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办法 

 

 

依据《天津大学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结合天津 

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年度博士研究生招生办法，具 

体如下： 

一、适用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 2022 年通过普通招考方式报考天津大学建筑工程 

学院博士研究生的考生。 

二、申请条件 

（一）基本要求： 

符合《天津大学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规定的报名 

条件。 

注： 

1.未取得硕士学位的单证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不允许报考。 

2.我院不再招收全日制学术型定向博士研究生；在职考生可选择 

报考工程博士（详见当年招生简章）。 

（二）申请材料 

《天津大学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中规定的需要提 

交的材料。 

三、学习年限及学费 

建筑工程学院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学制一般为 3.5 年，学费每年

10000 元。 

四、奖助学金 

参照《天津大学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中有关奖助学

金的说明。 

五、考核方案和录取办法 

详见各学科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办法中的相关规定。 

 



六、监督机制 

（一）申诉机制：考生在通过“申请-审核制”申请攻读博士学位

过程中，如果对审核等方面有疑问，可首先实名制向学院招生领导小

组提出书面申诉，由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考生提出的申诉

进行调查及处理。  

如果考生对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做出的申诉处理仍有异

议，可进一步向学校招生领导小组提出申诉，并由学校招生领导小组

调查后做出最终裁决。  

（二）申诉电话：022-27400842 

 

七、其他事项 

（1） 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网址：http://jgxy.tju.edu.cn/ 

（2） 材料接收地址：天津海河教育园区雅观路 135 号天津大学

第  43  号教学楼  C  区  508 研究生办公室。 

（3） 建筑工程学院 2022 年博士招生拟录取名单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 

（4）如有调剂情况，学院会另外发布调剂通知，请关注天津大

学建筑工程学院官网。 

（5）本招生办法由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如遇政策变化或疫情防控需要，我院招生办法各环节、流程将根据

上级部门有关文件做相应调整，请务必关注我院网站以及学校研招网。 

 

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2021  年  10  月 

 

附：各学科（专业）招生办法 

土木工程学科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办法 

岩土力学与工程学科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办法 

http://jgxy.tju.edu.cn/


水利工程学科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办法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办法 



土木工程学科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办法 

为了进一步深化博士研究生招生改革，建立与培养目标相适应、 

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招生考试制度，结合建筑工程学院土 

木工程学科实际情况，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办法如下： 

一、适用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 2022 年通过普通招考方式报考天津大学建筑工 

程学院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岩土 

工程、工程技术与管理  5 个博士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的考生。 

二、申请条件 

（一）符合《天津大学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规定的

报名条件。 

（二）申请材料： 

《天津大学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中规定的需要提交

的材料。 

（三）申请材料审核小组 

土木工程学科成立不少于 5 人的材料审核小组（评审老师为博士 

生导师），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按照一定的录取差额比例择优选拔 

下一阶段的考核者，审核内容除学校统一要求内容外，还应包括： 

1.本科、硕士阶段学习经历与学业成绩（例如排名等）； 

2.考生在所报考学科领域的突出成绩、科研能力及学术水平等。 

（如已取得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包括但不限于发表的代表性高水平

学术论文，已授权的代表性专利等）； 

 3.考生攻读博士学位生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培养潜质、综合素质

能力等。 

三、考核方案 

（一）外国语考核办法 

考生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即可认定为外国语考核通过。 



1.托福成绩  80 分及以上； 

2.雅思成绩  6  分及以上； 

3.大学英语六级成绩  425 分及以上； 

4.在英语国家或地区获得过学士或者硕士学位； 

5.天津大学研究生数字化教学( e-Learning )平台外国语测试成绩合

格。 

注： 

外国语考核结果只作为参考分，不计入最后总成绩。其中1.2.3.条

件中的成绩要求为  2017  年  1  月  1 日以后取得。 

（二）综合考核办法  

1.学术基础 

内容：重点考核考生研究生期间或工作期间所取得的创新成果和 

科研经历，考生应突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参加的科研项目、发表的论 

文和参加的学术会议等。采取考生介绍和老师提问的方法。考核委员 

会根据考生所取得成果的创新性、投入的精力、工作态度、科研能力、 

学术水平等方面打分。 

分制：百分制，权重：30%。 

 2.前沿知识 

内容：考生对所报考博士专业中某一研究方向（或导师提前 1 周通

知考生哪一研究方向或考生自选）的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综述，考生应

基本了解该研究方向所取得的最新成果、研究手段、存在的问题、发展

趋势等，并列出参考文献。采取考生介绍和老师提问的方法。考核委员

会根据考生对该研究方向状况的理解程度打分。 

分制：百分制，权重：30%。 



3.综合面试 

采取考核委员会提问的方式。考核内容涉及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 

道德品质，考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考生的事业心、责任感、协 

作性和心理素质以及举止礼仪和表达能力等。考核委员会根据考生的 

表现打分。 

分制：百分制，权重：40%。 

 4.要求 

考生应按照“学术基础和前沿知识”内容的要求制作 PPT 并进 

行介绍，介绍时间  15  分钟。 

5.总成绩的计算办法 

总成绩=学术基础成绩×30%+前沿知识成绩×30%+综合面试成

绩×40%。 

四、录取办法 

根据考生考核总成绩从高到低进行排队，择优录取。外国语成绩

、学术基础成绩、前沿知识成绩、综合面试成绩、总成绩需达到土木

工程学科要求的合格线。 

 



岩土力学与工程学科（岩土所）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办法 

为了进一步深化博士研究生招生改革，建立与培养目标相适应、 

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招生考试制度，结合建筑工程学院岩 

土力学与工程学科实际情况，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办法如下： 

一、适用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 2022 年通过普通招考方式报考天津大学建筑工程

学院岩土力学与工程专业（岩土所）的博士研究生的考生。 

二、申请条件 

（一）符合《天津大学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规定 

的报名条件。 

（二）申请材料： 

《天津大学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中规定的需要提 

交的材料。 

（三）材料审核 

岩土力学与工程学科成立不少于  5 人的材料审核小组（评审老

师为博士生导师），按照《天津大学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 

章》规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三、考核方案 

（一）外国语考核办法 

考生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即可认定为外国语考核通过。 

1.托福成绩  80 分及以上； 

2.雅思成绩  6  分及以上； 

3.大学英语六级成绩  425 分及以上； 

4.在英语国家或地区获得过学士或者硕士学位； 



5.天津大学研究生数字化教学( e-Learning )平台外国语测试成绩合

格。 

注： 

外国语考核结果只作为参考分，不计入最后总成绩。其中1.2.3.

条件中的成绩要求为  2017  年  1  月  1 日以后取得。 

 

（二）综合考核办法  

1.学术基础 

内容：重点考核考生研究生期间或工作期间所取得的创新成果和 

科研经历，考生应突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参加的科研项目、发表的论 

文和参加的学术会议等。采取考生介绍和老师提问的方法。考核委员 

会根据考生所取得成果的创新性、投入的精力、工作态度、科研能力、 

学术水平等方面打分。 

分制：百分制，权重：30%。 

 2.前沿知识 

内容：考生对所报考博士专业中某一研究方向（或导师提前 1 周 

通知考生哪一研究方向或考生自选）的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综述，考 

生应基本了解该研究方向所取得的最新成果、研究手段、存在的问题、 

发展趋势等，并列出参考文献。采取考生介绍和老师提问的方法。考 

核委员会根据考生对该研究方向状况的理解程度打分。 

分制：百分制，权重：30%。  

3.综合面试 

采取考核委员会提问的方式。考核内容涉及考生思想政治素质

和道德品质，考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考生的事业心、责任感

、协作性和心理素质以及举止礼仪和表达能力等。考核委员会根据

考生的表现打分。 

分制：百分制，权重：40%。 

 



 4.要求 

考生应按照“学术基础和前沿知识”内容的要求制作 PPT 并进 

行介绍，介绍时间  15  分钟。 

5.总成绩的计算办法  

总成绩=学术基础成绩×30%+前沿知识成绩×30%+综合面试成

绩×40%。 

四、录取办法 

根据考生考核总成绩从高到低进行排队，择优录取。外国语成绩

、学术基础成绩、前沿知识成绩、综合面试成绩、总成绩需达到岩土

力学与工程学科 要求的合格线。 

 



水利工程学科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办法 

为了进一步深化博士研究生招生改革，建立与培养目标相适应

、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招生考试制度，结合建筑工程学

院水 利工程学科实际情况，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办法如下： 

一、适用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 2022 年通过普通招考方式报考天津大学建筑工 

程学院水利工程专业（含水文学及水资源、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水 

工结构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工程管理专

业（报考导师为水利工程学科导师）、风能工程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的考生。 

二、申请条件 

（一）符合《天津大学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规定的

报名条件。 

（二）申请材料： 

《天津大学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中规定的需要提交

的材料。 

（三）材料审核 

水利工程学科成立不少于  5  人的材料审核小组（评审老师为博士

生导师），按照《天津大学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规定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三、考核方案 

（一）外国语考核办法  

考生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即可认定为外国语考核通过。 

1.托福成绩  80 分及以上； 

2.雅思成绩  6  分及以上； 

3.大学英语六级成绩  425 分及以上； 

4.在英语国家或地区获得过学士或者硕士学位； 



5.天津大学研究生数字化教学(e-Learning)平台外国语测试成绩合

格。 

注： 

外国语考核结果只作为参考分，不计入最后总成绩。其中1.2.3.

条件中的成绩要求为  2017  年  1  月  1 日以后取得。 

 

（二）综合考核办法  

1.学术基础 

内容：重点考核考生研究生期间或工作期间所取得的创新成果和 

科研经历，考生应突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参加的科研项目、发表的论 

文和参加的学术会议等。采取考生介绍和老师提问的方法。考核委员 

会根据考生所取得成果的创新性、投入的精力、工作态度、科研能力、 

学术水平等方面打分。 

分制：百分制，权重：30%。 

 2.前沿知识 

内容：考生对所报考博士专业中某一研究方向（或导师提前 1 周 

通知考生哪一研究方向或考生自选）的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综述，考 

生应基本了解该研究方向所取得的最新成果、研究手段、存在的问题、 

发展趋势等，并列出参考文献。采取考生介绍和老师提问的方法。考 

核委员会根据考生对该研究方向状况的理解程度打分。 

分制：百分制，权重：30%。 

 3.综合面试 

采取考核委员会提问的方式。考核内容涉及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 

道德品质，考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考生的事业心、责任感、协

作性和心理素质以及举止礼仪和表达能力等。考核委员会根据考生的 

表现打分。 

分制：百分制，权重：40%。 

 



 4.要求 

考生应按照“学术基础和前沿知识”内容的要求制作 PPT 并进 

行介绍，介绍时间  15  分钟。 

5.总成绩的计算办法  

总成绩=学术基础成绩×30%+前沿知识成绩×30%+综合面试成

绩×40%。 

四、录取办法 

根据考生报考专业优先的原则，按考核总成绩从高到低进行排队

，择优录取。外国语成绩、学术基础成绩、前沿知识成绩、综合面试

成绩、总成绩需达到水利工程学科要求的合格线。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办法 

为了进一步深化博士研究生招生改革，建立与培养目标相适应、 

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招生考试制度，结合建筑工程学院船 

舶与海洋工程学科实际情况，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办法如下： 

一、适用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 2022 年通过普通招考方式报考天津大学建筑工程

学院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的考生。 

二、申请条件 

（一）符合《天津大学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规定 

的报名条件。 

（二）申请材料： 

《天津大学 2022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中规定的需要提交

的材料。 

三、考核方案 

（一）外国语考核办法  

考生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即可认定为外国语考核通过。 

1.托福成绩  80 分及以上； 

2.雅思成绩  6  分及以上； 

3.大学英语六级成绩  425 分及以上； 

4.在英语国家或地区获得过学士或者硕士学位； 

5.天津大学研究生数字化教学( e-Learning )平台外国语测试成绩合

格。 

注： 

外国语考核结果只作为参考分，不计入最后总成绩。其中1.2.3.条

件中的成绩要求为  2017 年  1  月  1 日以后取得。 

 

 



（二）综合考核办法  

1.专业综合测试（考试形式为面试） 

 考试大纲： 

（1）叙述风险评估的一般过程。 

（2）列举常用的风险分析方法。 

（3）陈述常用的风险接受准则。 

（4）如何衡量风险值。 

（5）列举船舶与海洋工程中常见的风险源。 

（6）针对船舶与海洋工程中常见的风险源，提出相对应的风险 

控制措施。 

（7）以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为例，阐述如何组织完成科研项目。 

（8）列举船舶与海洋工程结构常见的损伤破坏类型，并详细论 

述常用的计算方法和选择依据，并阐述各种计算方法之间的差别。 

（9）简述船体结构强度分析的一般过程 

（10）简述船体与海洋工程结构疲劳分析的方法 

（11）简述海洋工程结构的载荷特征 

（12）海洋结构大尺度与小尺度构件在载荷计算上有哪些不同？ 

（13）说明静力问题与动力问题的主要区别 

（14）针对你了解的船舶与海洋工程软件，简述软件的功能 

（15）固定海洋结构与浮式结构特征与受力的区别 

（16）简述浮体运动的分析方法 分制：

百分制，权重：50%。  

 

2.综合面试 

考核内容涉及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生的创新精神和创

新能力，考生的事业心、责任感、协作性和心理素质以及举止礼仪 和



表达能力、考生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理论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生对报考专业发展动态了解以及在本专业 

的发展潜力等方面。 

分制：百分制，权重：50%。 

 3.总成绩的计算办法 

总成绩=专业综合测试成绩×50%+综合面试成绩×50%。  

四、录取办法  

根据考生报考专业优先的原则，按考核总成绩从高到低进行排队

，择优录取。外国语成绩、专业综合测试成绩、综合面试成绩、总成

绩需达到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要求的合格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