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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 2020 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 

 

天津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重点大学，其前身为北洋大学，始建于 1895 年

10 月 2 日，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素以“实事求是”的校训、“严谨治学”的

校风和“爱国奉献”的传统享誉海内外。1951 年经国家院系调整定名为天津大学，

是 1959 年中共中央首批确定的 16 所国家重点大学之一，是“211 工程”、“985 工

程”首批重点建设的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 A 类建设高校，全国首批“2011 协同

创新中心”14 个牵头高校之一。 

天津大学目前已成为一所师资力量雄厚、学科特色鲜明、教育质量和科研水

平居于国内一流、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全国首批学位

授权自主审核单位之一，天津大学坚持“强工、厚理、振文、兴医”的发展理念，

已经形成了工科优势明显、理工结合，经、管、文、法、医、教育、艺术、哲学

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学科布局。现有 39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29 个一级学科

博士点。在第四轮全国学科评估中，天津大学共有 25 个一级学科参评，进入 A

类学科数达到 14 个。其中，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进入 A+档（连续四轮蝉联榜首）、

4 个学科进入 A 档（2%-5%）、9 个学科进入 A-档（5%-10%）。按工学门类统计，

天津大学进入 A 类学科的总数位居全国第 4 位。 

 

一、招生计划 

天津大学 2020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约为 4634 名（学术型研究生约

为 2300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约为 2334 名），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约为

1298 名（学术型研究生约为 55 名，专业学位研究生约为 1243 名，原则上非全

日制硕士研究生只招收在职定向就业人员）。 

我校按学院下拨招生计划，各专业的招生人数由各学院在复试前根据生源情

况、导师人数等综合确定。 

注：招生专业目录上公布的各学院计划招生人数是我校按照 2019 年招生计

划制定的，2020 年实际招生人数以国家当年下达给我校的招生计划为准。 

 

二、考试方式、报考条件 

我校 2020 年初试考试方式：全国统一考试、联合考试（管理类联考、法律

硕士联考）、应届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单独考试。 

（一）全国统一考试报考条件：（考试方式码：21）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①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

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

生，录取当年（2020 年 9 月 1 日前（下述均以此为准））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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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书。 

②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③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 年（从毕业到 2020 年 9 月 1 日，

下同）或 2 年以上，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且报名前修过所报考专业

本科阶段的全部主干课程，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④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员。 

⑤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在境外获得的学历证书须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资格审查阶段

须提交认证报告。 

（二）法律硕士（非法学）、法律硕士（法学）报考条件：（考试方式码：

26） 

1．符合（一）中的各项要求。 

2．报考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要求： 

之前所学专业为非法学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

学类专业[代码 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

毕业生等不得报考)。 

3．报考法律硕士（法学）专业要求： 

之前所学专业为法学专业(仅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

学类专业[代码 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

毕业生等可以报考)。 

（三）工商管理硕士（MBA）、公共管理硕士（MPA）、工程管理硕士（MEM）

中的工程管理（125601）和项目管理（125602），报考条件：（考试方式码：25）  

1．符合（一）中的第 1、2、3 各项的要求。 

2．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 

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及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

业学历或大学本科结业后，有 5 年及以上工作经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

学力的人员；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 2 年及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四）应届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 

天津大学 2020 年各招生专业（工商管理硕士 MBA、公共管理硕士 MPA、

工程管理硕士 MEM 除外）均可接收。（具体专业见我校 2020 年招生专业目录） 

欢迎全国各大院校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申请我校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我校推免申请系统网址 http://202.113.8.92/gstms；我校 2020 年招收推

免试生研究生章程及专业目录可查询我校网站(http://yzb.tju.edu.cn/xwzx/zxxx/20

1908/t20190828_314436.htm)。 

推免生的资格审核确认、报考、录取以及备案公开均须通过教育部“全国推

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网址:http://y

z.chsi.com.cn/tm)进行。 

（五）单独考试报考条件：（考试方式码：23） 

1．符合（一）中的第1、2、3各项的要求。 

2．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学历后连续工作４年以上，业务优秀，已经发

表过研究论文（技术报告）或者已经成为业务骨干，经考生所在单位同意和两名

http://edu.qq.com/abroad/
http://202.113.8.92/gstms
http://yzb.tju.edu.cn/xwzx/tkss_xw/201409/W020140910648698323201.pdf
http://yzb.tju.edu.cn/xwzx/tkss_xw/201409/W020140910648698323201.pdf
http://yzb.tju.edu.cn/xwzx/tkss_xw/201409/W020140910648698323201.pdf
http://yzb.tju.edu.cn/xwzx/zxxx/201908/t20190828_314436.htm
http://yzb.tju.edu.cn/xwzx/zxxx/201908/t20190828_314436.htm
http://yzb.tju.edu.cn/xwzx/zxxx/201908/t20190828_314436.htm
http://yz.chsi.com.cn/tm
http://yz.chsi.com.cn/tm
http://yz.chsi.com.cn/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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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定向就业本单位的在职人员；或获硕士学位

或博士学位后工作 2 年以上，业务优秀，经考生所在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

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定向就业本单位的在职人员。 

3. 我校单独考试根据培养要求，仅限管理科学与工程（120100）和水利工程

（085214）两个专业招生（均为非全日制）。联系电话：27890786（管理与经济

学部）、27400842（建筑工程学院）。 

 

三、报名方式及时间 

1．根据教育部规定，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报名采用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

报名信息的方式。登陆“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网址：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cn/）报名。 

网上预报名时间：2019 年 9 月 24 日至 9 月 27 日，每天 9:00-22:00（预报名

生成 9 位报名号后，表示网报成功，等同正式报名）。 

正式报名时间：2019 年 10 月 10 日至 31 日，每天 9:00-22:00 

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考生可随时上网查看学历

（学籍）校验结果。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

信息网”（网址：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未通过学

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学籍学历权威认证机构进行认证，在现场确认时

将认证报告交报考点核验。 

所有考生（不含推免生）均应在规定时间内到报考点指定地方确认报名信息，

并照相。具体时间请报考时关注各报考点安排，逾期不再补办。 

2．报考点选择要求： 

（1）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的天津考生报名时报考点必须选择“天津大学”； 

※外地考生报名时，应选择工作或户口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

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 

※2020 年在津参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的往届生需满足天津市《2020

年天津市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须知》相关要求（网址 https://yz.chsi.com.cn/s

swbgg/）。 

（2）报考单独考试的考生，报名时报考点必须选择“天津大学”。 

 

四、学习方式 

1．全日制研究生是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

国家承认的其他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

教育机构录取，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定年限内，全脱产在校学习的研究

生。 

2．非全日制研究生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

国家承认的其他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

育机构录取，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定的修业年限（一般应适当延长基本修

业年限）内，在从事其他职业或者社会实践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间安

排进行非脱产学习的研究生。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毕业时，我校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

http://yz.chsi.com.cn/
http://yz.chsi.com.cn/
http://yz.chsi.cn/
http://www.chs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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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注明学习方式（全日制、非全日制）的毕业证书；其

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证书。 

 

五、报考类别 

1．定向就业：定向就业硕士研究生须在被录取前与招生单位、用人单位分

别签订定向就业合同，毕业后回定向单位就业。 

2．非定向就业：所在招生单位推荐，本人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办法

就业。 

 

六、复试、调剂及录取 

1．复试：凡是进入复试名单的考生均应参加复试及复试前资格审查，资格

审查具体安排见网上通知。复试分数线由我校自行划定，复试时间一般在 2020

年 3 月中下旬，复试办法将于复试前在网页上公布，复试的笔试科目见 2020 年

我校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复试笔试科目的考试大纲可查询我校网站(http://

yzb.tju.edu.cn)。复试时同等学力考生需加试两门大学本科主干课程（笔试）。 

考生须参加我校统一组织的体检，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体检不合格者我校不

予录取。体检时间安排在考生复试结束后组织进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2．调剂：报考我校且符合我校复试分数线而因报考专业已招满时，可根据

教育部调剂规定调剂到校内生源不足的相近专业。符合教育部复试分数线要求而

未被我校录取的考生可根据教育部调剂规定调剂到外校。 

3．录取：我校将根据国家当年下达的招生计划，依据考生初试和复试的成

绩，并结合其平时学习成绩和思想政治表现、业务素质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等，按

照“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和宁缺毋滥”的原则录取。 

4．参加我校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夏令营、导师团计划，并取得相应合格

证书、公示合格的考生可享受我校有关招生优惠政策。 

 

七、学费及奖助学金 

我校按照国家和天津市的规定收取学费，硕士研究生学费按学制缴纳。 

（一）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2020 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收费标准 如下：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类别 学费标准（元/生学年） 

085100 建筑学硕士 18000 

085300 城市规划硕士 10000 

095300 风景园林硕士 10000 

135100 艺术硕士 20000 

025100 金融硕士 24000 

125100 工商管理硕士 44000 

125300 会计硕士 24000 

055100 翻译硕士 15000 

035100 法律硕士 13000 

http://yzb.tju.edu.cn/
http://yzb.tju.edu.cn/
http://yzb.t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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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10000 

045400 应用心理 18000 

其余专业学费均为 8000 元/生学年。 

 

我校统筹政府投入、学校自筹经费、科研经费、社会捐助等资金，建立健全

奖、助、勤、贷、补的奖励资助体系，提高研究生待遇水平。 

奖励体系包括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专项奖学金、单项优秀学生奖等。

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科学研究成果显著、社会公益活动表现

突出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标准为每生每年 20000 元。学业奖学金特等奖最高可

达每生每年 12000 元。 

资助体系包括国家助学贷款、研究生助学金、助管基金、助教基金、助困基

金、国际交流基金、专项助学金等。其中研究生助学金为每生 6000 元/年以及导

师助研两部分组成，助学金覆盖面可达 100%。 

适用对象为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取得正式学籍的全日制研究生（有固

定工资收入的除外）。具体执行细则参见当年的校发文件。 

（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2020 级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收费标准如下：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类别 学费标准（元/生学年） 

055100 翻译硕士 15000 

085400 电子信息（智能与计算学部） 17500 

085900 土木水利（建筑学院） 20000 

095300 风景园林 20000 

125100 
工商管理 74000 

工商管理（高级工商管理方向） 134000 

125200 公共管理 28000 

125300 会计 35000 

125601 工程管理 51200 

125602 项目管理 51200 

其余专业学费均为 12500 元/生学年。 

 

非全日制管理科学与工程（120100）硕士研究生学费标准与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等同。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不纳入奖助体系。招生过程中，如果上级部门出台新的

政策，我校将做相应调整。 

 

八、学制 

1．我校硕士研究生的学制如下： 

学院名称 学科、专业名称及代码 学制 

化工学院 所有专业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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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经济学部 

工商管理 MBA（1251）、公共管理 MPA（1252） 

会计 MPAcc（1253） 
2 年 

其他专业(含工程管理 MEM1256) 2.5 年 

理学院 所有专业 3 年 

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所有专业 2 年 

教育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0453） 2 年 

其他专业 2.5 年 

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卫生事业与药事管理（1204Z2） 2.5 年 

药学 3 年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遗传学（071007） 3 年 

其他专业 2.5 年 

马克思主义学院 所有专业 2 年 

生命学院 所有专业 3 年 

国际工程师学院 所有专业 3 年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035101）、法律（法学）（035102） 3 年 

其他专业 2 年 

表层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所有专业 3 年 

数学学院 所有专业 3 年 

分子+研究院 所有专业 3 年 

分子聚集态科学研究院 所有专业 3 年 

 

除上表所列学院及专业外，其他学院的所有专业学制均为 2.5 年。新生入学

后双向选择指导教师。 

2．研究生因特殊原因未能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学业，或为了更深入开

展科学研究，可申请适当延长学习年限但不能超过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 

 

九、其他事项 

1．我校 2020 年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类别如下： 

0251 金融； 

0256 资产评估； 

035101 法律（非法学）； 

035102 法律（法学）； 

0453 汉语国际教育； 

0454 应用心理； 

0551 翻译； 

0851 建筑学 

0853 城市规划 

0854 电子信息 

0855 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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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6 材料与化工 

0857 资源与环境 

0858 能源动力 

0859 土木水利 

0860 生物与医药 

0953 风景园林； 

1055 药学； 

1251 工商管理（MBA）； 

1253 会计（MPAcc）； 

1351 艺术 

2. 我校 2020 年招收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类别如下： 

035101 法律（非法学）； 

035102 法律（法学）； 

0551 翻译； 

0854 电子信息 

0855 机械 

0856 材料与化工 

0857 资源与环境 

0858 能源动力 

0859 土木水利 

0860 生物与医药 

0953 风景园林； 

1055 药学； 

1251 工商管理（MBA）； 

1252 公共管理（MPA）； 

1253 会计（MPAcc）； 

1256 工程管理（MEM）； 

3．报考我校建筑学院的考生请注意：考试科目“510 景观规划设计、511 艺

术设计、513 建筑设计”的考试时间为 6 小时，从上午 8：30~下午 2：30，中午

不得离开考场；考试科目 446 城市规划设计、866 古建筑复原设计的考试时间为

3 小时。请考生自备绘图图纸、工具及午餐，详细情况以准考证及研招办网上通

知为准。 

4．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录取考生的户口迁移实行自愿原则。 

5．根据教育部规定，我校 2020 年继续在西部 12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建设兵团招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硕士研究生。报考该计划的

考生，必须在网上报名前征得所在省、自治区或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民教处（或

高教处）同意，并获得《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报考登记表》，“少

数民族骨干计划”以报名时身份为准，不得更改。详细情况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

联系。 

6．现役军人报考硕士生，按军队有关规定办理。 

7．考生报名时应认真了解报名须知，如实填报相关内容，若发现考生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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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信息，后果自负。 

考生本人对网上报名信息进行核对并确认，经考生确认的报名信息在考试、

复试及录取阶段一律不作修改。 

考生填报的报名信息与报考条件不符的，不准予考试。 

8．我校 2020 年在“025100 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类别为“中欧金融硕士项目”，

该项目为单独收费项目，详细情况请与管理与经济学部研究生教育办公室咨询，

联系电话：27890786。 

9．报考“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新媒体方向）”考生在登录报考系统填

报时，业务课二请选择 901，并在“备用信息 1”字段中填写“新媒体”字样。 

报考“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保密管理方向）”考生在登陆报考系统填报

时，业务课二请从 901、812、831、832 任选一，并在“备用信息 1”字段中填

写“保密管理”字样。 

10． 我校“125100 工商管理硕士”包括工商管理（MBA）方向和高级工商

管理（EMBA）方向，其中 01 为工商管理全日制，02 为工商管理非全日制，03

为高级工商管理，具体参考管理与经济学部工商管理硕士和高级工商管理硕士招

生简章。 

11．报考我校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含岩土工程，结构工程、防

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工程技术与管理）的考生请选择

“081400 土木工程”。 

12．我校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下设的“100700 药学”、“105500 药学（专业

学位）”采用全英文教学。 

13．在复试、录取阶段，将在我校研招网向社会公布本校复试录取办法和各

院系实施细则，各院（系、所）或学科、专业招生人数，参加复试考生名单（包

括考生姓名、考生编号、初试各科成绩等信息）和拟录取考生名单（包括考生姓

名、考生编号、初试成绩、复试成绩、总成绩等信息），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

对破格复试、参加专项计划、享受初试加分或照顾政策的考生相关情况，在公布

考生名单时应进行说明。 

14．我校招生专业目录及自命题考试科目大纲可在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网

站上查询，网址：http://yzb.tju.edu.cn/xwzx/tkss_xw/。我校不举办考前辅导班、

不提供历年真题试卷。 

15.电子与计算机工程（ECE）中外合作办学硕士项目  

天津大学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在深圳合作举办的电子与计算机工程（EC

E）硕士项目是经过教育部批准的全日制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该硕士教育项目由

佐治亚理工的教授轮流执教，录取方式、授课内容、学位要求与学位证书与亚特

兰大主校区完全一致。联系电话：0755-36881006。具体请参见：www.gtsi.edu.c

n 

16．我校 2020 年招生专业与 2019 年相比专业调整变化见下表。 

 

 

 

 

http://yzb.tju.edu.cn/xwzx/tkss_xw/
http://www.gtsi.edu.cn/
http://www.gtsi.edu.cn/
http://www.gts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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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2020 年专业调整 

备注 
2019 年招生专业（调整前） 2020 年招生专业（调整后） 

机械工程学

院 

080101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

础、080102 固体力学、

080103 流体力学、080104

工程力学、0801Z1 生物力

学、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080100 力学 
并入一级学科

招生 

080701 工程热物理、080702

热能工程、080703 动力机械

及工程、080705 制冷及低温

工程、0807J1 环境能源工程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

物理 

并入一级学科

招生 

0802J1 风能工程 取消 

085201 机械工程、085234

车辆工程、085237 工业设计

工程 

085500 机械 国家工程硕士专

业学位类别调整 

085206 动力工程 085800 能源动力 

精密仪器与

光电子工程

学院 

085202 光学工程、085203

仪器仪表工程、085230 生物

医学工程 

085400 电子信息 
国家工程硕士专

业学位类别调整 

建筑工程学

院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085214 水利工程、085223

船舶与海洋工程 

085900 土木水利 
国家工程硕士专

业学位类别调整 

建筑学院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085900 土木水利 

国家工程硕士专

业学位类别调整 

130400 美术学 取消 

化工学院 

085216 化学工程（除化工过

程机械） 
085600 材料与化工 

国家工程硕士专

业学位类别调整 

085216 化学工程（化工过程

机械方向） 
085800 能源动力 

085235 制药工程、085238

生物工程 
086000 生物与医药 

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085204 材料工程 085600 材料与化工 

国家工程硕士专

业学位类别调整 

管理与经济

学部 

085236 工业工程、085240

物流工程、120502 情报学 
取消 

125600 工程管理 
125601 工程管理、125602

项目管理 
调整 

 
125300 会计 新增全日制 

理学院 085204 材料工程 085600 材料与化工 
国家工程硕士专

业学位类别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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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与

文学学院 
055100 翻译 055100 翻译 新增非全日制 

教育学院 

045101 教育管理、045114 现

代教育技术、045120 职业技

术教育 

取消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只招全日制 

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院 

0830J2 环境能源工程 取消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085229 环境工程 
085700 资源与环境 

国家工程硕士专

业学位类别调整 

马克思主义

学院 

010102 中国哲学、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取消 

国际工程师

学院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085211 计算机技术、085230

生物医学工程 

085400 电子信息 
国家工程硕士专

业学位类别调整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085214 水利工程 
085900 土木水利 

表层地球系

统科学研究

院 

070902 地球化学 070500 地理学 变更 

微电子学院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085209 集成电路工程 
085400 电子信息 

国家工程硕士专

业学位类别调整 

电气自动化

与信息工程

学院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085210 控制工程 
085400 电子信息 国家工程硕士专

业学位类别调整 
085207 电气工程 085800 能源动力 

医学工程与

转化医学研

究院 

  

0831Z2 智能医学工程、

085400 电子信息、086000

生物与医药 

新增 

分子聚集态

科学研究院  
070300 化学 新增 

智能与计算

学部 

081104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取消 

 
083900 网络空间安全 新增 

085211 计算机技术、085212

软件工程 
085400 电子信息 

国家工程硕士专

业学位类别调整 

新媒体与传

播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新增 

085400 电子信息 新增 

 

其余专业，以《天津大学 2020 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为准。 

二级招生单位方面，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与软件学院合并为智能与计算

学部，新增独立招生单位分子聚集态科学研究院和新媒体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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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电话：（022）27404743  27406405  27409520 
传真：（022）27404743   

天津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网址：http://yzb.tju.edu.cn/ 
研招办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2号 
    天津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300072 
研招办邮箱：yzb@tju.edu.cn 
 

 
 
 
 
 
 

咨询及申诉渠道 
天津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022）27404743 

天津大学纪委办公室   （022）27403794 

 

 

附：研究生招生各单位及人员联系方式一览 

 

 

 

 

 

 

 

 

 

 

 

 

 

 

 

 

 

 

 

天津大学研究生 

招生网 

天津大学研究生 

招生官方微信 

http://yzb.t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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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研究生就读校区及招生管理工作人员电话 

就读校区 学院名称 教务老师 办公电话 

北 洋 园 

校 区 

机械工程学院 
张老师 

陈老师（非全日制） 

022-27403434 

022-27403434（非全日制） 

建筑工程学院 张老师 022-27400842 

化工学院 郭老师 022-2789236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老师 022-85356700 

理学院 高老师 022-27404118 

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刘老师 022-27405174-606 

教育学院 卢老师 022-2740180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石老师 022-27892622 

智能与计算学部 

（原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 

孙老师 022-27407657 

李老师（非全日制） 022-27403222（非全日制）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黄老师 022-27405348 

数学学院 马老师 022-27403615 

卫 津 路 

校 区 

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 王老师、赵老师 022-27401298 

建筑学院 
李老师 

徐老师（非全日制） 

022-27402393 

022-27404490（非全日制） 

管理与经济学部 

赵老师、曹老师（普招） 022-27890786 

徐老师、马老师（MBA） 022-27402355 

黄老师（EMBA） 022-87402083 

毕老师（MPA） 022-87402083 

侯老师（MPAcc） 022-27891423 

吴老师（MEM） 022-27891423 

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姚老师、张老师 022-87401830-605 

生命科学学院 张老师 022-27403906 

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老师 022-87370655 

国际工程师学院 王老师、史老师 022-87370871 

法学院 李老师 022-87371015 

表层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 王老师 022-27405051 

微电子学院 张老师 022-27405716 

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 
王老师 

雷老师（非全日制） 

022-27406272 

022-27403740（非全日制） 

医学工程与转化医学研究院 武老师 022-83612123 

灾难医学研究院 胡老师、冯老师 022-27893596 

新媒体与传播学院 黄老师 022-87371169 

分子＋研究院 翟老师 022-87371889 

分子聚集态科学研究院 高老师 022-27893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