组织均可申请专家访
问。 更多信息： https://fulbright.edu.
pl/specialist/

“科学车库发明审查”提交申请
2019-09-26
第四届卡托维茨西里西亚科学节活动下
的“科学车库发明审查”征集期延长截止
至10月30日。延长征集的流程与对比赛
感兴趣的人士提出的许多要求相关。 “
非科学车库发明审查“是一项旨在展示参
与科学的人们所取得成就的倡议。创建设
备和有趣的技术解决方案。业余发明家和
设计师将能够在2020年1月26日第四届西
里西亚科学节国际会议中心上展示这些设
备。 组织者希望科学节再次成为向更多的
观众展示辛勤工作的机会，提交申请可在
www.slaskifestiwalnauki.pl网页中“非科
学”标签中填写注册表格。

格但斯克大学科学家入围政治
科学奖
2019-09-26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化学系的Agnieszka 
Gajewicz-Skrętna博士入围第十九届政
治科学奖决赛。她被提名为化学精确科学
领域的专家。 政治科学奖授予杰出的科学
家，这些科学家从事有趣的，非标准的研
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学成就。该计划
的主要目标是在才华横溢的人才中找到最
才华的。比赛主办方说道：“（...）尽管
出现了流行文化趋势，我们仍提倡一种有
价值的职业模式，强调智力和勤奋，而潜
移默化地成为了次要价值。” gnieszka 
Gajewicz-Skrętna博士的研究重点是支持
计算机化学安全性评估过程的机器学习方
法，统计和化学计量方法的开发和应用。 
更多信息： https://ug.edu.pl/media/
aktualnosci/90613/dr_agnieszka_
gajewicz-skretna_wsrod_finalistow_
nagrody_naukowej_polityki

第八届欧洲哺乳动物大会
2019-09-26
第八届欧洲哺乳动物大会将在华沙举行至
2019年9月27日。活动于9月23日开始，
旨在组织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哺乳动物的
生态和保护。活动由波兰科学院哺乳动
物生物学研究所（PAN）和波兰科学院
环境与进化生物学委员会共同组织。 大
会的受邀全体讲师包括： 来自意大利的
Francesca Cagnacci博士，负责大规
模空间哺乳动物的迁徙； 来自挪威的Nils 
Chr。Stenseth，研究野生哺乳动物在
对人类危险的病原体传播中的作用； 来
自芬兰的Heikki Henttonen，从事生态
学和生态学工作。 来自美国的Matthew 
Kauffman博士，正在寻找有蹄类哺乳
动物的迁徙的原因和模式， 来自波兰的
Marek Konarzewski，他专门研究生态生
理学和进化生态学。 欧洲哺乳动物大会
每四年举行一次。它涉及科学家研究哺乳
动物生物学的各个方面，包括在进化生物
学，生态学，行为生物学和遗传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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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伦哥白尼大学研究人员获得
著名奖项
2019-09-26
托 伦 哥 白 尼 大 学 语 言 学 系 V i o l e t t a 
Wróblewska教授是“世界文学”奖（波
兰最重要的文学奖之一）的获奖者之一。 
文化研究系的一位研究人员获得了由尼古
拉·哥白尼大学在托伦市出版的“波兰人
民童话词典”的科学编辑奖。 Violetta 
Wróblewska教授是托伦大学语言学系文
化研究系主任和民俗与流行文学系主任。
她的科学兴趣围绕着传统和当代民俗，儿
童以及大众文学和文化。她喜欢民间文学
童话和侦探小说。拥有超过100种出版物。
她曾在许多国家和国际科学会议上担任文
员。

华沙波兰--中国科学家会议
2019-09-27
波兰科学院（PAN）副院长 Paweł 
Rowiński接待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在华
沙举行的会议上，两个机构讨论了两国研
究人员联合开展的正在进行的项目。 中国
代表团由以下成员组成：中国科学院副院
长。中国科学院代表张亚平，中国科学院
研究所的科学家以及来自中国驻波兰大使
馆的郭东博和张琳。 在会议期间，两个机
构介绍了其科学活动的范围。双方还讨论
了波兰和中国研究人员联合开展的当前项
目。提出了以交流计划，赠款，项目和奖
学金形式进行的进一步合作的主题。 与会
者还讨论了就气候变化，水文学和可持续
发展等举办联合讲习班和会议的可能性。

罗兹年轻科学家研究周期科学
会议
2019-09-30
第二届跨学科青年科学家研究周期“知识-
灵感-激情”会议将于2019年10月4日至5
日在罗兹举行。 会议主要针对来自波兰
和国外的学生和博士生，其主要目的是交
流看法，分享自己的科学研究领域的知识
和经验。 我们希望为年轻科学家创造一个
机会，介绍他们在三个领域的研究成果：
人文，社会科学，精确科学和自然科学。 

“学生研究资助计划”是罗兹大学的一项
创新项目，旨在资助年轻科学家进行的研
究。

格但斯克大学研究员在
EUROBIOTECH期间获奖
2019-10-01
来 自 格 但 斯 克 大 学 的 K a r o l i n a 
Pierzynowska在克拉科夫举行的第七届
中欧生命科学大会EUROBIOTECH上获得
了“最佳海报奖”。 大会的科学计划重点
关注生物技术的两个领域：“红色生物技
术”和“绿色生物技术”，即个性化医学
和农业生物技术。Karolina Pierzynowska
的工作主题涉及个性化医学，并与“ 5.7-
二羟基-3-（4-羟基苯基）-4H-1-苯并吡
喃-4-酮在亨廷顿氏病的治疗中的药物用途
以及该药物的可药用形式”相关。 奖项的
授予是对所提出的研究结果的创新以及对
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潜力，因为科学团队
进行的研究可能会彻底改变亨廷顿氏病的
治疗方法，疾病属于尚未发明有效药物的
遗传神经退行性疾病。

波兰航天局科学奖竞赛
2019-10-01
波兰航天局宣布了第二届PAK科学奖竞
赛，竞赛针对2018/2019学年完成的航天
工程领域最佳学生工程论文。 竞赛面向
已经在波兰获得本科或者硕士学位的人
士。拟议的文凭论文应在理论方面和实际
解决方案方面涉及广泛理解的空间工程领
域的问题。 太空技术，与太空工程有关的
研究-这些都是难题。通过这次比赛，波兰
航天局希望感谢那些不惧怕这个主题的复
杂性的人。他们接受了挑战，付出了很多
努力，从而得出了论文。波兰航天局之父
Michał Szaniawski表示：“我们希望在
项目中承担研究太空问题挑战的学生和年
轻毕业生不会停下来，并决定在波兰航天
部门工作。” 参赛作品的提交截止日期为
2019年10月30日。 更多信息： https://
pak.bip.gov.pl/konkursy/konkurs-o-
nagrode-naukowa-prezesa-pak-za-
najlepsza-prace-dyplomowa.html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为研究人员
颁发最佳流行科学书籍奖
2019-10-02
来 自 华 沙 华 沙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的 U r s z u l a 
Z a j ą c z k o w s k a 博 士 获 得 了 金 玫 瑰 奖
2019年度最佳波兰文科普科学奖。奖项
由Marginsy出版社颁发。 来自华沙华
沙生命科学大学的森林植物部的Urszula 
Zajączkowska博士致力于利用延时摄
影，植物生物力学，植物几何形状和形状
以及受伤后的植物再生来分析植物的生长
和运动。 由《新书》月刊，书籍研究所和
华沙科学节的编辑设立的金玫瑰奖是授予
用波兰语撰写的最佳流行科学书籍。其目
的是可靠地传播科学知识，并以杰出的文
学形式而著称。

华沙航空学院之夜
2019-10-02
隶属于Łukasiewicz 研究网络的航空学院
邀请各位参加一个教育性的夜间活动-航空
学院第十晚。今年活动的主旋律将是探索
太空的秘密。活动将于2019年10月11日在
华沙航空学院举行。 据航空学会称，此次
活动的特别嘉宾将是Artur Chmielewski，
他是波兰工程师，太空任务经理，在加利
福尼亚航空航天局推进实验室（NASA）
工作。他与著名的罗塞塔（Rosetta）
项目以及伽利略（Galileo），尤利西斯
（Ulysses）和卡西尼-惠更斯（Cassini-
Huygens）任务以及美国宇航局组织的当
前任务一样，分享了他的工作细节。 活动
将接待来自学生科学界，技术大学和许多
机构的爱好者，例如波兰航天局，波兰科
学院的空间研究中心和哥白尼科学中心。
展示波兰对太空探索的贡献以及波兰工程
师的成功，包括在设计火箭，火星探测器
或太空探测器。 更多信息： http://www.
nocwinstytucielotnictwa.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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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气候变化”会议
2019-10-02
波兰科学院和联合国华沙新闻中心邀请各
位参加于2019年10月23日在华沙大学图书
馆举行的“波兰气候变化”会议。 在会议
期间，与会人员将尝试回答以下问题： 全
球变暖的威胁是什么？ 它如何影响我们的
健康？ 它将如何转化为迁移？ 河流会在30
年内变干吗？ 我们可以喝点什么吗？ 自然
将如何变化？ 政客和企业对此有何评论？ 
华沙大学物理系的Szymon Malinowski
教授将在会议期间介绍全球变暖问题。 
小 组 讨 论 将 包 括 ： 环 境 部 长 H e n r y k 
Kowalczyk、企业家和技术部长Jadwiga 
Emi lewicz、环境事务副部长Michał 
Kurtyka博士、华沙市长Rafał Trzaskowski
博士、世界卫生组织（WHO）波兰办公室
主任Paloma Cuchi博士。

“老年人与银经济、机遇，挑
战，前景”会议
2019-10-02
城市和都市进程观察站邀请各位参加“老
年人与银经济、机遇，挑战，前景“研讨
会，研讨会将于10月21日在索斯诺维茨西
里西亚大学自然科学学院举行。 研讨会主
题是诊断西里西亚省的老年人口状况和高
级政策问题，由于当前的人口趋势，这是
波兰和欧洲的主要公共政策之一。 活动
是“地方政府学院”的周期性组织项目的
一部分，项目旨在促进专业知识并建立地
方政府代表与科学界的持久合作。 天文台
是西里西亚大学建立的设施，主要任务之
一是在西里西亚地区发生的社会，文化，
政治和经济进程领域中收集信息并扩展知
识。

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家成为波兰
科学院驻巴黎科学委员会主席
2019-10-02
来 自 西 里 西 亚 大 学 语 言 系 的 W i e s ł a w 
Banyś教授将担任波兰科学院巴黎站科学
委员会主席，他当选为波兰科学院世界所
有科学站理事会的代表。 波兰科学院驻
巴黎科学站是具有一百多年传统的科学部

门，始于1893年。与法国科学院、国家科
研中心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等中心合作。 波兰科学院驻巴黎科学站
最重要的任务是促进波兰科学发展-组织
会议，专题讨论会，研讨会，讲座，会
议，展览和其他科学活动，发展波兰和法
国以及法语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科学与文化
联系，向科学家和学员，奖学金持有者，
学生提供帮助为了研究或教育目的来到法
国。

Piotr Mysiak博士成为宣教委
员会大会成员
2019-10-03
绿山城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副院长Piotr 
Mysiak博士成为适应气候变化委宣教委
员会成员。 大会是Horizo  n Europe计划
的一部分，是五个主要的欧洲研究与创新
任务之一的辅助机构。这是欧盟研究，科
学与创新专员卡洛斯·莫达斯（Carlos 
Moedas）开展活动的结果，在非正式研
究部长理事会期间宣布成立任务委员会。 
从地平线欧罗巴计划的角度来看，任务委
员会将寻求和开发问题领域的专家解决方
案-全球挑战，例如癌症，气候变化，健康
的海洋，气候中和的城市以及健康的土壤
和食物。

弗罗茨瓦夫科技园邀请各位参
加实验室之夜
2019-10-03
弗罗茨瓦夫技术园与Pro Mathematica
基金会共同邀请各位参加10月19日实验室
之夜研讨会。年轻的探险家将能够学习机
器人编程的基础知识，并找出哪些物质为
果冻提供了正确的一致性。 组织者宣布将
有机会参观机械实验室，机械和技术爱好
者将有机会参观机械实验室。喷水切割设
备和四辊液压薄板轧制机。在今年的版本
中，将有机会参观实验工厂，一种在波兰
独一无二的技术先进的生产装置，与生命
科学行业相关的测试，合并和优化。 在弗
罗茨瓦夫公园，还可以在装有VR眼镜的运
动平台上的集会模拟器上尝试一下自己的
手，并参观Amplicon生物技术实验室。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科学家参
加政治科学奖决赛
2019-10-04
来自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病理形态学和肿
瘤细胞学系的科学家Piotr Donizy是第19
届政治科学奖的决赛入围者之一。奖项授
予各个科学领域的“最有天赋的人才”。 
Piotr Donizy对罕见的恶性皮肤癌（默克
尔的癌症和极为罕见的多种粘膜黑素瘤）
的进展机制进行了研究。他还是国际医
生团队的成员，包括来自日本，西班牙，
台湾和美国，其项目涉及导致粘膜黑色
素瘤发展的新的预后标志物和分子疾病。 
Piotr Donizy的研究将有助于了解极其罕
见的恶性肿瘤形成的新机制，并可能导致
发现分子靶向疗法的新抓点，这在将来可
能会显著改善这些患者的治疗效果。 更
多信息： https://www.umed.wroc.pl/
content/dr-hab-piotr-donizy-w-inale-
nagr%C3%B3d-naukowych-polityki

华沙科技大学举办国际学生才
艺表演
2019-10-04
华沙科技大学正在为华沙大学的外国学
生举办比赛，比赛将以独特的创意，独
创的表演和乐趣为基础。 第一届国际学
生才艺表演是在华沙国际艺术节的主持
下组织。 活动旨在促进多元文化并鼓励
外国学生进行非科学活动。 比赛申请可
在2019年10月18日之前提交。 决赛选
手将于10月23日入选，资格赛将于11月
16日举行。 获奖者将获得在山区或波
兰海边的豪华酒店住宿作为奖励。 更多
信息： https://www.facebook.com/
events/528903644542672/

西里西亚大学2019卡托维兹教
育大会
2019-10-04
西里西亚大学和卡托维兹市邀请各位于10
月26日参加在卡托维兹举行的西里西亚博
物馆参加第五届卡托维兹教育大会。活动
口号是“学校，学习社区”。 大会由布勒
比恩基金会和华沙创意教育会议组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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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 Ken Robinson将带来演讲，Ken 
Robinson将首次参加在波兰举办的研讨
会，并将通过直播直播谈论教育的革命。 
会议的第二部分将在开放空间技术公式中
举行。这将是一个自由交流思考，思想，
知识，经验和具体计划的机会。大会结束
后，与会者将收到报告，总结了他们在每
个讨论和研讨会小组中的工作。 更多信
息： http://kongresoswiaty.us.edu.pl/

华沙天主教社会科学节
2019-10-07
第三届天主教社会科学节将于2019年10
月18日至19日在华沙大主教宫殿举行。
活动旨在积极参与地方和经济生活的人们
以及在社会经济和教育领域工作的人们
中促进教会的社会教学。 天主教社会科
学节的节目将包括专家辩论和专题讨论
会。 第一场辩论主题为“枪口还是教育枪
口？”，将于10月18日星期五举行。参加
者是来自华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
大学的的Piotr Mazurkiewicz教授、来自
TOK FM电台的Jan Wróbel、小波兰省学
校负责人Barbara Nowak。辩论由Jan 
Pospieszalski主持。 在10月19日星期六
举行的第二场辩论的主题是“波兰制造，
标签或补丁？”来自 华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的Krzysztof Kietliński教授、
波兰经济协会主席Tomasz Janik、共和党
基金会主席Marek Wróbel、INCO S.A.董
事会副主席Andrzej Pawlak博士 将参加会
议。辩论由Michał Szułdrzyński主持。

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家赢
得“2019地质学”竞赛
2019-10-08
来自西里西亚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科学家赢
得了由环境部组织的“2019地质学”竞
赛。 西里西亚大学的Michał Zatoń博士
获得了获得了成就奖、西里西亚大学的
Mariusz A.Salamon 博士的“记录最古老
的陆地植物”论文获得了奖项。 在地质和
地球环境的普及类别中，波兰地球科学之
友协会-西里西亚上分会的“西里西亚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博物馆普及了地质和地球环
境”项目获得了奖项。 “2019地质学”是

一项旨在促进创新服务和解决方案，促进
可持续管理环境资源，支持科学发展和普
及地质知识的竞赛。

“人类，灵性，教育”科学会议
2019-10-08
“人类，灵性，教育”是为期三天的国际
科学会议的主题，会议在华沙红衣天主教
stefan Wyszyńskie大学、普沃克马佐维亚
公立大学以及奥尔什丁瓦米亚-马祖里大学
举行。 关于基督教教育本质的系列讲座的
目的是确定什么有助于人类深层发展。著
名的德国本笃会和神学家父Anselm Grün
将参加会议，他指出价值观是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工作中一种真实可靠的交流来源。 
Anselm Grün神父说：“我们不必复制其
他人，而是在自己中寻找来源，灵感和图
像以及道德体验。价值观赋予力量和治愈
力，正义，勇气，节制和智慧。”

“2019空间管理的不同面貌'' 
科学会议
2019-10-09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学生空间管理科学协
会邀请各位参加关于空间管理的跨学科性
的会议。 会议旨在介绍华沙生命科学大学
在200年的空间管理方面的成就以及15年
的学生科学管理协会的活动。 全体会议将
由专家，空间经济专业的毕业生以及处理
空间管理问题的科学界相关学生的演讲组
成。 活动将使学术界和行业界的代表之间
交流宝贵的经验。 计划还包括小组研讨会
和有奖竞赛。 会议将于2019年10月25日在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林业学大楼内举行。

热舒夫大学互动展览探索性展览
2019-10-09
热舒夫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通知
道：“热舒夫大学邀请各位参加互动展览
的仪式性开幕式，展览将于2019年10月12
日星期六举行。” 展览开幕式将在 8:45
在A0大楼Stanisława Pigonia 街道1号举
行。 在展览中可以查看新展览如何发挥
作用，以带来有关自然（哺乳动物和鸟类
的神秘生活）和废物管理的生态方法的知

识。 还可以使用增强现实技术独立执行实
验。

下西里西亚大学科学家在《美
国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
2019-10-09
志《美国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
章。 Sławomir Krzychała教授在文章里
分析了教师参与新的教育实践的背景下学
校的发展。提出了作者的理论模型，在学
校中的变化可以解释为创造和转化教学知
识的过程。 《美国教育研究期刊》是一本
对文章对教育和学习有经验，理论和方法
上的理解。所刊登的文章涵盖所有子领域
和学科的教育研究领域的分析。这些作品
在各种各样的观点，主题，背景和方法中
反映出最高的质量。 更多信息： http://
w w w . d s w . e d u . p l / a k t u a l n o s c i /
aktualnosc/news/kolejne-sukcesy-
naszych-wykladowcow-prestizowa-
publ ikac ja-prof -dsw-s lawomi ra-
krzychaly/

科萨林科技大学设计的珠宝将
在米兰展出
2019-10-09
来自科沙林科技大学的Hanna Kowalska
设计的两个由纺织品和银制成的胸针将
第二次在米兰的展览中展出。 Hanna 
Kowalska于2016年去了芬兰，在那里她
被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和金匠的艺术迷住
了。从那时起她便一直在实验中使用各种
材料：沙子，树脂，琥珀色，玻璃甚至苔
藓。 今年二月Hanna Kowalsk作为唯一一
个参加米兰Artistar Jewels 2019世界珠宝
展览的波兰人，她在展览中展示了她的作
品。展览活动伴随着著名的时装周举行。
在展览上展示了两个胸针，这些胸针是她
准备作为科萨林科技大学毕业辩论准备的
一部分。Hanna Kowalska）珠宝的照片
和描述都包含在一张特别专辑中，专辑被
放在了书店，画廊和品牌精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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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景观保护和生态方面
科学会议
2019-10-10
克拉科夫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的景观建筑研
究所、古迹保护者协会、克拉科夫波兰科
学院分院将于10月24日至25日举办第26届
全国科学会议。会议主题是“景观保护和
生态方面”。 会议旨在普及人们在景观保
护领域的知识并提高人们的意识并塑造生
态态度。 会议将分为以下主题进行：从建
筑和景观区域主义的角度出发，景观生态
学，塑造当代绿色区域的生态方面，与园
林艺术有关的生态方面，从自然环境的生
态价值出发的景观保护，文化景观及其作
为遗产的美学价值的保护国家和环境评估
主题。

弗罗茨瓦夫 Falling Labs地区赛
2019-10-10
来自捷克共和国Daniel Kopkane再次赢
得了弗罗茨瓦夫大学组织的国际“Falling 
Labs”竞赛的地区赛冠军。获胜者将于
11月8日在柏林举行的最后会议上表演。 
Daniel Kopkane探讨了关于气候变化，
获取可再生能源，并为科学家，商人以及
教师和儿童创造现代工具。 Falling Walls 
Lab的想法是传播有关当前研究的信息，
建立科学和业务合作并扩大研究范围。区
域版本获胜者将参加在柏林举行的最终会
议， “伟大的思想，三分钟零一日”主
旨下他们以简洁明了的方式解释当前正在
开展的项目以及可以给现代世界带来的
福利。 更多信息： https://uni.wroc.pl/
daniel-kopkane-pojedzie-do-berlina/

格但斯克大学“纪念历史旅
游”会议
2019-10-10
格但斯克大学历史研究所旅游与历史旅游
实验室和历史学学会将于10月17日至18日
举办国际旅游与历史旅游史科学会议“纪
念馆-历史-旅游”。 29名来自历史，艺术
史，文学研究，考古学领域的代表将参加
会议。来宾将代表来自波兰和国外的最重
要的科学中心，包括波兹南，卢布林，华

沙，托伦，维尔纽斯，利沃夫，基辅和哈
尔科夫。 会议主要主题是提出与纪念馆有
关的问题，纪念馆的历史和对旅游业的影
响。组织者宣布，基于迄今为止的科学成
就并感谢许多科学家的贡献，希望扩大研
究领域，将来自各个学科和领域的研究联
系起来，并赋予它们更多的互补性。

国家科学中心奖
2019-10-11
Dawid Pinkowicz博士、Roman 
Szczęsny博士和Michał Wierzchoń博士
因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特殊科学成就而获得
了国家科学中心（NCN）授予的久负盛名
的殊荣。优胜者将获得5万英镑的现金奖
励。 国家科学中心（NCN）颁发的奖项旨
在支持波兰科学单位从事基础研究领域最
杰出的科学家。奖项设立于2013年，授予
40岁以下的研究人员，并在三个研究领域
获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科学，
生命科学以及精确技术科学。 副总理兼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说在
国家科学中心颁奖晚会时说道：“我感到
非常高兴的是，这是我们国家科学中心授
予的极具声望的奖项，今年已经是第七届
了。我祝贺在场的年轻科学家们的杰出科
学成就。”

Oded Galor教授托伦哥白尼
大学开设讲座
2019-10-11
托伦哥白尼大学于10月17日邀请杰出经
济学家美国第七大学布朗大学的Oded 
Galor教授开设讲座。 讲座将在老城区中
心阿图斯法院的历史建筑中举行，主题
是国家财富的生物地理根源。讲座将以英
语的形式进行。来自卡托维兹经济大学的
Tadeusz Trzaskalik教授将在讲座期间进行
钢琴伴奏。 Oded Galor教授专注于经济
增长和发展，经济学与人口发展的关系，
人口统计学，进化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地理
学等主题。他是《经济增长的统一理论》
的作者，也是《经济增长杂志》的主编，
《经济增长杂志》被世界十大最佳经济杂
志收录。

卢布林全国跨学科科学会议
2019-10-14
2019年11月28日卢布林科技大学、卢布林
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与卢布林
医科大学将组织第一届全国跨学科科学会
议“ 神经学院，一个在年轻的神经科学家
之间交换知识的平台”。 会议面向在广泛
了解的神经科学领域进行研究的学生和博
士生。 组织者希望来自各个知识领域的信
息交流将使会议参与者能够找到灵感并建
立联系，这将导致新的研究项目以及新的
跨学科研究团队的建立。 组织者为活跃的
参与者提供了两个奖项：为最佳演讲者提
供的特别奖以及为第二名提供的鼓励奖。

第二届波兰海洋研究人员科学
大会
2019-10-14
来自波兰各地的300多名海洋研究人员参加
了第二次波兰海洋研究人员科学会议，会
议由格但斯克大学海洋与地理学院与波兰
科学院海洋研究委员会共同组织。 会议旨
在整合代表海洋学研究各个方面的波兰海
洋研究人员的环境（生物学，化学，物理
学和地质学，海洋水技术问题，保护海洋
环境以及社会法律方面。 会议专门面向管
理海洋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各级主管部门的
代表。作为活动的一部分，举行了青年海
洋研究人员全体会议，并且颁发了波兰科
学院海洋研究委员会主席的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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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关于科学和技术史最佳著
作竞赛
2019-10-16
Marek Górlikowski的著作“诺贝尔奖
获得者，约瑟夫·罗特布拉特（Józef 
Rotblat）的和平战争”获得了波兰科学技
术史上最佳书籍竞赛奖项。 比赛由波兰科
学院科学技术史委员会、Józef Mianowski
科学支持基金会和普隆斯克自治政府联合
举办。 获奖书籍是关于华沙一位被遗忘的
物理学家的非凡故事。Józef Rotblat当面
36岁正在曼哈顿的一个秘密项目中研究原
子弹。他是波兰人并拒绝加入英国国籍。
因此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当他制造出美
国最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他在波
兰占领区的亲人为生存而战。半个世纪
后，这位科学家将因其支持原子核裁军的
活动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设计与时尚法”会议
2019-10-17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设计、时尚和广告
法中心、卡托维兹知识产权基金会基金
会、Pawełczyk律师事务所、Kulikowska 
律师事务共同组织了“设计与时尚法”会
议。 会议将于2019年11月22日在西里西亚
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举行。会议主题为：
知识产权法领域的保护以及商品和知识产
权的估价。 会议面向设计师，时装设计
师，服装企业家，化妆品行业的企业家，
珠宝公司以及律师，法律顾问，专利律师
和法官，他们在设计和时装法领域遇到越
来越多的话题。

Arkadiusz Żukowski教授担任
波兰政治学会主席
2019-10-17
波兰政治科学学会大会在华沙大学政治学
与国际研究学院选举了主席和董事会成
员。 在2020年至2022年的第二个任期中，
波兰政治科学学会大会任命来自奥尔什丁
瓦尔米亚和马祖里大学（UWM）政治科学
研究所所长Arkadiusz Żukowski教授为主
席。 波兰政治科学学会成立于1957年11
月。 与20个国家分支机构和12个科学部门

中组织的大约500名成员联系在一起。 他
是中欧，泛欧和世界政治科学家组织的成
员：中欧政治科学协会，欧洲政治科学协
会联合会和国际政治科学协会，以及欧洲
研究联盟欧洲政治研究联盟。

“心灵冒险联合国科目在STEM
教育中的力量” 科学会议
2019-10-17
2019年11月21日至22日华沙哥白尼科学
中心将举行“心灵冒险，联合国科目在
STEM教育中的力量”国际会议，著名的
科学家将参加会议并讨论发关于物质对
象在学习中的作用。 哥白尼科学中心主
任Robert Firmhofer和纽约科学馆主任
Margaret Honey博士将主持会议开幕。 
“心灵冒险”不仅是鼓舞人心的演讲和富
有创意的讨论，而且还是联系并熟悉创新
教育解决方案的绝佳机会。会议计划包括
专家讲座和与他们互动的互动会议，以及
BADNIGHT事件，在此期间科学家将谈论
他们最大的研究失败。 更多信息： http://
www.kopernik.org.pl/en/special-
pro jects/konferencja-przygody-
umyslu/

罗兹大学兰花物种
2019-10-18
罗兹杂菊属是以罗兹大学命名的一种新发
现的兰花物种。兰花由罗兹大学生物与环
境保护学院的Marta Kolanowska教授及
其团队在2018年在厄瓜多尔开展的工作中
发现。 罗兹杂菊属是一种地方生物分类
群，目前仅生长在莫罗纳-圣地亚哥省约
1350 米的海拔的地方。这种兰花的花序非
常长，由许多棕黄色的花朵组成。 Marta 
Kolanowska教授说：“新兰花的名称表
达了对罗兹大学当局为发展波兰热带研究
所做的努力的认可。在物种灭绝速度加快
和在赤道地区观察到快速毁林的背景下，
加强我们在以生物多样性为特征的地区的
科学家活动尤其重要。” Python期刊上
发表了一篇描述新物种的文章： http://
www.uni.lodz.pl/plik/11200/967f66d05
7654f32ea8528493bafa83f

第六届“宝贵自然地区的旅
游” 国际科学会议
2019-10-21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建筑与环境科学学
院森林科学研究所和科隆伯格研究所于10
月17日至18日在比亚韦斯托克举行了第六
届国际科学会议“宝贵自然地区的旅游”
。 来自波兰和国外的100多位专家参加了
会议。 会议在比亚沃维耶阿国家公园总部
举行，科学家，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
的专家，林业人员，规划人员，企业家，
地方政府官员和外交使团代表出席了会
议。 今年会议涉及了以下主题：区域发展
战略中的旅游业，旅游业的数字化和新技
术，可持续林业旅游业，旅游服务质量。
会议还介绍了保护重要自然区的法律问题
和旅游业的国际解决方案。

波兰-中国艺术与设计大赛
2019-10-21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与西里西亚大学将合作
主办第二届2020年艺术与设计竞赛：“艺
术与设计中的思维与感觉”，这是中波大
学联盟合作的第一步。 比赛面向与联盟相
关的大学的学生和员工。主题是对伙伴国
日常生活的传统和现代性的个性化解释和
参考，可以对文化的相互了解和和解及其
促进作出贡献。比赛参赛作品应在西里西
亚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提交， 第一届比赛在
中国北京工业大学举行，引起了参与者的
极大兴趣并被证明是促进中国和波兰大学
以及两国经济伙伴之间对话的极有价值的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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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奖
2019-10-22
政治周刊选出了第19届政治科学奖的获奖
者。五位杰出的科学家获得了15000兹罗
提奖学金。 在人文学科类别中，获胜者
是来自雅盖隆大学波兰研究学院戏剧与戏
剧系助理Olga Śmiechowicz博士。 华
沙大学经济学院微经济学系助理教授Ewa 
Zawojska博士成为社会科学类的获奖者。
在生命科学类别中奖学金获得者是来自波
兹南的密茨凯维奇大学分子生物学和生物
技术研究所的助理教授Andrzej Zieleziński
博士。 矮子华沙大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
力学学院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的Iwona 
Chlebicka博士获得了精确科学领域的奖
项。在技  术科学类别中来自弗罗茨瓦夫科
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与测试系助
理教授Mariusz Ptak博士获得了奖项。

2020物理年
2019-10-22
波兰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将2020年定为物理
年的决议，旨在表彰波兰物理学家及其成
就，并赞赏这一科学领域的文明意义。 波
兰国会上议院的决议指出：“波兰共和国
参议院将2020年定为物理年，这是波兰物
理学会成立100周年。同时参议院想强调
波兰物理学家在世界科学中的优点，并回
顾波兰在1918年获得独立后发生的物理学
的飞速发展。” 参议员强调他们希望“物
理学年”能够使社会，尤其是物理学及其
对经济发展和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的作
用，在社会上获得更大的认可。对物理学
的兴趣，是一门极为有趣的实验科学，转
化为后代在该领域技能的提高。在信息社
会和知识经济的建设中，在这一领域进行
的科学和专业活动特别重要。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与比亚
韦斯托克大学探索合并大学
2019-10-22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与比亚韦斯托克大
学将于2020年3月创建合并大学可能性的
报告。 基于该报告大学将能够决定是否合
并以及以何种形式合并。 超过900000兹

罗提被分配用于准备详细分析两所大学可
能合并的效果和收益。 资金来自科学和高
等教育部“支持大学合并过程”项目的一
部分。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项目负责人
Lech Dzienis教授说：“我们应该认真，
认真但没有偏见地考虑这个话题。 跨学科
是科学的未来，那些为科学做准备的人将
获胜。”

罗兹大学关于1939年谋杀案演讲
2019-10-23
犯罪学家和作家迪特·申克Dieter Schenk
将于10月23日发表演讲，讲座的主题是“
格但斯克波兰邮局，德国法院谋杀的历
史”。他也是德国刑警的前局长和国家社
会主义历史研究人员。 活动将在罗兹大学
历史研究所举行。 1939年9月1日抵御格但
斯克的波兰邮局大楼辩护的38名波兰邮政
官员被德国军事法院判处死刑，后者承认
他们是“犯罪游击队”。Dieter Schenk的
著作，在历史学家和律师的世界中得到了
回响，将其著作带到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的一家现代法院，承认这一信念是司法谋
杀。该讲座介绍了法学家对此罪行的刑事
责任的历史和法律方面。 讲座将从德语翻
译成波兰语。 2017年Dieter Schenk获得
罗兹大学的荣誉博士荣誉称号。

华沙大学“波兰气候变化”会议
2019-10-23
10月23日在华沙大学举行了“波兰气候变
化”会议。波兰各部委和非政府组织的科
学家和代表将出席会议。与会者将讨论气
候变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与会者将在四
个小组中讨论气候变化对移民和难民，人
类健康，粮食安全，水域和环境以及波兰
动植物的影响。辩论还将讨论波兰气候变
化的预测过程，决策者对气候变化的责任
以及商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来自华沙大
学，波兰科学院，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环
境部，创业与技术部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代
表将出席会议，这些组织包括：波兰烟雾
警报，国际移民组织，世卫组织，绿色和
平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UNEP / GRID-
华沙中心。

第七届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波
兰企业家大会
2019-10-23
10月24日至25日第七届波兰企业家大会将
在奥尔什丁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举行。活
动是由波兰企业局组织的，由瓦尔米亚-马
祖里大学和欧洲企业发展基金会共同组织
的。 波兰企业家大会计划包括关于波兰和
欧洲经济最重要问题的近30个讨论小组。
问题包括创新，区域和地方政府的发展，
现代商业服务，国外扩张，高等教育，能
源，医药和工业4.0等主题。 在大会期间
举行了B2B会议，与会者将有机会与宣布
参加此次活动的法国，立陶宛，乌克兰，
美国，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代表建立
关系。

欧洲研究理事会
2019-10-23
10月21日欧洲研究理事会科学委员会为期
三天的全体会议在克拉科夫开始举行。科
学理事会由代表各种科学学科的22名欧洲
杰出科学家组成。通常每年在全体会议上
在布鲁塞尔的ERC总部开会五次。会议是
由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与科学和高等教育
部合作主办。 在全体会议期间将讨论与
科学家和公众进行ERC交流的问题，讨论
与新的“欧洲地平线”框架计划有关的步
骤。也将讨论开放获取来自科学研究的出
版物和数据的问题，以及各个工作组的工
作总结。 10月24日星期四，ERC科学理
事会的代表将在华沙与波兰科学家举行会
议。副总理Jarosław Gowin、科学和高
等教育主要理事会主席Jerzy Duszyński、 
Zbigniew Marciniak和ERC主席Jean-
Pierre Bourguignon将出席会议。

Photo by Alex Knight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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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年科学家流动性的报告
2019-10-24
德国学术交流处编写了一份标题为“信息
和流动行为。基于对8422人的调查得出的
全球国际青年科学家调查”报告。波兰科
学基金会是这项报告的合作伙伴。 研究旨
在获得有关与流动性相关的年轻科学家的
动机的全面知识，确定决策因素，获取信
息的方式以及当前和潜在的国际年轻科学
研究者的需求。 研究的重点是德国的重
要研究伙伴八个国家：英国，印度，以色
列，墨西哥，波兰，韩国，南非和美国。 
报告的结果表明，有关出发国和目的地机
构的流动性和利益的决定主要由专业问题
决定。教师的良好声誉，巨大的研究自由
或职业前景对目的地的选择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财务安全在决策中也起着重要作
用。 更多信息： https://www.fnp.org.
pl/assets/Factsheet_Polen.pdf

维基科学竞赛
2019-10-24
维基科学竞赛将于2019年11月4日至12月
15日举行。这是一个国际性竞赛，争夺记
录科学世界的最佳照片。最有趣的照片的
作者将获得奖赏。 Wiki科学竞赛是一项国
际竞赛，其目的是收集科学世界的照片。
这些可以是记录科学家在工作，研究的对
象和效果以及研究设备的照片。它还旨在
鼓励创造，创造力，最重要的是，提出与
科学有关的创造力。比赛分为几类：科学
人物，显微照片，非照相媒体，照片集，
自然和一般类别。 比赛面向所有人开放。
每份提交的照片都将进入维基共享资源集
合，并且能够用每种语言版本的维基百科
插图化文章。最好的作品也将获得国际版
的资格。 更多信息： https://commons.
wikimedia.org/wiki/Commons:Wiki_
Science_Competition_2019_in_Poland

Photo by Alex Knight from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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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盖隆大学波兰-巴西科学合作
会议
2019-10-25
“巴西-克拉科夫通往南美的桥梁”会议致
力于发展巴西和波兰大学之间的科学和学
术合作。巴西驻波兰大使Hadil Fontes da 
Rocha Vianna参加了此次活动。 雅盖隆
大学国际化专业负责人全权代表。Adam 
Jelonek教授强调巴西是波兰在拉丁美洲
最重要的外国伙伴之一。他指出，波兰-巴
西合作的良好基础是由于该国拥有庞大的
波兰人社区（约200万），明年波兰和巴
西建交一百周年是加强相互伙伴关系的良
机。 Adam Jelonek表示希望雅盖隆大学
的会议将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重大贡献，
特别是在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领域。

瓦尔米亚-马祖里大学东部伙伴
关系研讨会
2019-10-25
波兰东部合作协会与瓦米亚-马祖里大学东
部斯拉夫研究所举办了“东部伙伴关系-发
展社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研讨会。 大学
接待了来自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和白俄
罗斯的大使以及俄罗斯的代表。 研讨会计
划包括全体会议，大使馆代表致辞，以及
三个专门讨论商业，文化和旅游以及区域
美食的讨论小组。 外交官们提出了经济合
作的机会和机会； 向来自波兰的游客介绍
了旅游吸引力并向俄罗斯联邦讨论了电子
签证的问题。 大学向第三方介绍了瓦米亚-
马祖里、维斯瓦的习俗特色并邀请客人品
尝了传统美食。

Mariusz Malinowski 教授成为
IEEE工业电子学会主席
2019-10-25
来自华沙科技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控制与
工业电子学研究所工业电子学系系主任
Mariusz Malinowski 教授在电气与电子工
程师协会（IEEE）工作多年，协会的分支
机构是IEEE IES Mariusz Malinowski教授
在2020-2021年的无记名投票中当选，将
在2022-2023年担任IEEE IES主席。选举在
2019年10月18日在里斯本举行的IEEE IES

理事会上一次会议期间做出的。 Mariusz 
Malinowski教授是《 IEEE工业电子杂志》
的主编，也是《 IEEE工业电子交易》和
《 IEEE电力电子交易》的助理编辑。他
共同组织了20多个国际IEEE会议。目前，
是IEEE波兰分会的主席以及IEEE工业电子
学会出版物的副主席。他拥有IEEE最高学
位，被称为IEEE Fellow，奖项因特殊的技
术和组织成就而获奖。

热舒夫科技大学历史会议
2019-10-28
10月23日至25日热舒夫科技大学与热舒
夫国家纪念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一起举办
了“1944-1947年波兰共产主义制度的开
始”历史会议。 热舒夫科技大学国际合作
副校长Grzegorz Ostasz教授说到：“我们
尝试向学生展示与我们的身份和最近的历
史有关的历史元素，或举办这样的科学会
议。 这不是我们参与的此类首创计划。” 
出席会议的有：NSZZ“Solidarność”
教 育 和 养 育 区 域 分 会 主 席 B o g u s ł a w 
Buda、热舒夫省教育图书馆馆长Beata 
M i c h a ł u s z k o 、 热 舒 夫 省 军 事 参 谋 长
Mariusz Stopa。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欧
洲是科学自由领域
2019-10-28
这欧洲研究理事会科学理事会全体会议上
讨论的一些主题是：妇女更多地参与欧洲
研究理事会（ERC），与经济的创新与合
作，利益冲突和违反道德原则进行科学研
究。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说道：“我
们感到骄傲的是，今天克拉科夫可以成为
为科学卓越，从而为欧洲发展设定方向的
机构的聚会场所。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
大的区别，并且得到了明确的支持-通过选
择我们的城市，ERC确认整个欧洲都是科
学自由的地区，也是科学卓越的源泉。”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补充道：“ERC建
立的赠款接受者的模式和成功经验使我们
确信，公众对科学的投资很重要并带来可
衡量的收益。”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欧洲
文化的起源”会议
2019-10-30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人文系开始举办了
一系列针对中学青年的讲座。每个月“欧
洲文化起源”周期的会议都会涉及一个不
同的主题。 会议周期以“涉及人的医学
实验的伦理方面”的演讲开始。 会议主题
为：“法律是欧洲文化的渊源之一”； “ 
Ekfraza-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生态系
统的多样性和人类生活的质量”； “世界
的媒体形象”； “从开始到巴黎圣日耳曼-
欧洲基督教的象征还活着”。 西里西亚大
学科学家还将向年轻人介绍哲学顾问并共
同讨论 “没有真理是真的吗？真理是西方
文明的基础”等话题。

弗罗茨瓦夫陆军学院是“寒武
纪巡逻”演习中最快的团队
2019-10-30
弗罗茨瓦夫陆军学院队赢得了威尔士中
部“寒武纪巡逻”巡逻演习的银牌。作战
行动科的学员在创纪录的42个小时内完成
了他们的行动，是所有参加演习中最快的
团队。 今年的第60届演习汇聚了来自34
个国家的130支队伍。陆军学院的代表参
加了为期2天的比赛，在威尔士中部要求
很高的寒武纪山脉地区与其他团队竞争。
团队分8个阶段执行任务。每个小组都必
须用重35公斤的战术设备和一架SA-80卡
宾枪覆盖60公里的路线。 在比赛中学员
将完成以下任务：越过一公里的污染区，
进行完全除污，越过固定的桥梁，穿透对
手的位置，识别物体并根据获得的信息准
备报告。 更多信息： https://www.awl.
edu.pl/aktualnosci-awl/z-ostatniej-
chwili/8703-medalisci-z-a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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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波莱科技大学研究人员获得
国家教育委员会奖章
2019-11-06
来自奥波莱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
Piotr Zamelski博士因其对教育和养育的特
殊贡献获得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奖章。 奖章
是应儿童之友协会颁发的。 Piotr Zamelski
博士是专业律师。 他已经在奥波莱大学工
作了10年， 他还在奥波莱（Opole）第二
公立中学任教。作为儿童之友协会主板的
成员，他】近年来负责法律和法规事务。 
Piotr Zamelski博士将监督在奥波莱技术大
学运营的“法经济学”科学圈，还负责他
创建的两个教学法庭。 Piotr Zamelski博士
是54种科学出版物的作者和合著者。

罗兹大学全国历史地理会议
2019-11-06
罗兹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政治，历史和区域
研究系，波兰地理学会政治和历史地理委
员会以及波兰历史学会历史地理委员会将
于2019年11月14日至15日举行第六届全国
历史地理文化遗产会议。 会议的目标是讨
论“对历史地理在文化遗产研究中的作用
和意义进行多方面的思考”。 由于遗产在
社会和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变化，与会人员
将尝试回答有关文化遗产研究方法演变的
重要问题。会议中还将探讨在历史地理学
作为研究学科的机会和威胁的背景下，遗
产研究中跨学科性日益增强的影响。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
沃多斯卡大学#MEETUP_
UMCSxSANTANDER系列会议
2019-11-06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
发言人Aneta Adamska宣布道：“卢
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将
于十一月和十二月举办一系列独特的会
议。” #MEETUP_UMCSxSANTANDER周
期会议于11月4日开始。首位客人是Beata 
Tadla-电视和广播新闻记者，培训师，专
门研究演讲，公众和媒体报道。 Beata 
Tadla进行了自我介绍，建立自己的品牌
和一贯追求她的目标发表演讲。 地球上

最偏远地区的竞争性探险专家Mateusz 
Waligóra将出席会议。 11月27日Łukasz 
Krasoń 将出席会议，轮椅对他实现最狂
野的梦想也没有构成任何障碍。12月4日
博客作者和环游世界的旅行者Karol和Ola 
Lewandowski将出席会议。

Joanna Tokarska-Bakir教授
赢得了Yad Vashem国际图书
奖2019竞赛
2019-11-07
来自波兰科学院斯拉夫研究所的Joanna 
Tokarska-Bakir 教授的“在诅咒之下， 凯
尔采大屠杀的社会肖像”一书获得了Yad 
Vashem以色列研究所的奖项。 这本关
于基尔采大屠杀的专著在《耶德·瓦西姆
国际图书奖2019》竞赛中获得第一名，
颁奖典礼将于11月28日在耶路撒冷举行。 
十月底Joanna Tokarska-Bakir教授获得
了Długosza2018年出版了最佳人文出版
物。比赛在克拉科夫国际书展期间举行。 
Joanna Tokarska-Bakir教授被Giedroyc
奖、 Moczarski奖、Józef A. Gierowski奖
提名； 荣获波兰犹太历史和文化领域最佳
科学书籍出版奖项。

热舒夫 “观看DOCS电影中的
人权” 旅行电影节
2019-11-07
热舒夫大学将举办第十三届“ WATCH 
DOCS电影人权” 旅行电影节。 为期
五天的活动于11月6日星期三开始并持
续至2019年11月10日星期日。 今年关
于世界各地侵犯人权的最佳纪录片将在
电影节上亮相。 来自波兰，俄罗斯，
美国，荷兰，加拿大，英国，捷克共和
国，奥地利，澳大利亚，克罗地亚和法
国的作品将在热舒夫上映。 这是波兰
举办的最大的旅行电影节，赫尔辛基人
权基金会和社会电影学院是“ WATCH 
DOCS电影人权”的联合组织者。 更多信
息： http://www.facebook.com/pg/
WatchDocsRzeszow/events

克拉科夫科学研究召开政治与
媒体关系会议
2019-11-07
华沙经济与人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与克拉
科夫约翰·保罗二世宗教学新闻与社会传
播学院将共同组织“ 20世纪和21世纪波兰
的媒体与政治”全国科学会议。 会议将于
11月14日在克拉科夫举行。 著名的政治
学家，媒体专家和历史学家将参加审议和
讨论。 这次会议将试图从科学研究的角度
回答有关政治与媒体之间长期存在的明显
关系的问题。 会议的第一部分和讨论将由
Bernard Margueritte主持。 会议将以来
自华沙大学Rafał Habielski教授的“媒体
与政治， 欧洲自由广播电台的情况。”演
讲展开。

卢布林获得总理奖的研究员
2019-11-08
来自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
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的Agata Starosta博
士是卢布林市唯一一位获得总理荣誉奖
的科学家。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
多斯卡大学发言人Katarzyna Skałecka
说：“Agata Starosta博士因其对理解
蛋白质合成或翻译过程具有根本重要性的
研究而受到认可。这是每个活细胞运作
的关键过程。” Agata Starosta博士是
ECOTECH-COMPLEX的基因表达实验室
的负责人，她和她的团队在研究“调节蛋
白质生物合成的因素”项目。 根据波兰
科学基金会的首次计划和EMBO安装补助
金，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将为项目拨发研
究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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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波兰科学与高等教育的
国际化”会议
2019-11-08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将于2019年11月26日
举办“波兰科学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会
议。 会议旨在对环境进行反思，了解如何
发展波兰科学和高等教育方面的国际合作
以及如何展示在波兰良好实践的科学，以
便与波兰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吸引国外最
好的中心。 会议将包括六个主题会议：跨
境合作，波兰实验室的全球科学界，从构
思到实施的Teraz Polska！ （关于继续在
波兰从事科学事业的决定会议），国际科
学促进，交流良好做法。

2019波兰科学奖基金会
2019-11-08
Marcin Drąg教授、Andrzej Kossakowski
教授和 Andrzej Wiśniewski教授成为2019
年波兰科学基金会的获奖者。 来自弗罗茨
瓦夫科技大学化学系的Marcin Drąg教授
开发了一种新的技术平台而获得了化学和
材料科学领域的奖项，平台能够生产生物
活性化合物，特别是蛋白水解酶抑制剂。
该平台可用于开发新的疗法，药物或诊断
方法。 来自托轮哥白尼大学物理研究所的
Andrzej Kossakowski教授发展开放量子
系统的理论而在数学，物理和工程科学领
域获得了大奖。理论构成了迅速发展的科
学领域的基础-量子信息理论。 来自波兹
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
Andrzej Wiśniewski教授因发展问题的推
论逻辑概念而获得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
奖项。

波兰知识中心
2019-11-12
托伦哥白尼大学Agata Karska博士是参
与欧洲航天局在托伦建立区域知识中心的
十八位科学家之一。 托伦天体物理学，
理论光谱学和量子化学团队将创建波兰唯
一的有关“ Webbie”的知识中心。第一
个任务将是组织国际讲习班，这些讲习班
将用于传播有关“韦伯”号机上仪器的知
识以及如何使用它们研究原恒星，太阳系

外行星以及太阳系和附近星系的小天体。 
Agata Karska博士是物理学，天文学和应
用计算机科学系天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并且是理事长的科学卓越全职代表。她在
德国加兴国际马克斯·普朗克研究学院完
成了博士学位研究，并在荷兰莱顿大学完
成了博士论文答辩。 更多信息： https://
www.umk.pl/wiadomosci/?id=26388  

“教育，史学，文化和公共空
间中的西里西亚起义和公民投
票的形象”会议
2019-11-12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卡托维兹大主教
管区和希维托赫洛维采西里西亚起义博物
馆邀请各位参加11月18日的“西里西亚
起义和全民投票在教育，历史，文化和公
共空间的形象”会议。活动由波兰总统
Andrzej Duda名誉赞助。 为庆祝西里西
亚起义100周年而组织的这次会议的参加者
将通过介绍与政治，教育，文化，体育，
工业和神圣领域有关的最重要人物，来介
绍西里西亚的历史。 会议是西里西亚大
学“上西里西亚万神殿-科学研究”项目的
一部分，项目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对话
的一部分。计划旨在在卡托维兹的国王基
督大教堂地下室创建一个多媒体展览，方
便大家能够了解上西里西亚的历史。

卢布林科技大学乌克兰日
2019-11-12
卢布林科技大学于2019年11月12日至15日
第三次举办乌克兰日。 活动旨在展示我们
邻居的文化。 随着来自乌克兰的600多名
学生在卢布林科技大学学习，这一点变得
尤为重要。 今年，组织者决定将乌克兰日
划分为4个主题块。 每天将填充一个不同
的区域，其主要角色是学生。 这次活动将
是一次展示文学，音乐甚至烹饪艺术领域
学生才华的机会。

小波兰论文竞赛
2019-11-12
Marek Nawara基金会宣布第三届“小
波兰”涉及地方政府的制度和活动，介绍
与地方政府相关的人物形象竞赛正式开
始。 论文竞赛可能集中在与地方政府和
大学合作有关的特定主题上，例如，地方
政府委托的问题对这些机构的运作实践很
重要。 比赛旨在奖励为建立波兰共和国
而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们，波兰共和国是一
个尊重地方政府附属原则的国家。 2017
、2018、2019年间进行答辩的文凭论文
可提交竞赛，论文提交截止日期为2019年
11月25日。比赛在小波兰省（Volvos）的
主持下举行。 更多信息： https://www.
malopolska.pl/_userfi les/uploads/
REGULAMIN_2019%20r%20_I I I%20
edycja%20konkursu.pdf

Ewa Pałasz-Rutkowska教授
获得日本基金会奖学金
2019-11-12
华沙大学日本研究系的Ewa Pałasz-
Rutkowska教授因其对发展波兰与日本相
互关系的贡献而获得日本基金会奖。颁奖
典礼于11月7日在东京举行。 Ewa Pałasz-
Rutkowska教授是日本历史和文化领域以
及该国与波兰之间相互关系领域的领先波
兰专家之一。在她的研究中，谈到了皇室
历史或跨文化关系问题。 基金会每年通过
其与日本文化有关的科学，艺术或其他活
动来表彰促进各个国家与日本之间友好关
系的人和组织。诗人谷川幸太郎和日本印
尼校友会今年也获得了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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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太空”领域研究项目筹集
资金
2019-11-13
11月13日至14日将在华沙大学举行国际
信息日暨太空领域经纪会议。 会议将专
门讨论在地平线2020竞赛中获得资金的可
能性。 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为最近的“地平
线2020”太空竞赛（欧盟最大的研究和创
新计划）下的项目提供融资机会。 比赛
预算为2.23亿欧元。 国际信息日的组织者
是：欧盟研究计划国家联络点，COSMOS 
2020 plusSPACE联络点网络和华沙大学。 
活动期间专家们将介绍竞赛规则和新的欧
盟框架计划“地平线欧洲”的初步假设，
该计划将取代“地平线2020”。

琴斯托霍瓦文学之泪会议
2019-11-13
琴斯托霍瓦Jan Długosz大学文学研究所
邀请各位于11月14日至15日参加全国性
科学会议“文学之泪，波兰，奥地利，德
国和瑞士文学的传递-接受-翻译。” 会议
旨在研究当代德国和波兰文学（20世纪
和21世纪）发现的散文，诗歌，戏剧，散
文，儿童文学，通俗文学的文学描写的传
递，翻译和接受形式中的异同。波兰，德
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文化传播方式。 组
织者希望在社会历史和认知条件的背景下
研究所研究的现象。同时将们从文学科学
与研究的跨学科本质出发，以多角度的
视角看待文学现象。 更多信息： http://
www.ujd.edu.pl/news/view/instytut-
l i teraturoznawstwa-zaprasza-do-
udziau-w-konferencji-zy-w-literaturze

托伦哥白尼大学研究员获得波
兰诺贝尔奖
2019-11-14
来自托伦哥白尼大学的物理学，天文学和
计算机科学系的Andrzej Kossakowski教授
获得了波兰科学基金会颁发的波兰诺贝尔
奖，波兰科学基金会被公认为是该国最重
要的科学成就。 Andrzej Kossakowski教
授是托伦物理学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他因
发展开放量子系统理论而在数学，物理和

工程科学领域获得了奖项。理论构成了迅
速发展的科学领域的基础-量子信息理论。 
波兰科学基金会奖自1992年起颁发，以表
彰其突破认知范围并开拓新的认知观点，
为我国的文明和文化进步做出杰出贡献并
为应对现代最艰巨挑战的波兰提供重要地
位的特殊科学成就和发现这个世界。

斯匹次卑尔根第43极地探险
2019-11-14
波兰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已开始向霍恩
松德波兰极地站招聘人员，以进行第43次
前往斯匹次卑尔根的极地考察。 特别需
要的是：地球物理学家，气象学家，IT专
家，机械师，储油柜，技术工人，站长和
厨师。 候选人的优势将是：汽艇专利，完
整的医学课程（例如急救或抢救），现场
经验（尤其是冬山），与电气装置和机械
设备的操作相关的资格，焊接资格，技术
技能和外语知识（尤其是英语）。 申请应
于11月25日之前发送至rekrutacja43@igf.
edu.pl 更多信息： https://www.igf.edu.
pl/kariera.php

战争工具
2019-11-14
Civitas学院恐怖主义研究中心、情报分析
和历史研究所会议所邀请各位参加“宣传-
虚假信息-操纵：历史与现代”系列的第一
次会议，会议主题为“宣传是战争工具”
。 活动将于2019年11月21日在华沙历史
会议大厦总部举行。 会议将涉及在经典武
装冲突和“低于战争界限”的当代冲突中
使用信息，心理矫治，宣传和社会工程工
具。 出席会议的人员：战争通讯员Anna 
Wojtacha、历史学家、安全专家Daniel 
Boćkowski教授、 前军事信息服务负责人
Marek Dukaczewski和前国防部长发言人
兼波兰共和国总统顾问Jerzy Smoliński。

Andrzej Nowak教授获得白鹰
勋章
2019-11-14
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历史研究所的东
欧历史系和波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东

欧历史与19世纪和20世纪帝国研究部管
理着东欧历史系的工作，被授予白鹰勋
章。 波兰总统Andrzej Duda授予Andrzej 
Nowak教授波兰最高奖项，以表彰他在
传播历史知识和传播爱国价值观，在人文
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成就以及在世界范围
内推广波兰科学思想方面的杰出成就。 
Andrzej Nowak教授东欧学院理事会成员
以及波兰-俄罗斯历史委员会； 波兰艺术与
科学院中欧和东欧委员会。自2016年以来
他一直是国家纪念学院的成员。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学生将重
建公共汽车
2019-11-14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的学生将重建历史悠
久被称为“黄瓜”的公共汽车。大学将在
此建立一个多媒体博物馆，博物馆将向对
最新历史和弗罗茨瓦夫的“团结”感兴
趣的任何人开放。 1980年8月26日凌晨
4.30，Tomasz Surowiec封锁了一辆从
仓库出发的公共汽车。这是罢工的开始，
这是对海岸工人的声援。挡风玻璃上的
公共汽车上是约翰·保罗二世的肖像，
一束白色和红色的红色，上面刻着“ 21 
times YES”。有21条假设-建立自由工
会，遵守宪法，公民权利和自由以及改善
社会。 公共汽车因其圆形外观而俗称“
黄瓜”，生产于1959年至1986年，是捷
克斯洛伐克斯柯达巴士的改型。耶尔奇公
共汽车的配色白色和红色象征着弗罗茨瓦
夫，博物馆将以这种颜色重新建造公共
汽车。 更多信息： https://pwr.edu.pl/
uczelnia/aktualnosci/wyremontujemy-
historycznego-ogorka--113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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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茨凯维奇大学研究员获得波
兰科学奖
2019-11-15
来自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心理学和认知科
学学院的Andrzej Wiśniewski教授获得了
2019年波兰科学奖基金会，奖项是波兰
最重要的科学成就。 Andrzej Wiśniewski
教授因发展问题的推论逻辑概念而获得
人文和社会科学奖。教授提出的解决方
案。可以使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的发
展，互联网搜索引擎的改进或数据库的
有效分析。 基金会的波兰科学奖是授
予特殊的科学成就和发现的奖项，这些
成就和发现突破了认知的界限并开拓了
新的认知观点，为我国的文明和文化进
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为波兰在应对
现代世界最雄心勃勃的挑战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奖金20万兹罗提。 更多信
息： https://amu.edu.pl/wiadomosci/
aktualnosci/pracownicy/naukowiec-
z-uam-zdobyl-najwazniejsze-polskie-
wyroznienie-naukowe  

普沃克波兰德语科学研讨会
2019-11-15
2019年11月18日至19日位于普沃克的马佐
夫舍省公立学院将主持研讨会“成为独立
于寄养学生的过程-波兰和德国经验”。 研
讨会将成为一个平台，在参与年轻人独立
进程的各个实体之间交换知识和经验：波
兰，德国的从业者，科学代表和国家机构
代表。这不仅是与学生的专家会议，而且
是一个就所讨论的主题计划更大的研究项
目的机会。 研讨会是一家获得波兰-德国
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企业。赠款申请是由马
佐夫舍省公立大学与格丁尼亚海军学院，
奥尔什丁的瓦尔米亚 - 马祖里大学以及埃
尔布隆格人文与经济大学合作。在德国
方面，合作伙伴是位于海德堡的法律研究
中心，SOCLES国际社会法律研究中心，
爱丽丝·所罗门（Alice Salomon）在柏
林，希尔德斯海姆大学社会与组织教育学
院，波茨坦大学。

第十七届国际煤炭科学技术大会
2019-11-15
克拉科夫AGH科技大学、波兰科学院的矿
物与能源研究所、IEA清洁煤中心（在中
央矿业学院和煤炭化学加工研究所的支持
下）是世界领先的煤炭和能源会议之一的
组织者。 第17届国际煤炭科学技术大会将
于2019年11月24日至28日在ICE克拉科夫
会议中心举行。 活动每两年在不同的国家/
地区举行一次，由设在伦敦的国际能源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主持，
活动聚集了数百名代表世界各地学术界，
行业和政府的代表。 会议主持是AGH科
技大学的Janusz Gołaś教授和波兰科学院
矿物质与能源经济研究所的Magdalena 
Wdowin博士。

格但斯克大学研究人员赢得波
兰智能发展奖
2019-11-15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植物生理与生物技术系
的Anna Aksmann博士、海洋生物技术部
负责人Hanna Mazur-Marzec教授成为``
未来科学家''类别的2019年波兰智能发展
奖的获得者。 Anna Aksmann博士因“ 
ELIPs早期光诱导的蛋白质在衣藻对人为污
染的水生环境适应中的作用”和“莱茵衣
藻的同步培养作为研究人为污染毒性的工
具”而获奖。 Hanna Mazur-Marzec教
授因“波罗的海蓝藻产生的肽-从鉴定到
领先化合物的选择从命中到H2L铅蓝藻产
生的寡肽-从生态学到生物技术”以及“
波罗的海蓝细菌的小分子代谢物作为潜在
抑制剂”而获奖。 更多信息： https://
ug.edu.pl/media/aktualnosci/91981/
badaczki_ug_laureatkami_polskiej_
nagrody_inteligentnego_rozwoju

科学为气候而战
2019-11-18
波兰科学院副主席水文学家和水动力学专
家Paweł Rowiński教授将于2019年11月
21日在波兰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进行公
开演讲，演讲主题为“一度， 为气候而斗
争的科学。” Paweł Rowiński教授将回

答以下问题：为何北极变暖比世界其他地
区快？ 我们会应付洪水吗？ 我们有饮用水
短缺的危险吗？ 有可能阻止气候变化吗？ 
会议的口号“一个半度”经常出现在有关
全球变暖的讨论中。 讲座将介绍在此水平
（相对于工业化前的时间）停止平均温度
升高的好处。 讲座从长期的Edu-Arctic项
目开始。 其目的是介绍波兰科学的成功及
其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极地研究领域的挑
战。

副总理Jarosław Gowin访问
国家科学中心
2019-11-18
2019年11月14日在国家科学中心理事会和
国家科学中心理事会成员会议上，副总理
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
参加讨论了波兰科学家参与由欧洲基金资
助的计划的问题。 会议讨论的重点是如何
支持在波兰单位工作的研究人员申请ERC
竞赛和“地平线2020”下实施的其他计划
的资金。 会议还将讨论 “地平线欧洲”的
可能性，欧盟在研究和创新领域的另一项
投资计划。会议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重要
的是要支持科学部门和个人研究人员从科
学和高等教育部以及包括国家科学中心在
内的执行机构的欧盟基金申请研究经费。

Kaja Gadowska教授成为欧
洲社会学协会副主席
2019-11-18
来 自 雅 盖 隆 大 学 社 会 学 研 究 所 的 K a j a 
Gadowska教授成为2019-2021年欧洲社
会学协会（ESA）的副主席。来自巴塞罗
那大学的Marta Soler-Gallart教授当选为
协会主席。 欧洲社会学协会ESA拥有2800
多名成员。这也是社会学家和其他知识领
域的研究人员之间交流经验的平台。 Kaja 
Gadowska教授是雅盖隆大学社会学系系
主任。 她的研究兴趣的主要领域是公共领
域功能障碍的问题，科学研究活动的重要
内容涉及波兰硬煤开采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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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经济发展论坛
2019-11-19
2019年11月21日至22日第二届波兰经济发
展论坛将在克拉科夫经济大学学生经济分
析研究所举行。 论坛将就波兰的经济状况
交换意见并扩大经济科学知识。 作为论坛
的一部分，将进行讨论和整合。 会议主题
范围包括：社会不平等； 企业家精神和创
新； 气候和绿色经济； 国际关系；人口; 
财务，税制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

热舒夫大学人文科学系列讲座
2019-11-19
热舒夫大学邀请各位参加有关历史，考
古，文化，文学和语言，哲学，艺术的
一系列讲座。 历史研究所与考古学，哲
学，波兰研究，新闻与艺术研究所以及热
舒夫大学人文学院一起在2019/2020学年
举办了一系列广泛了解的人文学科的讲
座。 热舒夫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
通知道：“热舒夫大学组织的讲座对我们
地区的中学很感兴趣。 525名与会者确认
了参加第一次会议的消息。” 系列讲座开
幕式将于2019年11月21日举行。Andrzej 
Niemczuk教授将带来主题为“人类自由
感”的讲座、Jan Pisuliński教授 将带来
主题为“自由与人权”的讲座、Bożena 
Taras教授将带来主题为“言论自由是人类
成熟的见证”的讲座。

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
2019-11-19
来自波兰的Gerjner-Brzezińska教授将
加 入 美 国 总 统 科 学 与 技 术 顾 问 委 员 会
中。Gerjner-Brzezińska教授擅长地理工
程，包括 GPS算法和移动制图。 Gerjner-
Brzezińska教授毕业于奥尔什丁瓦尔米亚-
马祖里大学，并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 她
是富布赖特奖学金的持有人。 也是俄亥
俄州立大学的教授兼系主任。 Gerjner-
Brzezińska教授编著了300余篇有关GPS和
导航的文章，技术报告和其他出版物。 她
还是导航研究所（ION）、皇家导航研究
所（RIN）的成员。

第二十一届“建筑和环境保护
中的土工合成纤维和技术纺织
品”会议
2019-11-19
别尔斯克比亚瓦技术与人文大学材料，建
筑与环境工程学院是第21届科学和技术会
议“建筑与环境保护中的合成纤维和技术
纺织品”的联合组织方。 “土工合成纤维
和技术纺织品在工程设施中的应用”会议
和培训班将于11月20日至22日在乌斯特
隆举行。两项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介绍研
究成果，用于环境工程和建筑的土工合成
材料，纤维和工业用纺织品的最新科学技
术成果。 会议将吸引对建筑和环境工程中
使用土工合成材料和技术纤维及纺织品有
关的问题感兴趣的生产商，投资者，设计
师，承包商，研究人员和学生的兴趣。

弗罗茨瓦夫大学展览
2019-11-20
截止至2020年3月8日弗罗茨瓦夫大学博
物馆将举行“地球上隐藏了什么？弗罗茨
瓦夫大学的地质，矿物学和古生物学“系
列展览。 展览与地质博物馆、矿物学博
物馆和环境生物学研究所古动物学系合作
举办。展览包含了历史收藏品，例如来自
Henrik Steffens或Ferdinand Roemer的
收藏品及标本，这些标本是1945年后波
兰研究人员的工作获得的。 弗罗茨瓦夫
大学的地质，矿物学和古生物学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812年。Karl von Raumer
创立了矿物学院。他的收藏包括矿物，
岩石学和古生物学标本，并在20世纪的
19世纪上半叶得到系统地扩展。分散之
后一部分矿物学收藏品返回了弗罗茨瓦
夫，成为今天仍在运营的矿物学博物馆的
基础。 更多信息： https://uni.wroc.pl/
co-kryje-ziemia-geologia-mineralogia-
i-paleontologia-na-uniwersytecie-
wroclawskim-otwarcie-wystawy/

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建筑师在
中国赢得比赛
2019-11-20
Piotr Wesołowski博士的雕塑《太阳，农
民和驴子》在中国河南省省会西六湖公园
展出。Piotr Wesołowski博士的雕塑项目
是参加郑州国际雕塑展2000多个项目之
一。 2316份个项目参加了第二届郑州国
际雕塑展。评审团对它们进行了评估并选
出了32个最有趣的雕塑，评审团考虑到
它们的创造力，独特性和美观性以及耐用
性，安全性和环境友好性。 被选出项目
包括 Piotr Wesołowski博士的雕塑《太
阳，农民和驴子》。他的雕塑是对人与自
然，可持续人文关系的一种宽松的隐喻，
被理解为积极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关注
共同未来的领域。 更多信息： https://
pwr.edu.pl/uczelnia/aktualnosci/w-
chinach-stanela-praca-architekta-
z-pwr-wybrano- ja-sposrod-2-tys-
propozycji-11396.html

弗罗茨瓦夫大学
2019-11-21
弗罗茨瓦夫大学地质科学研究所邀请各位
参加“地球与宇宙的秘密”系列讲座。讲
座将于 11月23日星期六举行，Jolanta 
Muszer博士将带来主题为“神兽和化石的
真相”的讲座。 我们当中谁没有听说过有
关危险的巨龙，勇敢的新来的人，强大的
巨人或独眼巨人的神话传说？也有关于独
角兽，魔鬼指甲，天狗爪和许多其他野兽
的故事。在波兰也有关于闪电石和魔鬼足
迹的信念。 讲座将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神
话生物和神灵的例子。我们将考虑这些故
事的来源以及它们可能受到的启发。在讲
座期间将讨论以下话题：神话和传说仅仅
是旅行者疯狂想象的结果，还是它们是否
基于过去无法解释其存在的化石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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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拉谢儿童大学
2019-11-21
11月23日星期六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将
为波德拉谢儿童大学的新学年揭牌。 来自
比亚韦斯托克，奥古斯托夫，别尔斯克·
波德拉斯基，哈伊诺卡，西米亚蒂奇和索
科卡的孩子将参加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
的课程。 来自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机
械工程学院Szczepan Piszczatowski教授
将在第一节课中对学生们进行指导。 波
德拉谢儿童大学是针对小学生的一个项
目，其主要目标是普及科学并表明学习
知识不必无聊又困难。计划在2019/2020
学年举行15个主题多样的会议。 更多信
息： https://pb.edu.pl/pud/

波兰科学家荣获国际森林研究
组织联盟奖
2019-11-21
在今年巴西库里蒂巴举行的第十五届世
界 森 林 大 会 期 间 ， 来 自 华 沙 生 命 科 学
大学（SGGW）林业系森林利的Piot r 
Paschalis-Jakubowicz博士因出色的研
究成就而获得了国际森林研究组织联合会
（IUFRO）奖。 IUFRO奖励构成该组织目
标的成果，即组织传播与森林研究，林业
和相关科学有关的知识。在巴西的世界森
林大会期间仅颁发了一项此类奖项。 欧洲
森林研究组织国际联盟（IUFRO）由多个
欧洲和北美国家于1892年成立。是由来自
110多个国家/地区的近700个成员组织的
15,000多名科学家组成的许多组织的国际
合作网络。

波兰法国科学奖
2019-11-21
Marcin Szwed博士、 Laurent Cohen教
授、Jakub Zakrzewski教授、Dominique 
Delande博士获得了首个波兰-法国居里夫
人科学奖。 雅盖隆大学心理学研究所的认
知科学家Marcin Szwed博士和脑脊髓研究
所（ICM）的神经病学家Laurent Cohen
教授被认为是阅读过程中大脑过程创新
研究的专家。 雅盖隆大学物理，天文学
和应用计算机科学学院的物理学家Jakub 

Zakrzewski教授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的Dominique Delande博士荣
获了量子力学系统物理学成就奖。 波兰－
法国科学奖是由于两国科学家之间的合作
所取得的杰出科学成就而授予，由波兰科
学基金会，法国高等教育，科学与创新部
（MESRI）和法国科学院于2019年成立。

华沙大学安第斯研究中心
2019-11-22
2019年11月20日至12月21日，多媒体展览
将在华沙大学的卡齐米佐夫斯基宫举行，
展示库斯科华沙大学安第斯研究中心在马
丘比丘进行的考古工作。 展览名为“超越
可见的事物，在马丘比丘的波兰-秘鲁-意
大利研究中的遥感和激光扫描”。展览展
示了华沙大学安第斯研究中心的科学家
在马丘比丘进行的广泛考古工作-向。自
2008年以来，华沙大学的考古学家一直在
与秘鲁国家考古公园马丘比丘（Machu 
Picchu）合作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 在展
览期间能够看到各种建筑物的三维全息模
型，包括位于Mirador de Inkaraqay的印
加天文台或马丘比丘的主要团队。展览还
包括电影，纪录片和档案资料，以及现场
的最新照片。

世界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科学
家中
2019-11-22
最新的Clarivate Analytics排名已将四
名波兰科学家的名字列入名单，这是世界
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科学家的有名望的名
单。 《 Clarivate Analytics高被引研究
人员2019》排名是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被
引用最多的科学家的最新列表。 列表根据
引文数量进行分析而得出的，引文数量是
出版物价值的衡量标准之一，它显示了单
个研究人员的科学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支持
和启发了世界各地的其他科学家。 今年排
名中只包括了四位波兰科学家：化学家格
但斯克科技大学的校长Jacek Namieśnik
教授（于今年六月去世）、弗罗茨瓦夫医
科大学健康科学学院心脏病系主任 Piotr 
Ponikowsk教授、奥特沃克欧洲卫生中
心肺循环，血栓栓塞性疾病和心血管内

科CMKP负责人Adam Torbicki教授、来
自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医科大学医学院的
心脏病学和结构性心脏病诊所的Michał 
Tendera教授。

第五届诺贝尔奖座谈会
2019-11-22
卡托维兹经济大学政治经济系邀请各位参
加第五届诺贝尔学术讨论会“Douglass 
C. North网络研究”。 会议的演讲者将是
Sławomir Czech博士，他将介绍瑞典银
行奖得主Douglass C. North的概况和科
学成就。Alfred Nobel于1993年与Robert 
Fogl一起被授予“通过应用经济理论为
经济史的复兴做出的贡献”。 Douglass 
North的研究主题是被理解为“社会游戏规
则”或“人为设计的限制人与人之间互动
的限制”的机构。North在经济史学家的
著作中提到了引起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
问题，即为什么有些社会变得富裕而另一
些社会却无法摆脱低增长的陷阱。 更多信
息： https://www.ue.katowice.pl/no_
cache/uczelnia/aktualnosci/article/
zapraszamy-na-piate-kolokwium-
noblowskie.html    

地球上的生命之谜
2019-11-25
2019年11月20日下午5点华沙文化科学宫
的波兰科学院古生物学研究所（PAN）进
化博物馆将举行一场独特的公开演讲。来
自波兰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的Robert 
Hołyst教授将谈到生命过程的随机性。 
Robert Hołyst教授说道：“我将提及活细
胞中秩序的创建，生命过程的随机性以及
它们的同步性。当活生物体受到强烈压力
时，进化会非常迅速地发生。” Robert 
Hołyst教授补充道：“我的讲座中出现的
时间（从纳秒到几小时）与古生物学家所
感兴趣的时间范围相去甚远。但是我非常
希望我的想法能激发那些被地球上存在的
生命之谜所吸引的人们的灵感。” Robert 
Hołyst教授常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
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欧洲以
及加拿大，中国，日本，俄罗斯和韩国的
著名大学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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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大学学生参加StRuNa
竞赛
2019-11-25
托伦哥白尼大学的学生在全国比赛StRuNa
中获得奖项，总结了学生协会和组织的
科 学 活 动 。 并 在 三 类 青 年 科 学 家 获 得
了主要奖项。 在2019年度科学界类别
中，Medicul卫生科学学院的老年医学跨
学科科学界获得了冠军，在StRuNa-Art 
2019类别中，哥白尼大学艺术学生的保护
和修复“天文观测台的亨利·德雷珀天文
望远镜的保护和翻新''项目获得了奖项。 在
StRuNa-Human 2019类别中“首次参加
欧洲议会选举的选民的参与”项目获得了
奖项、中世纪艺术史学家科学协会的“镇
民和王子， 荷兰勃艮第的文化和艺术”项
目获得了提名。

卢布林“波兰社会分析”科学
会议
2019-11-26
TYGIEL促进科学与发展基金会将组织第三
届 “波兰社会分析” 全国社会科学会议，
会议将于2019年11月29日在卢布林举行。 
会议旨在试图捕捉和描述有关现代社会的
变化，紧张关系和困境。社会的动态发展
导致许多科学领域的相互渗透。全球现象
影响着当地的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日益
增长的联系和依赖关系的意识日益增强，
这促使人们需要寻找一种方式来理解，预
测和控制它们。 会议期间讨论将围绕五个
主题进行：媒体与公共生活，法律与经济
学，社会政策，心理学与社会科学以及人
类学和人种志。

Piotr Ponikowski教授是世界上
被引用最多的科学家之一
2019-11-26
弗 罗 茨 瓦 夫 医 科 大 学 的 校 长 P i o t r 
Ponikowski教授是Clarivate Analytics创
建的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名单上的
四名波兰人之一-。 列表每年创建一次。列
表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最常被环
境引用。今年来自60多个国家的1200家机
构的代表，其中包括2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被列在表中。 Piotr Ponikowski教授是内科
和心脏病学专家，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卫
生科学学院心脏病系主任以及大学临床医
院心脏病中心。从2019年2月14日起担任
弗罗茨瓦夫大学的校长。 在名单上还有来
自格但斯克科技大学的Adam Torbicki教
授、Michał Tendera教授、化学家Jacek 
Namieśnik教授。

热舒夫大学考古学
2019-11-27
热舒夫大学发言人Maciej Ulita博士说
道：“在乔蒂涅克·热舒夫发现的赛斯·
格罗兹斯克（Scythian Grodzisk）成为
波兰考古地图上的一个亮点是一个公开的
秘密了。 当然这不是近年来的唯一重要发
现。喀尔巴阡山考古学的历史更加深厚，
并提醒我们今年热舒夫大学考古研究所庆
祝成立20周年。” 12月2-3日将举行“文
化的郊区”科学会议。从年轻的石器时
代到早期的铁器时代在中欧和东欧的考古
学研究。来自波兰和国外的许多著名研究
人员宣布参加会议。 12月4日将授予考古
学家Aleksander Kośko教授荣誉博士称
号。Aleksander Kośko教授曾在波兰进行
了许多野外研究，主要是在库亚维、波美
拉尼亚和大波兰省地区。他是《波罗的海
语音研究》年鉴的创建者和主编，也是《
考古学Bimaris》系列的共同编辑。

丹麦王子夫妇访问华沙大学
2019-11-27
11月25日至26日华沙大学举行庆祝波兰与
丹麦建交100周年会议。丹麦王位的继承人
弗雷德里克亲王和玛丽亚王妃访问了华沙
大学。 弗雷德里克亲王参加了国家间关系
会议的开幕式。 会议开幕时华沙大学校长 
Marcin Pałys教授谈到了华沙大学和丹麦
大学之间的科学合作，也谈到了由于4EU +
联盟而成为可能的合作。 Marcin Pałys教
授说道：“我们对4EU +联盟寄予厚望，该
联盟根据今年6月欧洲委员会的决定获得了
欧洲大学的地位。该联盟将来自华沙大学
和哥本哈根大学等六国的研究大学联系在
一起。”

“艺术，音乐，文学和戏剧界
的人们” 会议
2019-11-28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波
兰语言研究所、学生民族语言学家科学
俱乐部，UMCS学术文化中心“Chatka 
Żaka”和民间动画师协会将共同组织 “
艺术，音乐，文学和戏剧界的人们”会
议。 活动将于2019年11月29日在UMCS
学术文化中心“ ChatkaŻaka”举行，并
将成为第29届国际民俗音乐节“Mikołajki 
Folkowe”的一部分。 会议期间与会者
将讨论以下主题：音乐，艺术，文学和戏
剧中民间艺术的起源与表现；民间艺术风
格；昨天和今天的民间艺术：介于民间传
说，民俗和民间之间；为“人民”服务的
艺术-民间艺术，民间团体，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当代艺术中的民间灵感-民族设计，
民间音乐，民族运动；农民文学和有关农
民的文学和艺术世界的民间图画。

欧洲论坛：华沙从研究到商业
化的生物医学工程
2019-11-29
欧洲论坛：从研究到商业化的生物医学工
程将于12月2-4日在华沙举行。活动将由
波兰科学院生物计算机与生物医学研究所
（IBIB PAN）主持。 论坛面向医疗技术领
域的科学家和企业家。 参加者将谈论最新
科学研究的结果，尤其是那些可以商业化
或在临床实践中实施的科学研究。 主题还
包括研究中心与医疗技术领域公司的合作
以及获得项目和赠款的良好实践。 会议将
由国际医学与生物工程联合会（IFMBE）
主席Ratko Magjarević博士和国际生物密
码学中心主任Piotr Ładyżyński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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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igniew Błocki教授再次当选
为欧洲科学理事会理事
2019-11-29
国家科学中心主任 Zbigniew Błocki教授连
续第三年当选为欧洲科学理事会（SE）的
成员，理事会是由37个进行或资助研究活
动的欧洲科学机构组成的国际组织。 成立
于2011年的科学欧洲组织的目的是通过增
加成员组织对制定泛欧科学政策的影响来
支持其活动。 《欧洲科学》还是欧洲和国
外科学机构之间以及科学界与国家和欧洲
当局代表之间的联系平台。 与欧洲研究委
员会（ERC），大学，欧洲国际科学组织
和欧洲委员会合作。

凯尔采的大学与波兰情报官员
会面
2019-12-02
凯尔采大学邀请各位参加“外国情报局的
有经验的官员”会议。 会议主题为“您体
内是否拥有智力基因？”。 波兰情报人员
将在12月4日访问凯尔采大学。会议期间与
会人员将学习“情报人员的典型资料”以
及该服务对未来人员的要求。还将讨论申
请方法，一般工作条件和职业。 会议期间
体重还将有机会参加讨论并获得对特殊服
务领域感兴趣的问题的答案。

第十一届聚合物结构国际会议
2019-12-02
别尔斯克 -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大学纺织与
高分子材料工程研究所与鲁汶大学化学系
以及波兰科学院材料科学委员会合作于12
月3日至6日组织第十一届国际聚合物结构X
射线研究会议- XIPS 2019。 会议是在欧洲
和国家科学界众所周知的论坛，旨在介绍
结构聚合物研究领域的最新成就以及基于
X射线散射的研究方法的推广。 来自比利
时，丹麦，日本，法国，德国和波兰的科
学家将出席会议，这些科学家来自克拉科
夫AGH科技大学、罗兹科技大学、罗兹波
兰科学院的分子与大分子研究中心、弗罗
茨瓦夫科技大学，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
沃多斯卡大学、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及
和克拉科夫SOLARIS国家同步辐射中心。

教育科学会议
2019-12-03
12月6日波兰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将举办“
宗教教育及其对20世纪该国和该地区社会
文化生活的影响”会议。 会议旨在增强人
们注意各种宗教的悔教育的历史和对20世
纪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和社会文化生活
的贡献。 会议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
解决这个问题：总体概图，选定的教育机
构和学校的历史，教育环境的特征，管理
人员和教职员工，教学和养育计划，支持
个别教会和协会的宗派教育机构运作的组
织的描述宗教组织。 会议的最终结果将是
集体工作形式的科学出版物。

34照片中的波兰科学
2019-12-03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出版了一本以34张“
照片快照”介绍和推广波兰科学的书籍。 
“ 34张照片中的波兰科学”描述了各个
科学领域的科学家和科学团队的成就。
还介绍了研究基础设施及介绍波兰科学
学校的论文。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局长
Łukasz Wojdyga说道：“波兰科学家一
直在为世界科学的联合建设做出贡献。他
们在大型实验室中使用大型研究基础设
施，在现代实验室中，通常由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个人或研究团队来解决科学问题，
并在自己的办公室中，遍布波兰的大学
和研究机构致力于科学的各个领域和专
业。” “ 34张快照中的波兰科学”是对
波兰科学和研究人员着迷的，五彩缤纷的
世界的呈现，他们在工作中以真诚的热情
追求自己的科学目标时被观察到。 更多
信息： https://nawa.gov.pl/images/
zdjecia/ResearchinPoland/Science_
in_Poland_v1.25a-www.pdf

科学家移植野牛胚胎
2019-12-03
一个月前，五个野牛胚胎被植入五只黑白
母牛中。他们中的三个刚刚确认怀孕。由
来自华沙生命科学大学兽医学院的Anna 
Duszewska教授领导的一组科学家将胚胎
转移给代孕母亲。。 尽管转移成功，但
我们将在大约8个月内了解该实验的最终

成功，这是由另一种物种（即家畜）的代
表所生的第一个野牛出生时。 项目负责
人兼SGGW动物科学研究所所长Wanda 
Olech教授说道：“开展这些活动是为了
保护物种，并确保畜群之间未来遗传物质
的交换。” 在华沙华沙生命科学大学中
还有一个野牛基因库，其中的野牛的组
织，DNA，精子，卵母细胞和胚胎被低温
保存。 DNA样本包括来自波兰和其他欧洲
国家的约3500个样本。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国际培
训周
2019-12-03
来自9个国家/地区的11所大学的17名代表
将于12约6日参加在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
学举办的国际培训周。 Erasmus +计划的
合作大学会议由PB国际合作办公室组织。 
国际培训周的参与者包括来自全球11个学
术中心的国际合作办公室的学术老师和员
工。 来宾有机会了解比亚韦斯托克科技
大学，参加学院的会议以及为学生举办课
程。 来自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马
来西亚，摩尔多瓦，尼泊尔，巴拉圭，俄
罗斯，塞尔维亚和突尼斯的大学代表也希
望，在比亚韦斯托克活动期间，他们将与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的教师和学术人员
建立合作关系。

弗罗茨瓦夫大学文化叙事策略
会议
2019-12-03
弗罗茨瓦夫大学口语与文学文化关系跨学
科研究中心将于12月4日至6日举办国际跨
学科科学会议“在口头和书面传统特殊性
的背景下叙事策略的变化”。 会议将专门
讨论口头文化和写作文化的叙事策略。 来
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研究人员将参加此次活
动。 对于研究人员而言特别有趣的是两种
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例如在古代和
中世纪文学中可以观察到的边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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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与宇宙的结构” 科
学会议
2019-12-04
克拉科夫约翰保罗二世宗大学自然哲学系
（UPJPII）将于2019年12月4日至5日组织
科学会议``爱因斯坦与宇宙的结构''。 科学
会议将创造一个机会与认识哲学系和精确
科学系的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会面，他
们的研究重点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思
想和我们周围宇宙的广泛理解的结构。 组
织者希望让参与者有机会在自然哲学和自
然科学领域的硕士论文，学士论文或博士
学位论文框架内介绍他们当前的研究。 会
议将在克拉科夫Bernardyńskia街3号约
翰·保罗二世宗座大学哲学系礼堂举行。

Leszek Kaczmarek教授成为
欧洲分子生物学会议主席
2019-12-04
来 自 实 验 生 物 学 研 究 所 的 L e s z e k 
Kaczmarek 教授当选为欧洲分子生物学协
会（EMBC）主席。 欧洲分子生物学协会
成立于1969年。 汇集了30个国家的成员。 
波兰于1999年加入协会。 协会任务是支
持欧洲合作，并为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
人员的培训和职业发展提供资金。 Leszek 
Kaczmarek教授担任实验生物学研究所分
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实验室的负责人，同
时也是波兰科学院和欧洲科学院的成员。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
学举行数字技术会议
2019-12-05
华沙红衣主教StefanWyszyński大学数字
科学与技术中心邀请各位参加与12月5举
行的“方向创新，面向未来数字经济的科
学”科学会议。 会议将致力于数字技术的
开发和实施。数字科学与技术中心的员工
将介绍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学多
学科研究中心项目的进展，以及红衣主教
Stefan Wyszyński大学数字技术中心战略
和成就。 与会人员将能够学习有关人工
智能，大数据问题或人类学数字解决方案
的知识。演讲者将展示什么是医学中的视
觉分析，解释建模，可视化和高级数据分

析，用于3D打印的设计材料以及在极端条
件下的工作，还将介绍用于城市基础设施
的智能诊断系统如何工作。

格但斯克大学的究人员当选为
欧洲数据保护主管
2019-12-05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信息技
术系的Wojciech Wiewiórowski博士当选
为欧洲数据保护主管。这是波兰科学家在
欧盟机构中的最高职位。 欧洲数据保护
主管（EDPS）是欧盟的独立监管机构，
其主要任务是确保欧洲机构和组织在处理
个人数据并制定新政策时尊重隐私权和数
据保护权。 欧洲数据保护主管（EDPS）
向欧盟机构和机构提供有关处理个人数
据以及相关政策和法律领域的事项的建
议。他处理投诉并进行调查。与欧盟国
家/地区的国家机关合作，监视可能影响
数据保护的新技术。 更多信息： https://
ug.edu.pl/media/aktualnosci/92725/
dr_wojciech_wiewiorowski_wybrany_
europejskim_inspektorem_ochrony_
danych

极地大学
2019-12-05
波兰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举办的在线讲
座中将谈及“全球变暖如何改变北极？”
、“冰川能移动多快？”、“杆下的圣诞
节在家里看起来像什么？”等问题。 极地
大学在Edu-Arctic项目下启动。首次在线
讲座于11月26日举行。波兰科学院副教授
Paweł Rowiński讲述了气候变化问题。 12
月将有两个关于圣诞节主题的讲座。只需
转到edu-arctic.pl并参加所选的讲座。计
划与波兰极地电台进行实时连接。 12月6
日星期五在10.00和16.00的讲座主题为“
关于驯鹿魔术的全部真相”、12月17日和
18日的讲座主题为“极地探险者的假期”
。 Joanna Perchaluk-Mandat会讲述关
于斯匹次卑尔根（Spitsbergen）波兰极
地站“洪森德”（Hornsund）的事迹。 
更多信息： www.edu-arctic.pl

哥白尼科学中心关于暗物质踪迹
2019-12-05
华沙哥白尼科学中心于12月12日邀请各位
参加“与科学家会面”活动。Sebastian 
Trojanowski博士将访问哥白尼科学中
心，届时将谈到“基本粒子物理学家对暗
物质及其发现痕迹的前景有何评论”。 
Sebastian Trojanowski博士目前与Świerk
波兰国家核研究中心（NCBJ）和英国谢菲
尔德大学有联系，在那里他从事理论粒子
物理学，宇宙学和粒子天体物理学之间边
界的研究。 Sebastian Trojanowski博士的
主要专长之一是与暗物质有关的问题，并
试图了解其微观性质。他对暗物质可能相
互作用的理论描述以及其实验发现的观点
分析都感兴趣。是计划在日内瓦附近的大
型强子对撞机（LHC）上进行的FASER实
验的四个发起者之一。

Ryszard Horodecki教授荣获
波兰科学院物理学委员会奖
2019-12-05
来自格但斯克大学国际量子技术理论中
心、波兰科学院（PAN）通讯员Ryszard 
Horodecki教授获得了波兰科学院物理学
委员会奖。奖项是为对量子计算理论和该
领域的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而颁发的。 由
Ryszard Horodecki教授教授领导的一组
科学家开发了一种有效，经济的方法来检
测一种称为“纠缠”的新资源，并发现了
所谓的具有相关纠缠态的量子信息中的黑
洞，也为量子通道理论和量子信息处理领
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Ryszard Horodecki
教授是量子计算的前卫科学领域的共同
创造者。Ryszard Horodecki教授与他的
儿子Paweł，Michał和Karol及Robert 
Alicki教授、Marek Żukowski一起在格但
斯克创建了一个量子计算机科学中心，该
中心已成为该领域的全球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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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科学奖基金会
2019-12-06
波兰科学基金会第28次颁发了奖项，奖
项被公认为是波兰最重要的科学荣誉。
在华沙皇家城堡举行的盛大典礼上，来
自弗罗茨瓦夫科技大学化学系的Marcin 
Drąg教授、来自白尼大学物理研究所的
Andrzej Kossakowski教授和来自托伦大学
的Andrzej Wiśniewski教授获得了奖项。
。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说道“我真诚的祝贺教授们获得
这一殊荣。我还要向波兰科学基金会表示
祝贺，基金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在波兰传
播并举起科学卓越的旗帜。我过去四年的
部长职务是为了建立一个系统的框架来支
持波兰科学基金会从一开始就代表的科学
方”。 基金会的奖项自1992年起颁发，以
表彰其在以下四个领域的杰出科学成就和
发现：生命科学和地球科学（今年尚未获
奖），化学和材料科学，数学，物理和工
程科学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秘鲁日
2019-12-06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西班牙世界、政治和国
际关系系、西班牙科学圈，卢布林秘鲁名
誉领事及卢布林地中海中学邀请各位参加 
“秘鲁日”，活动将于2019年12月12日在
转移中心举行卢布林知识。 活动将从秘鲁
驻波兰大使Alberto Salas Barahon的讲话
开始。然后有关于秘鲁，波兰-秘鲁关系和
西班牙语的讲座。 卢布林天主教大学西班
牙裔学生将讲讲关于美国的西班牙语，并
将展示“秘鲁ABC”，Maciej Karkut博士
将分享“跨大西洋之旅的回忆”； Walter 
Corsini神父将带来主题为“秘鲁印第安人
中的欧洲传教士”的演讲。 活动将以针对
秘鲁的高中学生知识竞赛而结束。

华沙大学墨西哥凯特拉计划
2019-12-06
华 沙 大 学 启 动 了 墨 西 哥 凯 特 拉 计 划 计
划 ， 这 是 墨 西 哥 科 学 家 的 一 系 列 讲
座。 今年的讲座将由物理学家Mauro 
NapsucialeMendívil博士进行。 Mauro 
NapsucialeMendívil博士是瓜纳华托大

学物理系主任。 他的演讲主题是 “暗物
质：事实与神话”。 墨西哥驻波兰大使亚
Alejandro Negrín参加了会议。 墨西哥凯
特拉计划主要是为学生开设的讲座。 多学
科计划也是波兰和墨西哥代表人文和社会
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和精确科学的科学家之
间合作的机会。 计划方案与墨西哥外交部
合作实施。

罗兹大学“圣诞老人令”
2019-12-09
12月9日罗兹大学当代波兰语系语言科学俱
乐部和罗兹大学波兰语历史系研究小组将
组织“圣诞老人令”活动。 每年的活动将
吸引150名冒险家，他们将朗读著名作家书
写的作品：Tomasz Boruszczak、Tomasz 
Zimocha、Mirosława Henk、 
Paweł Śpiechowicz和 Magdalena 
Michalaka。 今年著名的演员、电影导演
Radosław Popłonikowski将出席活动。 
活动将于12月9日在 17:00在罗兹大学语言
学系A3厅举行。  

AGH科技大学“城市与能源转
型”研讨会
2019-12-09
2019年12月12日克拉科夫的AGH科技大
学将举行“城市与能源转型”研讨会，研
讨会将了解波兰城市参与能源转型的良好
实践实例，并提出行动建议，以促进最佳
解决方案的传播。 在研讨会的第一部分
中，来自不同规模和特性的城市的代表将
介绍他们的动机以及参与当地能源计划的
方式。这些行动方式将面临瑞典城市采用
的解决方案。 活动的第二部分将进行讨
论，为有兴趣更快实施能源转型的波兰城
市制定一系列建议。 研讨会由实施“能源
集群中分布式能源的发展（KlastER）”项
目的科学联盟成员AGH科技大学，能源部
（现为国有资产部-财团负责人）和国家核
研究中心组织。

华沙中央商学院将实施致力于
欧洲联盟对非洲援助的项目
2019-12-09
来 自 华 沙 中 央 商 学 院 M a g d a l e n a 
Proczek教授与Ewa Osuch-Rak正在实
施一个作为Jean Monnet Erasmus Plus 
2019活动的“欧盟应对非洲挑战的多维策
略的Jean Monnet模块（EU4AFRI）”
为期三年的项目（2019-2022）。 项目
专门用于欧洲联盟对非洲的发展援助，特
别强调其他国际组织和波兰在这些进程中
的作用。 团队将使用“设计思维”方法
为学生实施主题课程，科学研讨会和讲习
班。 项目还包括许多学生和学术界参与的
活动，包括与项目相关的信息图表的年度
竞赛和结束该项目的会议。 Magdalena 
Proczek教授毕业于华沙中央商学院对外
贸易学院，主修华沙经济学院对外贸易政
策和研究生教育。是华沙中央商学院和其
他经济大学以及国家公共管理学院的研究
和教学雇员。

Piotr Błędowski教授讲座
2019-12-10
Piotr Błędowski教授罗兹大学的经济和
社会学系做客。谈论老年人的社会影响，
个人或老年人的视野。Piotr Błędowski
教授波兰经济学家，老年学家。 Piotr 
B ł ę d o w s k i 教 授 表 示 关 于 老 年 人 日 常
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障碍和障碍。 Piotr 
Błędowski教授补充道：“像1980年代那
样，老年人不再限制自己的愿望。他们的
专业活动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好处。
我想在晚年成为二等公民，但我希望拥有
与他人一样的受惠权利，只要能获得这些
惠益。” Piotr Błędowski教授是波兰老年
医学会（PTG）的长期董事会主席，目前
是波兰科学院（PTG）审核委员会主席和
波兰劳动与社会政策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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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科学院院科学奖获得者
2019-12-10
波兰科学院（PAN）大会第140届会议期
间，波兰科学院院长Jerzy Duszyński在
2019年授予五位研究人员杰出成就。 获
得奖项的是： Janusz Reykowski教授，
波兰科学院的成员，在政治心理学领域取
得了研究成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
的《民主的解体》著作。 波兰科学院古
生物学研究所的Tomasz Sulej教授在著名
的科学杂志《科学》上宣布了三叠纪类哺
乳动物爬行动物的杰出研究发现。 波兰
科学院成员Tadeusz Januszkiewicz教授
获得了杰出的科学成果，特别是在利用先
进的代数几何方法获得有关经典问题的新
信息的工作中。 波兰科学院成员Tomasz 
Kapitaniak教授对力学的发展做出了贡
献，特别是通过对非线性系统和嵌合态形
成机理的同步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波兰科
学院成员Edmund Przegaliński教授致力
于研究抑郁症和成瘾的机理。

奥尔什丁波兰海上安全战略概
念研讨会
2019-12-10
奥尔什丁历史与国际关系学院以及瓦尔
米亚-马祖里大学战略研究与军事研究系
于12月12日邀请各位参加“波兰共和国海
上安全的战略概念”科学研讨会。 活动将
于下午三点在人文学院大厅举行。 在研
讨会期间来自海军学院的指挥官Andrzej 
Drzewiecki 教授将带来主题为“海上的
波兰存在。 有关国家海军和海洋政策的
未来的问题”的演讲；Grzegorz Kał博
士将带来主题为“波兰海事政策和海军
的战略思想与未来”的演讲；Bartłomiej 
Drzewiecki博士将带来主题为“信息战争
是影响波兰海事政策的工具”的演讲。

Anna Budzanowska：波兰
人想要清洁的空气
2019-12-10
科 学 和 高 等 教 育 部 部 长 A n n a 
Budzanowska博士出席了致力于环境保
护的科学界和国际机构的代表在马德里

自治大学的气候法与治理日会议，提出了
与气候挑战有关的科学政策观点。 Anna 
Budzanowska博士说道：“波兰作为一个
国家已经赶上了，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新
政府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波兰人想要清洁
的空气，想要保护环境并愿意做出与之相
关的承诺。总结了去年在卡托维兹举行的
气候法和治理日。” Anna Budzanowska
博士强调：“没有单一的气候中和方法。
各个国家/地区的情况不同，这意味着我们
必须寻找一条最适合我们的道路。科学家
们在这一领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因
为他们的研究为气候保护指明了方向。”

托伦哥白尼大学物理学家获得
波兰科学院奖
2019-12-10
来自托伦尼哥白尼大学物理，天文学和计
算机科学学院的Mateusz Borkowski博士
荣获科学奖波兰科学院（PAN）的Stefan 
Pieńkowski奖项。奖项每年由科学奖波兰
科学院颁发，以表彰在物理学领域的重大
科学成就。 Mateusz Borkowski博士因“
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光网络中超冷分子的光
学分子钟的理论建议”而获奖。有关创建
这样的时钟的文章发表在2018年享有盛
名的《物理评论快报》上。 时钟将以前
所未有的精确度（可能低于1 Hz）测量分
子通道的位置，这可能会导致其他问题寻
找新的基本相互作用，甚至通过由它引起
的物理常数的缓慢振荡来检测暗物质的存
在。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6458

第十届波兰国家学生发明家竞赛
2019-12-11
第十届波兰学生发明家竞赛的征集申请将
于2020年1月25日截止。 比赛针对学生，
博士生和毕业生，他们在学习期间成为受
专有权保护的发明或实用程序/工业品外观
设计的创造者/共同创造者，或者已提交
波兰共和国专利局或国外相关工业产权局
提交保护申请。 作为国际合作的一部分而
创作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也可以是外国大
学的学生，他们的合著者是外国大学的学
生。 五名主要获奖者将参加在日内瓦举行

的第48届国际发明展览会。主办方将为展
览摊位的费用以及获奖者在日内瓦的旅行
和住宿提供资金。此外，竞赛的优胜者还
将在2020年国际华沙发明展IWIS上展示他
们的方案。

托伦天文学家突破性发现
2019-12-11
由托伦哥白尼大大学天文研究所Gracjan 
Maciejewski教授领导科学小组观察到
WASP-12恒星上的潮汐是由巨大的绕行
行星造成的数百光年距离。 WASP-12系
统是在12年前发现的，由一颗比太阳稍热
的恒星和几乎比木星大两倍的行星组成。
行星绕非常紧密的轨道绕恒星运行，仅
26个小时就足以完成一个完整的轨道。 
Gracjan Maciejewski教授说道：“三
年前，我发现行星逐渐落在恒星上。一切
似乎都表明，行星在恒星上引起的潮汐
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事实证明，这些
潮汐是如此之强，以至于我们能够检测
到它们的运动并确定它们的高度。” 使
用安装在加那利群岛3.  5 m伽利略望远镜
上的世界一流的HARPS-N仪器进行了观
测。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6472

托伦哥白尼大学将在加里宁格
勒推广波兰语
2019-12-12
来 自 托 伦 哥 白 尼 大 学 的 M a ł g o r z a t a 
Gębka-Wolak教授在“促进波兰语”竞
赛中获得了国家学术交流局的资助，资金
将用于实施“加里宁格勒波兰语日”项
目。 项目旨在通过组织在加里宁格勒举
行的一周中的流行活动来推广在俄语环境
中的波兰语言和波兰历史文化的知识，活
动将主题地提及波兰共和国众议院任命的
2020年两位赞助人的艺术和科学遗产：画
家Teodor Axentowicz和哲学家Roman 
Ingarden。 项目将加深波兰文化的知识，
并鼓励学生在哥白尼大学学习波兰语。项
目将有助于在邻国树立波兰的正面形象，
并支持在合作伙伴大学教授波兰语的质
量。 更多信息： https://www.umk.pl/
wiadomosci/?id=2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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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科夫黑客马拉松Energy 
HackOn
2019-12-12
PGE Capital 集团旗下的PGE 热能和
PGE 新能源将组织黑客马拉松Energy 
HackOn“热电生产的优化”。活动将于
2019年12月13日至14日在克拉科夫AGH
科技大学能源中心举行。 参与者的任务将
是创建用于优化热量需求覆盖范围的应用
程序原型。波兰能源集团（PGE）提供的
数据将用于编程。 参加者可以2-3人一组的
形式申请。两个最佳项目的奖项总计达1.8
万兹罗提。获奖者还将能够与PGE专家合
作，甚至实施他们的解决方案。 AGH校长
Tadeusz Słomka教授名誉赞助比赛，科学
合作伙伴是AGH机械工程和机器人学院的
能源系统和环保设备系。

Janusz Kacprzyk教授成为比
利时皇家法兰德斯科学与艺术
学院成员
2019-12-12
Janusz Kacprzyk教授当选为比利时皇家
法兰德斯科学与艺术学院（KVAB）的外
国会员（技术科学类）。 他是组中唯一
波兰成员。 Janusz Kacprzyk教授是波兰
科学院（PAN）的成员并且是专门研究
人工智能工具的国际级科学家。 Janusz 
Kacprzyk教授的科学兴趣尤其涉及 模糊
逻辑及其在数据库，决策支持系统，不确
定性和缺乏精确度条件下的信息表示和处
理，控制与决策的模糊方法，进化规划和
神经网络中的应用。

1.5亿兹罗提用于支持研发项目
的竞赛
2019-12-13
作为智能发展计划的一部分，波兰国家研
究与发展中心（NCBR）宣布了一项竞赛
以支持由科学和工业联合体实施的研究与
开发项目。为此已拨款1.5亿兹罗提。 这是
今年“应用项目”计划历史上的第六次竞
赛，企业和科研单位可以共同实施研发项
目。目标是扩大波兰公司使用新的本地技

术的规模。 由最多5个实体组成的联合体
可以申请共同出资，科学部门和企业都可
以成为联合体的负责人。 应用程序项目程
序中没有主题限制，足够使该项目的主题
属于“国家智能专业”。这给也可以提交
跨学科项目的申请人提供了许多可能性。 
更多信息： https://www.ncbr.gov.pl/
programy/fundusze-europejskie/poir/
konkursy/konkurs-2-4-1-4-2019/

中国教育部长授予雅盖隆大学
校长奖项
2019-12-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田学军授予了克
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校长Wojciech Nowak
教授奖项。Wojciech Nowak教授因其对
建立和持续支持雅盖隆大学中国语言文化
中心“克拉科夫孔子学院”的贡献而获得
荣誉奖。 颁奖仪式在国际汉语教育会议期
间举行。 今年的会议由世界所有孔子学院
的代表参加，在湖南省省会长沙举行。 雅
盖隆大学校长代表孔子学院计划委员会会
议代表波兰最古老的大学，作为该机构的
唯一成员，他被要求向杰出单位代表颁发
奖品。

琴斯托霍瓦人文与自然科学大
学研究人员获得研究资金
2019-12-13
琴斯托霍瓦的人文与科学大学获得了由国
家科学中心组织的Miniatura 3竞赛拨发
的用于开展科学活动的资金。 获得资金的
是： Katarzyna Kowal博士的“患者的
罕见遗传病-1型神经纤维瘤病的社会体研
究”项目； Piotr Rychter博士的“由环保
聚合物材料开发和制备多层包衣，确保种
子在退化土壤中正常生长和发育和干旱覆
盖的”项目； Grzegorz Sitek博士的“数
学概念的抽象度及其基于无意义几何系统
的简化咨询之旅”项目。 Miniatura 3竞
赛拨发的资金从五千兹罗提起到五万兹罗
提，可以分配用于实施初步/试点研究，查
询，科学实习，研究旅行或咨询旅行。

弗罗茨瓦夫大学学生赢得第二
届国际地缘政治奥林匹克竞赛
2019-12-13
来自弗罗茨瓦夫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
Aleks Borówka博士生在由波兰地缘政治
学会（PTG）组织的第二届国际地缘政治
奥林匹克竞赛的决赛中名列第二。 今年五
个国家的代表进入了决赛：波兰，英国，
匈牙利，乌克兰和德国，而最好的国家被
授予了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徽章。Aleks 
Borówka获得了金色徽章和奥林匹克冠军
获得者的头衔。他获得30分中的22分，
可以在三个回合中分别对应三种任务：书
面，口头，实践。 国际地缘政治奥林匹克
运动会是一项PTG计划，面向对地缘政治
感兴趣的年轻人，地缘政治是一个跨学科
的知识领域，与政治科学，地理，国际关
系，军事科学和国家安全接壤。

西里西亚大学研究人员赢得模
糊逻辑领域最佳出版物竞赛
2019-12-16
西里西亚大学的科学家获得了欧洲模糊
逻辑与技术学会EUSFLAT 2019最佳学生
论文奖。获奖出版物是“关于模糊逻辑
上的广义归纳法和广义假设三段论的一
些评论”。 获得奖项的是： Katarzyna 
Miś博士、Michał Baczyński教授和Piotr 
Helbin教授。 EUSFLAT协会汇集了在研
究中承担模糊逻辑主题的科学家。该组织
的活动之一是每两年组织一次科学会议，
在此期间，来自世界各地许多学术中心的
科学家都会介绍其分析结果。今年活动
的主题是计算智能，模糊系统以及软计
算的理论和应用。 更多信息： https://
us.edu.pl/publikacja-naukowcow-z-
us-doceniona-podczas-konferencji-
euslat-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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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全球领
导力奖
2019-12-16
卡托维兹西里西亚大学获得了气候法与治
理倡议组织颁发的全球领导奖，奖项表彰
全球法律会议气候法与治理日2018的出
色组织。会议是去年在卡托维兹举行的
COP24气候峰会的一部分。 奖项是对大
学参加有关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威胁的国
际讨论以及致力于与生态和动物法律保护
有关的活动的承诺的认可。 这也是对大
学不断合作并支持去年组织2018年气候
法和治理日会议的机构的一种赞赏形式。
最高律师协会，地区律师协会，GZM大
都会，卡托维兹省环境保护和水管理基
金会以及西里西亚电车股份有限公司。 
更多信息： https://us.edu.pl/global-
leadership-award-dla-uniwersytetu-
slaskiego/

INTERSTUDENT比赛
2019-12-16
提交参加第十届INTERSTUDENT波兰最佳
外国留学生比赛申请将截止至1月7日。组
织者希望通过积极的态度和在不同文化之
间的理解来选拔和奖励那些丰富了波兰学
术环境的人士。 目前有80000多名外国人
在波兰大学学习。评审团将挑选在公立和
私立大学，本科，研究生和博士学位课程
学习的最佳外国人。比赛由展望教育基金
会组织。 参加比赛的条件是当地学生社区
的活动-文化，社会，环境，体育和良好
的学业表现，以及参加有趣的研究项目。
参赛者可以由他们的教授，导师，大学当
局，外国合作办公室，学生政府以及同事
推荐。

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科学家获得
2019 Iuvenes Wratislaviae 奖
2019-12-16
来自弗罗茨瓦夫医科大学的Błażej Misiak
博 士 因 其 在 生 命 ， 精 确 科 学 和 技 术 科
学 领 域 的 杰 出 科 学 成 就 而 获 得 了 波 兰
2019Iuvenes Wratislaviae 奖。 每年颁发
一次的奖项是针对个人的，面向37岁以下

拥有博士学位并长期在下西里西亚工作的
科学家。Błaitej Misiak博士研究了精神分
裂症圈子首发精神病性疾病中离散代谢疾
病的临床和遗传决定因素。 奖项还授予在
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领域有所成就的科
学家。今年这一类别的获奖者是弗罗茨瓦
夫音乐学院声乐系的Aleksandra Kubas-
Kruk博士。

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大
学大学公共关系伦理学
2019-12-16
1 2 月 1 3 日 在 华 沙 红 衣 主 教 S t e f a n 
Wyszyński大学举行了首次“公共关系伦理
学”会议。研究人员和行业专家讨论了专
业公关的道德标准。 会议的重点是讨论“
专业公共关系标准”的制定，详细讨论了
道德行为问题和专业精神在公关行业中的
重要性。 此还编写了与公共关系有关的术
语表。 “标准”是由PR专家社会团队制定
的。 专业精神和道德规范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尤其是在影响人类决策的领域，例
如PR。公共关系是为了调和校长，媒体和
社会团体的利益，遵守道德标准并提及价
值观

别尔斯克 - 比亚瓦“科学，创
新，商业”会议
2019-12-16
别尔斯克 - 比亚瓦技术与人文大学第四次
组织“科学，创新，商业”会议，会议于
12月16日星期一举行。 这是一次全国性的
独特会议，因为“一方面，这里是聆听专
家演讲的地方，也是在科学界人士与商业
界之间交换意见和想法的地方。” 会议旨
在激发当地企业家和科学家社区思考创新
的发展并提高实施新技术的效率。 会议主
要议题之一将是关于研究网络活动和国际
规模研究资金的演讲。

奥波莱大学毕业生获得了“新
星律师-2019明天的领袖'”竞赛
2019-12-17
奥波莱大学的毕业生Piotr Łebek博士在
由Wolters Kluwer和法律日报组织的第八
届``新星律师-2019明天的领袖''竞赛中获
得了特别奖。参赛者是年轻的律师，这些
律师通过他们的知识，企业家精神和社会
态度，执行最高标准的法律服务。 竞争标
准包括创造力和感知新市场趋势的能力，
知识，将专业职业与学术工作，公益或社
会活动相结合的能力，以及候选人的个人
成就和其他成就。 获奖者在奥波莱律师事
务所工作。是全国最大的反兴奋剂运动“
格莱美博览会”的发起者。他将体育法律
方面的广泛知识与体育金融和管理领域
的知识相结合。他成功地将实践与科学和
体育相结合。 更多信息： http://www.
uni.opole.pl/page/3233/absolwent-
prawa-na-uo-laureatem-viii-edycji-
konkursu-rising-stars-prawnicy-liderzy-
jutra-2019

欧洲FORTHEM科学联盟合作
伙伴
2019-12-18
奥波莱大学与欧洲FORTHEM科学联盟签
署了合作伙伴协议。联盟包括德国约翰内
斯·古腾堡大学、法国勃艮第大学、芬
兰于韦斯屈莱·伊利奥皮斯托大学、意
大利巴蒂莫大学、拉脱维亚大学、西班牙
瓦伦西亚大学。 奥波莱大学校长Marek 
Masnyk教授说道：“属于欧洲大学网
络，参加FORTHEM财团是一项了不起的
工作，但对于我们的大学来说也是一项巨
大的声望。奥波莱大学教授说，我很高兴
我们政治与社会传播学院的员工获得了如
此重要且享有声望的拨款。” 科学联盟项
目活动包括学生和员工的流动性，及与七
个跨学科研究实验室（FORTHEM Labs）
组成的联盟的合作伙伴，学生，员工和专
家将参加其中。 更多信息： http://www.
uni.opole.pl/page/3212/umowa-
partnerow-europejskiego-konsorcjum-
forthem-podpisana-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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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理Jarosław Gowin：与
烟雾弥漫的政治分歧作斗争
2019-12-18
副总理兼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Jarosław 
Gowin专门讨论克拉科夫市烟雾问题的会
议后表示：“我们一贯开始在部门和政党
部门之间展开斗争，以对抗损害波兰人健
康的事情，因为波兰人的健康每年造成成
千上万人的死亡，并且是许多经济损失的
根源。” 政府、地方政府和国家环境保护
与水管理基金会的代表就小波兰地区消除
烟雾的综合措施进行了辩论。 各部委和
机构提供各种防烟计划。在波兰政府减少
低排放的主要成就中，发展部长Jadwiga 
Emilewicz提到了关于取暖锅炉质量的法
规，法案以及关于固体燃料质量的法规，
以及所谓的热现代化法案，这将允许在雾
霾最严重的城市开始进行热现代化试验。

华沙中央商学院有关消除对妇
女歧视的行动
2019-12-18
2019年12月18日华沙中央商学院与华沙
市政府共同组织了一次会议，以讨论消除
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行动。 华沙市长
Rafał Trzaskowski、华沙中央商学院副校
长Hanna Godlewska-Majkowska及监
察员Adam Bodnar共同出席了会议开幕
式。 会议讨论将集中在三个主题领域：关
于缩小波兰和世界范围内工资差距的研究
结果； 在与华沙中央商学院合作伙伴俱
乐部相关的公司中实施的均等机会方面的
良好实践，即安永，银行千禧，万事达欧
洲，桑坦德； 妇女参与公共生活-监察员办
公室评估的成就和挑战。

“卢布斯基科学月桂树”竞赛
2019-12-19
绿山城市公共图书馆邀请各位参加卢布斯
基科学月桂树比赛。比赛旨在宣传有关该
省在文学，历史，社会和自然方面的科学
和大众科学书籍。 提交参赛作品必须有
完整的科学研讨会（脚注，参考书目和评
论）。符合上述所有要求的作品可能会被
提名“最佳流行科学书籍”类别。 评审团

将为卢布斯基科学月桂树获奖者和最佳最
佳科普书小银笔颁发银笔和现金奖。申请
的截止日期为2020年1月17日。

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
斯卡大学与最伟大的登山者会
面活动
2019-12-19
波兰地理学会、卢布林分会、地球科学与
空间管理学院、卢布林玛丽亚居里 - 斯科
沃多斯卡大学及卢布林高山俱乐部邀请各
位参加与Leszek Cichy最伟大的登山者
会面活动。 Leszek Cichy自1969年以来
一直在不断攀登。 1980年2月17日他与
Krzysztof Wielicki一起在冬天率先征服了
珠穆朗玛峰。 Leszek Cichy是第一次参加
K2冬季探险，也是第一位赢得地球之冠的
波兰人。 这次会面与即将进行的珠穆朗玛
峰首次登山40周年有关。活动期间将推广
Leszek Ciche，Marek Kamiński和Julia 
Hameria的最新著作“三极。触摸不可
能的事。” 活动将于2019年12月19日在
17.15在玛玛丽亚居里 - 斯科沃多斯卡大学
地球科学与空间管理学院的礼堂里。

波兰中国美艺术设计大赛
2020“艺术与设计的心智”
2019-12-19
西里西亚科技大学、西里西亚大学及中国
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和重庆交通大学邀请
各位参加波兰-中国艺术设计大赛2020艺术
设计大赛“艺术与设计的心智”。 比赛主
题是“对科学来联盟合作伙伴国家日常生
活的传统和现代性的个性化解释和参考，
可以为共同知识做出贡献，并使文化更加
紧密地相互促进。” 参赛者可以是中波大
学联盟相关大学的学生和员工。 比赛组织
者是西里西亚科技大学的建筑系。 参赛提
交申请截止日期是2020年1月30日。

波兰科学家发现并测试未知的
效应蛋白
2019-12-19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研究人员与美国达拉
斯的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科学
家以及波兰科学院的生物化学与生物物
理研究所的科学家合作发现并测试了一
种未知的效应蛋白。研究结果已在著名
《 Cell》杂志上发布。 这一切始于大约
4年前。当时Marcin Gradowski博士是
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生物学研究所生物化学
与微生物学系的Krzysztof Pawłowski教
授的学生，作为其硕士论文的一部分，
他在“γ-变形杆菌”中寻找效应激酶。 
来自华沙生命科学大学的Anita Kruk 说
道：“然后他发现了“假单胞菌”植物病
原体的效应蛋白HopBF1，该蛋白与已知
的Krzysztof Pawłowski教授发现的激酶有
些相似。Krzysztof Pawłowski教授将研究
成果展示给了来自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
大学的Vincentowi Tagliabracciemu博
士。这是他与波兰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生物
物理研究所的Jacek Henning教授开展的
一项蛋白质研究项目。”

格丁尼亚海军学院毕业生获得
波兰法医学会奖项
2019-12-20
格丁尼亚海军学院毕业生Emilia Szymczak
获得了第二十届波兰法医学会奖项。 获奖
论文是“将人员和生物识别安全性识别为
确保波兰安全的工具的方法”。 比赛是由
波兰法证会组织。在评估提交的作品时，
评委尤其要以其科学水平，审稿人和发起
人的意见，所呈现主题的时事性和新颖性
以及其对法务实践的特殊意义为指导。包
含经验部分和进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的作
品得到了高度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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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科学家对气候危机的呼吁
2019-12-20
波兰科学院自然保护研究所科学理事会呼
吁根据科学知识采取行动以减少全球气候
和生态危机并适应这些变化的影响。 进
一步忽视这一危机并保持当前温室气体排
放趋势，将导致到2050年地球平均温度比
工业化前的水平升高2-4°C。温度的如
此大幅度上升以及对地球资源的进一步无
限制开采将对生物多样性和文明造成灾难
性的后果，IPBES主席Robert Watson说
道：“我们的经济，全球生计，生计，粮
食安全，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基础将受到破
坏。“ 研究人员表示支持2019年9月26日
的青年气候罢工假设，2019年11月23日
的``从塔特拉山开始''会议的参与者以及``
世界科学家发出的气候紧急警告''倡议。 
更多信息： http://www.iop.krakow.pl/
files/294/6uchwala_kryzys_klim_ekol_
short.pdf

国际研究议程方案理事会
2019-12-23
国际研究议程项目理事会活动已经启动，
活动将监督该项目的质量。在波兰科学
基金会（FNP）的总部，世界一流的科学
家、外国专家和人与生物圈计划的负责人
以及FNP的代表举行了会议。 爱尔兰共
和军理事会是由波兰科学基金会任命的机
构，旨在确保国际研究议程项目的实施质
量，该项目由“智能发展运营计划”下的
欧盟结构基金资助。 理事会就IRA单位和
计划本身向FNP董事会提出建议，进行咨
询并发布建议，并控制有助于IRA计划科学
卓越的标准的维持。 董事会向FNP董事会
报告会议每年举行一次。来自发育生物学
研究所蛋白质进化系主任Andreia Lupasa
教授被选为主席。

最佳知识产权科学论文奖
2019-12-23
波兰共和国专利局宣布了第17届有关知
识产权的最佳科学论文的。 竞赛每年举
办一次，不断受到创意环境的关注，为巩
固和发展波兰的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做出了
贡献。这个领域需要使用针对许多接收者

的各种形式的交流来最广泛和系统地传
播知识。 在“博士学位论文”类别中，
一等奖的获得者是什切青大学的Marcin 
JanStępień博士，他的获奖论文主题是“
波兰和俄罗斯法律中的版权财产权比较法
分析。” 在“硕士学位论文”类别中，一
等奖获得者是来自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
Aleksandra Infantry的硕士论文“畅销书
条款”。

圣诞祝福
2019-12-24
在圣诞节来临之际恭祝大家节日快乐。圣
诞节是波兰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相当于中
国的春节。圣诞节的时候波兰人都会回到
自己的老家及父母身边。大家平时都是单
独居住，只有到了盛大的节日的时候才会
聚在一起。平安夜的时候波兰人会在家里
摆上圣诞树并且进行装扮，把送给家人的
礼物藏在圣诞树下。当然随着圣诞节庆祝
活动提早开始，不少波兰人家也会早早的
摆上圣诞树。 传统上基督徒会在平安夜参
加教堂参加弥撒活动，以表示圣诞夜的开
始。民以食为天，波兰人也不例外。圣诞
节除了是一个全家团聚的日子，也是人们
享受大餐的日子。在平安夜的时候人们会
吃红菜汤，红菜汤是波兰非常传统的一道
汤。饺子、鱼、白菜卷、蘑菇等等。 现在
波兰的餐馆在平安夜及圣诞节的时候都会
对外营业，建议大家不妨去尝一尝当地的
美食特色。顺便学一句非常地道的波兰语: 
„Smacznego!” 即祝您用餐愉快。

华沙大学2020年生物学家之夜
2019-12-27
全球环境变化是华沙大学生物学家之夜主
题。活动由生物学院和生物化学科学中心
组织。为大自然爱好者准备的讲座，讲习
班，表演和其他景点将于2020年1月10日
举行。 “生物学家之夜”是面向所有自然
爱好者（成人，青年和儿童）的周期性流
行科学活动。活动最初的想法由波兹南密
茨凯维奇大学提出。目前活动在全国34个
科学中心举行。 华沙大学的生物学家之夜
是由生物学学院和生物化学科学中心准备
的。活动将于1月10日17.00-23.30举行。

活动计划包括许多讲座，讲习班，示范和
其他景点，将结合一个主题：全球环境变
化。

贝克方案竞赛
2019-12-27
波兰国家学术交流局（NAWA）通知贝克
方案竞赛已经正式结束。将有126名最佳
申请人获得奖学金。 自然科学类别共有43
人获得奖学金、社会科学类别29人、工程
和技术科学类别28人。 13名科学家将实施
医学科学项目，另外13名将实施人文科学
项目。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是美国、英国、
德国、法国和荷兰。 贝克方案支持波兰
大学和科学单位中聘用的科学家和学术教
师追求卓越的科学成就，使他们能够接受
博士后实习，进行科学研究或获得以奖学
金为名的外国著名研究中心的科学工作材
料。 更多信息： https://nawa.gov.pl/
images/users/629/Lista-rankingowa-
Bekker-2019.pdf

罗兹大学中国会谈与日本会谈
2019-12-30
罗兹大学亚洲事务中心以英语对中国和日
本进行了一系列名为“中国会谈与日本会
谈”的讨论。 Mierzejewski将负责介绍中
国，Marcin Socha博士将介绍日本的话
题。 在“与中国会谈”中将讨论地方中国
的发展及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参与问题。 
罗兹大学在《与日本会谈》将探讨日本的
能源政策和日本外交政策的曲折。 罗兹大
学亚洲事务中心是波兰第一个监测和分析
东亚和东南亚政治和经济变化的大学智囊
团。 讨论将平均每月在Soundcloud平台
上发布一次(讨论将以英语进行)：https://
soundcloud.com/unipitetlodz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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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律技术：理论与实
践”科学会议
2019-12-30
华沙红衣主教Stefan Wyszyński刑事诉讼
法科学圈组织了全国科学会议“法律上的
现代技术：理论与实践“。会议将于2020
年1月8日在大礼堂举行。 会议旨在分析有
关新技术的法律法规。 新技术的使用及其
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的显着增加。新技术影
响社会经济发展。它们可以用于生活的许
多领域。他们的介绍创造了许多机会，并
可以提高服务的效率和可用性。 新技术也
可能构成威胁。引入的变化和技术进步的
强度意味着立法者目前在新技术方面面临
规范性挑战。会议记录将是一个反思这一
领域法律法规进一步发展前景的机会。

Civitas学院论文竞赛
2019-12-30
Civitas学院邀请今年的高中毕业生参加有
关“我，波兰，欧洲，世界2040”主题的论
文，文章或报告文学比赛。 Civitas学院由一
群波兰的社会科学教授领导。 他们决定找出
想要长大的波兰人想要和期望的未来，并宣
布了关于“我，波兰，欧洲，世界2040年”
主题的论文，文章或报告的竞赛。 比赛中的
头等奖是获得 Civitas学院的指导。 提交比
赛作品的截止日期是2020年1月15日。比赛
由Civitas学院基金会和波兰教师协会组织。

Dioscuri科学卓越中心
2019-12-30
Paweł Dłotko、Gracjan Michlewski和
Bartłomiej Wacław是三位将领导华沙新
科学卓越中心的科学家。他们是由波兰国
家科学中心（NCN）和德国马克斯·普朗
克学会联合举办的第二届Dioscuri大赛中
从全球24位科学家中选出的杰出科学家。 
Dioscuri中心的选定领导人将在2020年下
半年开始创建他们的研究小组。 Paweł 
Dłotko将领导哦波兰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PAN）建立Dioscuri拓扑数据分析中
心。 RNA生物学家Gracjan Michlewski
将领导第二个Dioscuri中心。人类健康和
疾病中RNA-蛋白质相互作用的Dioscuri

中心将在华沙国际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研究
所建立。 专业理论物理学家Bartłomiej 
Wacław将在波兰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
建立Dioscuri中心，从事物理和细菌化学
领域的研究。 更多信息： https://ncn.
gov.pl/dioscuri/dioscuri3/

什切青大学科学家获得科学和
高等教育部奖项
2019-12-30
来自什切青大学的科学家因开展国际研究
而获得了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奖项，研究成
果发表于“欧洲中小型企业的可持续营销
理念：食品和饮料行业的见解”。 研究
成果被认为是杰出的创新科学成就。研
究获得了由波兰国家科学中心组织和资助
的“Harmonia”竞赛。 研究涉及可持
续营销的概念及其在某些欧洲市场上的应
用，这些市场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是多样
化的。研究与英国利兹贝克特大学、克罗
地亚萨格勒布大学、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
学、德国埃伯斯瓦尔德可持续发展大学和
西班牙莱昂大学联合实施。

Piotr Mickiewicz教授获得波
兰地缘政治学会奖
2019-12-31
Piotr Mickiewicz教授在下西里西亚大学
任职，因在地缘政治领域的科学成就而被
授予波兰地缘政治学会奖。 奖项在波兰
地缘政治学会教授会议期间颁发的。Piotr 
Mickiewicz教授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在国
家政治中利用军事潜力以及国家和非国家
行为者对海洋水域的政治和军事影响的问
题。 Piotr Mickiewicz教授毕业于海军学院
和格但斯克大学。在1990年至1997年间曾
担任School Ship Group的成员。也是《
国际安全年鉴》的主编以及关于波兰和当
代世界的奥林匹克知识区域委员会主席。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研究人员
获得Michał Oczapowski奖项
2019-12-31
来 自 波 兹 南 生 命 科 学 大 学 M o n i k a 
Kozłowska教授荣获了波兰科学院第二

生 物 与 农 业 科 学 系 的 最 高 荣 誉 M i c h a ł 
Oczapowski奖项。 Monika Kozłowska教
授在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发展植物生理学，
参加青年科学人员的晋升，晋升程序和设
计研究的发展以及科学，教学和组织成就方
面所取得的成就。还考虑了她在科学和高
等教育机构中的专家意见和活动。 Michał 
Oczapowski奖项授予纪念农业科学的先
驱。奖项授予在波兰农业和应用生物科学发
展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机构。本次获
得该奖项的还有弗罗茨瓦夫生命科学大学的
Bożena P  atkowska-Sokoła和波兰科学院
农业物理研究所的Jerzy Lipiec教授。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创新国际化
2019-12-31
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将主办名为“更多
企业家大学，国际员工培训周”的国际
活动，活动将于2020年1月15日至17日举
行。 活动由比亚韦斯托克科技大学信息技
术部和PB国际合作办公室组织的承诺面向
有志于发展基于国际化的创新生态系统的
学术界和企业界的所有代表。 参与者将
就发展国际学术企业家精神的工具交流思
想，经验和最佳实践，并讨论建立创新网
络的创新生态系统国际化的战略。 更多信
息： https://meu.wi.pb.ed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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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道德守则的科学研
究的未来”会议
2019-12-31
波兰裔美国富布赖特委员会和西里西亚大
学法律与管理学院邀请各位参加“根据版
权，研究人员的道德守则和评估研究质量
的标准，科学研究的未来”会议。 会议
计划于1月31日至2月1日举行，面向所有
人士，尤其是Fulbright计划的科学家，
毕业生和奖学金获得者。方案宣布了三个
专题小组，并就与对科学作品评分政策对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的影响有关的问
题进行了讨论。 小组讨论的主题是：在
灵感和窃之间。如何确定作者对科学研究
的贡献；组织者宣布，根据版权法，道德
规范和习俗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国
际化和评估，对精确科学领域的科学作品
进行归因。 更多信息： https://us.edu.
pl/event/konferencja-przysz losc-
badan-naukowych-w-swietle-prawa-
autorskiego-kodeksow-etycznych-
naukowcow-oraz-kryteriow-ocen-
jakosci-ba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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