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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历  

 1996.09－1999.07   博士   同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  

 1987.09－1992.02   硕士   同济大学管理工程 

 1979.09－1984.07   本科   同济大学管理工程 

 

研究与教学领域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科技与创新管理  

 指导研究生专业领域：管理理论与方法，工业工程与质量管理，科技发展与管理 

 

工作经历 

教学经历（教学岗位履历） 

 1984－至今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企业经验 

 2001 起 先后曾经成都博讯、浦东金桥、陆家嘴、上汽集团、棱光实业、鼎立股份等上市

公司独董，目前担任张江高科、得利斯、天龙光电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海外经历 

 1989-1990 联邦德国欧洲商学院 进修国际商务专业 

 美国 UTA 商学院合作教授 

 法国 GRENOBLE 管理学院科学咨询委员会委员 

专业服务 

 任全国 MBA 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三届、第四届委员 

 任全国 MPA 教育指导委员会首届委员 

 任教育部高等学校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任山东大学兼职关键岗位教授 

 任上海海事大学兼职教授 

 任中国质量协会常务理事兼学术与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任中国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评审专家 

 任中国高教学会高校价值工程研究会副会长 

 任中国高教学会高等商科教育分会常务理事 

 任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常务理事 

 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 

 任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任上海市质量协会副会长 

 

 



 任上海市经营者资质评审专家 

 任上海市工程设备监理行业协会副会长 

 任上海市建设科技委员会委员 

 任浦东新区建设科技委建设经济委员会主任 

 

荣誉/获奖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11 年入选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 

 2008 年获法国 GRENOBLE 管理学院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2007 年获上海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2005 年获全国“杰出管理学者奖” 

 2004 年获宝钢教育奖 

 2004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1999 年获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工作者 

 1998 年获上海市质量先进工作者 

 1994 年获李国豪奖励金青年教师一等奖 

 上海高校优秀青年教师（1991 首届、1993 二届、1995 三届） 

 

语言能力 

 熟练掌握德语的听、读、说、写 

 

科学研究 

研究项目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工程院项目、科技部和上海市重点项目、软科学课题 

部分出版物 

 2014-02 ，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 Consumer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channel coordination with two substitutable products，v241，n1，

p63-73，SCI：000344428200006 

 2014-03，Problem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Understanding socio-technical barriers to 

sustainable mobility – insights from Demonstration Program of EVs in China，v9，n1，

p29-36，SSCI：000330750900004 

 2014-06，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动力电池回收的环境质量成本控制模型构建，v42，

n6，p969-975，EI：20142917947302 

 2014-06，上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基于 Web 数据挖掘的网站知识获取及应用——以

大众点评网为例，v20，n3，p261-273 

 2014-07，PROBLEMY EKOROZWOJU-PROBLEM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9n2）：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e Case of Electric 

Vehicles in China，v9，n2，p27-37，SSCI：000339413500002 

 2014-07，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基于平衡记分卡模糊网络分析的民生项目选择方法，

v42，n7，p1133-1139，EI：20142917947328 

 2014-08，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using D numbers 

and grey relational projection method，v41，n10，p4670-4679，SCI：000335629500015 

 2014-08，Materials and Design：A novel hybrid 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model for 



material，v60，p380-390，SCI：000336668000047 

 2014-08，Applied Soft Computing Journal：Site selection in waste management by the VIKOR 

method using linguistic assessment，v21，p453-461，SCI：000336411500038 

 2014-08，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Business ecosystem and stakeholders‘role 

transformation：Evidence from Chinese emerging electric vehicle industry，v41，n10，

p4579-4595，SCI：000335629500007 

 2014-11，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Site selection in municip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with extended VIKOR method under fuzzy environment-ISSN1866-6280，v72，n10，

p4179-4189，SCI：000344477800035 

 2014-11，Waste Management：Application of interval 2-tuple linguistic MULTIMOORA 

method for health-care waste treatment technology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v34，n11，

p2355-2364，SCI：000343840800052 

 2014-11，Waste Management：Application of interval 2-tuple linguistic MULTIMOORA 

method for health-care waste treatment technology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v34，n11，

p2355-2364，SCI：000343840800052 

 2014-12，运筹与管理：基于 BSC-FANP 供应链内部控制评价研究，v23，n6，p213-221，

CSSCI 

 2014-12，Com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Evaluating the risk of healthcare failure modes 

using interval 2-tuple hybrid weighted distance measure ， v78 ， p249–258 ， SCI ：

000347266200024 

 2014-12，科研管理：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v35，n12，p26-35，CSSCI 

 2015-01，Problem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 Process Model of Building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An Empirical Case Study，v10，n1，

p67-78，SSCI：000350392700009 

 2015-01，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Evaluating health-care waste treatment 

technologies using a hybrid multi-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model，v41，p932-942，SCI：

000346622400070 

 2015-03，Applied Soft Computing：A novel approach for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using combination weighting and fuzzy VIKOR method ， v28 ， p579–588 ， SCI ：

000348452500055 

 2015-03，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Group multi-criteria supplier selection using an 

extended VIKOR method with interval 2-tuple linguistic in formation，v42，p1906–1916，SCI：

000347579500013 

 2015-04，Soft Comput：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using intuitionistic fuzzy hybrid 

TOPSIS approach，v19，n4，p1085-1098，SCI：000351408300025 

 2015-05，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社会责任投资视角下投资者多准则决策，v43，n5，

p794-799，EI：20152701007969 

 2015-06，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电动汽车企业生态位的态势效率评价，v43，n6，

p951-957，EI：20153201107317 

 2015-07，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研发人才区域性流动的进化博弈分析，v43，n7，

p1116-1122，EI：20153401187785 

 2015-07，Quality and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A Novel Approach for FMEA：

Combination of Interval 2-Tuple Linguistic Variables and Gray Relational Analysis，v31，n5，



p761-772，SCI：000358433500004 

 2015-07，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Risk assessment in 

system FMEA combining fuzzy weighted average with fuzzy decision-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v28，n7，p701-714，SCI：000353969100002 

 2015-09，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基于模糊 C 均值面板数据聚类的中国省域专利产出分析，

v35，n9，p2304-2314，EI：20154801621742 

 2015-09，管理评论：互补性资产视角下的电动汽车企业生态位评价研究， v27，n9，

p108-119， CSSCI 

 2015-10，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基于贝叶斯网络模型的关键链项目进度管理，v43，

n10， p1606-1612，EI：20154701584260 

 2015-10，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隐性知识对知识密集型组织绩效的跨层次影响，v43，

n10， p1601-1605，EI：20154701584259 

 2015-11，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基于合作意愿度的质量选择模型构建，v43，n11，

p1758-1764 

 2016-02，Sustainability：Adopting strategic niche management to evaluate EV demonstration 

projects in China， v8, n2, p1–20，SS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