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木与交通学院 
 

本科生专业 

土木工程（卓越全英班）（广东省名牌专业、广东省特色专业） 

土木工程卓越全英班是为探索个性化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而开办的，专业课程全部采用

全英教学，注重和加强实践和创新教学环节，配备高水平教师担任导师进行专业学习和科研

实践指导，聘请海外教学名师主讲部分专业课程，参与国际工程实践和国际交流学习项目。 

    主干课程：高等数学、计算机应用、工程测量、建筑材料、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

力学、水力学、岩土力学与地基基础、钢筋混凝土结构理论与设计、钢结构理论与设计、高

层建筑结构设计、工程结构抗震防灾理论与设计、地下结构、道路勘测设计、路基路面工程、

桥梁工程、隧道工程、交通工程、施工技术与施工组织设计、建设项目管理及工程经济等课

程。 

本专业通过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毕业学生具有国际互认质量标准的“通行证”。毕业

生可到土木工程领域国际化的大中企事业单位从事各种土木工程领域相关工作，也可继续攻

读研究生，在保送攻读研究生方面享受优惠政策；或者直接参与国外联合培养硕士或博士研

究生项目。 
 

土木工程（广东省名牌专业、广东省特色专业） 

本专业培养面向国家中长期发展和“一带一路”战略需求，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

需求，得到土木工程师基本训练，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研究、开发、应用能力，并具有一

定国际视野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一年级按照大土木进行基础课程学习，二年级开始按学生

意愿为主转入三个专业方向：建筑工程、地下结构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 

主干课程：高等数学、计算机应用、工程测量、建筑材料、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

力学、水力学、岩土力学与地基基础、钢筋混凝土结构理论与设计、钢结构理论与设计、高

层建筑结构设计、工程结构抗震防灾理论与设计、地下结构、道路勘测设计、路基路面工程、

桥梁工程、隧道工程、交通工程、施工技术与施工组织设计、建设项目管理及工程经济等课

程。 

本专业通过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毕业学生具有国际互认质量标准的“通行证”。毕

业生可到土木工程领域国际化的大中企事业单位从事结构设计、施工组织与管理、质量监测

与检测、技术咨询与服务、项目规划与投资决策等工作，也可到高等学校、科研单位从事科

研与教学工作，可到政府有关部门从事管理等工作。可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或者参

与国外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 
  

工程力学（创新班）（本硕、本博连读、广东省名牌专业） 

本专业采用本硕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缩短学制， 即采用 3+1+2（本硕）和 3+1+4

（本博）培养模式，同时并行采用 3
+
+1+X 顶峰创新人才联合培养模式。实行导师制，注重

宽口径、厚基础教育及国际化，立足培养土木工程、机械工程、航空航天等领域高水平复合

型人才。学生 3 年的本科课程学习成绩若达到学校有关要求，第 4 年可申请免试攻读力学、

土木、船海等相关专业或联合培养单位的硕士或博士学位。本专业的学生具有扎实的数学和



 

力学基础、合理的知识结构体系、宽广的知识面（包括物理、英语、计算机等）、以及良好

的创新意识，有能力从事新型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特别擅长于解决复杂工程中的非标准、

无规范参考的技术与科学问题。 

主干课程：力学概论、力学仿真及工程应用、先进复合材料的应用与发展、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流体力学、计算力学及工程软件、实验力学、塑性力学、

振动力学、板壳理论、复合材料力学、数值分析、数学物理方程、计算机技术及应用系列课

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航空航天概论及力学应用、飞机结构设计、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结构优化设计、工程结构CAD、工程施工与概预算、现代测试技术、科技文献检索等。 

毕业生可在土木工程、机械工程、航空航天、船舶等领域从事设计、计算和管理等方面

的工作，也可在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或者直接到国外高水平大学继续

深造。  

 

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专业培养具备建设工程技术、经济、管理、法律、生态、人文等理论基础，获

得工程师基本训练，具有实践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以及国际视野的复合型高

级工程管理人才。本专业拥有先进的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虚拟仿真 BIM 中心，部分专业课

程采用双语教学，注重实践和创新教学环节，聘请海外教学名师主讲部分专业课程，参与国

际工程实践和国际交流学习项目。 
主干课程：土木工程概论、工程管理导论、经济学、管理学、建筑力学、混凝土结构理

论与设计、土木工程施工、基础工程、土木工程项目管理、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工程经济、

工程合同法律制度与合同管理、工程管理 IT 技术、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设项目投资与融

资、建设项目策划、建设与房地产法规等课程，以及工程管理新生研讨课、工程管理工作坊

等创新实践课程。 
毕业生可到土木工程及房地产领域国际化的大中企事业单位等从事工程管理、咨询、房

地产开发与经营等相关工作。也可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 

 

交通工程 

本专业以道路交通为主要对象、兼顾综合运输体系，以交通信息工程、智能控制工程为

特色，培养具备交通系统监测与预测、交通数据处理与分析、交通控制与管理、交通规划设

计、交通系统建模与仿真等专门知识，能在相关交通行业单位从事规划、设计、开发、科研

等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主干课程：交通调查与分析、交通工程概论、交通规划、交通设计、交通控制与管理、

交通数据库设计、交通系统仿真、交通流理论与道路通行能力、公共交通系统、交通机电工

程等。 

毕业生能在国家与省、市的发展计划部门、交通管理部门、交通机电工程部门、智能交

通系统设计与应用部门、交通基础设施设计与建设部门、交通规划与设计部门等从事交通工

程设计、智能交通系统开发、交通信息与控制系统应用、交通设施设计与建设、交通运输规

划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也能进入相关企业从事交通系统集成、交通运输管理、物流工程等

工作，还可直接进入相关专业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深造。 

 

交通运输  



 

本专业侧重道路交通运输管理，适当兼顾城市轨道交通方式；在培养学生学习交通运输

规划、运输组织与调度、运输经济分析、运输安全管理等知识的基础上，强调学生基础知识

的掌握和动手能力的培养；立足广东省经济和交通运输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条件，培养能从事

交通运输政策研究、规划设计、运营管理等方面工作的懂技术的高级管理人才。 

主干课程：运筹学、运输经济分析、交通规划（全英）、旅客运输组织与调度、货物运

输组织与调度、交通港站与枢纽设计、交通运输安全分析、交通运输政策与法规、汽车构造、

列车运行计算与设计、轨道交通系统运营与组织等。 

学生毕业后可在交通运输科研单位、咨询机构、设计单位、运输管理机构、政府机关、

公共交通企业、公路客运企业、地铁公司、各类货运公司、物流公司、大型企业的运输商务

部门、物流储运部门、地铁、铁路、航空、水运、港口、汽车服务业、运输商务、交通运输

保险业等从事交通运输的组织、设计、规划、管理、经营、科研等单位工作，也可直接进入

国内外大学相关专业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深造。 

 

船舶与海洋工程 

本专业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船舶与海洋工程创新人才，满足船舶工业、国防建设、海洋

资源开发、交通运输等行业和部门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本专业以数学、力学、机电为基础，

培养学生全面掌握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的基础知识。 

主干课程：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流体力学、船舶静力学、船舶阻力、船舶推进、船

舶结构力学、船舶强度与结构设计、船舶设计原理、船舶建造工艺、海洋平台设计等。 

毕业生可从事船舶工程、海洋工程、海岸工程、海洋开发及相近领域的研究、设计、制

造、检验、规划、经营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也可到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从事科研与教学工

作，可到政府有关部门从事管理工作，或者到国内外著名大学读研深造。 
                               

水利水电工程 

本专业致力于培养面向华南区域乃至国家重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适应资源型、环

境性、生态型现代水利发展形势的高素质、高层次、国际化人才，满足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江河治理与水环境治理，城市水务等行业和部门对

本专业人才的需求。 

主干课程：高等数学、计算机应用、工程测量、建筑材料、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

力学、水力学与水文学、岩土力学、地基基础与基础工程、水工混凝土结构、水工钢结构、

水资源规划与利用、工程经济学、水电站设计、水工建筑物、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工程建设

与管理、城市水务、水生态环境保护等课程。还可选修相近学科领域的专业课程。 
毕业生具有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创新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强等特点，可

从事水利行业勘测、规划、设计、施工、科研、管理等工作以及土木工程、港口工程、市政

工程、交通工程等相近专业的工作。 

 

 

研究生专业 

土木工程(一级学科)： 



 

土木工程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向 

             培养方向 

学科方向 
博士 硕士 

结构工程 

01 大跨度空间结构 01 高层建筑结构  

02 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02 大跨度空间结构  

03 高层建筑结构 03 钢筋混凝土结构  

04 计算结构力学 04 钢结构  

05 钢结构 05 预应力结构  

06 结构风工程 06 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岩土工程 

01 地下结构  01 地下结构  

02 隧道工程 02 地基处理  

03 土力学与工的程特性 03 岩土动力学与抗震工程  

04 珠江三角洲软土处理技术 04 地下水与环境岩土工程  

05 地下水与环境岩土工程 05 岩土力学及数值方法  

桥梁与隧道工程 

01 桥梁结构理论及应用 01 大跨度桥梁结构  

02 大跨度桥梁结构 02 桥梁评估与加固 

 03 桥梁结构振动与稳定  

 04 桥梁结构理论 

 05 隧道结构理论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01 结构抗震  01 结构抗震 

02 结构抗风  02 结构抗风 

03 结构抗火  03 结构抗火 

04 结构振动控制  04 结构振动控制 

05 结构智能监测与损伤识别 05 结构鉴定加固。 

 06 地质灾害防治 

 07 结构健康监测与损伤诊断 

 08 智能混凝土结构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01 工程经济管理 01 建筑施工技术及管理 

02 工程经济管理 

水务工程 

 01 城市水文与洪涝灾害 

02 水资源规划与管理 

03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04 水安全工程 

05 环境与生态水利 

06 水信息技术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01 工程设计（含结构、岩土、防

灾减灾） 

02 建筑施工技术及管理 

03 工程经济管理 

04 桥梁工程 

05 隧道工程 

06 水资源与水安全工程 



 

本学科主要培养从事房屋建筑、地下工程、桥梁、隧道、城市轻轨等土木工程结构设计、

土木工程基础设计及地基处理、土木工程结构检测与试验、土木工程施工技术、工程管理、

水务工程等工作，培养具有良好道德品质，身心健康发展，掌握土木工程一级学科坚实宽广

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学科专业知识，具有扎实的数学、力学基础，了解本学科的研究现状与

发展趋势，具有独立进行计算、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较强的实验动手能力以及

一定的工程实践能力，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一定的创新能力，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级专

门人才。 

毕业生可到工业与民用建筑、地下工程、道路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机场工程、交通、

水利等企事业单位从事结构设计、施工组织与管理、质量监测与检测、技术咨询与服务、水

利、项目规划与投资决策、项目管理等工作，也可以到高等学校、科研单位从事本学科及相

近学科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还可以到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行业从事相关的行政管理、质

量监督、检测等工作。 

 

船舶与海洋工程（一级学科） 

 

船舶与海洋工程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向 

             培养方向 

学科方向 
博士 硕士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的设计制造 

01 新型船舶与海洋工程结构物研

究与开发 

01 新型船舶与海洋工程结构物研

究与开发 

02 海洋工程流体动力学 02 海洋工程流体动力学 

03 海洋工程结构动力学 03 海洋工程结构动力学 

04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振动与噪声

控制 

04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振动与噪声

控制 

海洋环境与资源 

01 海洋环境水动力学 01 海洋环境水动力学 

02 海洋工程水动力学 02 海洋工程水动力学 

03 海岸与近海动力学 03 海岸与近海动力学 

04 海洋与水资源开发 04 海洋资源开发 

05 海洋灾害 05 海洋灾害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本学科的

发展现状和方向；掌握现代船舶与海洋结构物的设计制造、水声工程、海洋环境与资源有关

的理论和方法；掌握基本测试技术、计算分析和计算机应用技术；能独立承担本专业及相关

专业科研与技术开发的高级专业人才。 

毕业后能在船舶工程、海洋工程、水声工程、海洋环境、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工程、海

岸工程、交通水运工程以及海军装备等有关的高校、科研设计单位、政府部门及企业从事教

学、理论研究、科技开发、产品设计和技术管理等工作。 

 

力学（一级学科） 

本学科工程力学专业是华南理工大学首批设立创新班招生的专业之一。工程力学创新班

采用 3+1+2（本硕）和 3+1+4（本博）的一体化人才培养体制，并完成了与之相配套的课程

体系建设。此外，工程力学创新班还采取本科生导师制、小班教学等精英化教育模式，致力



 

于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化视野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毕业生可在道路、桥梁及工民建等土木工程部门，交通运输工程、机械工程、航空航天、

船舶等领域从事设计、计算分析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也可在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从事力学

相关的科研和教学工作。 

 

道路与铁道工程 

本学科依托华南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现有道路与铁道工程二级学科

博士点和硕士点，并设有交通运输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硕士招生专业及主要研究方向有：

道路建筑材料、路基路面工程、路基与边坡工程、道路计算机辅助工程与设计、道路设计理

论与方法、道路修复技术及资产管理、现代道桥监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与隧道工程等。博

士招生专业及方向主要有：道路工程材料、道路工程、现代道路设计、道路 CAD 与交通信息

系统、城市轨道交通与隧道工程、道路安全与环境工程。 

毕业生可在公路与城市道路、市政、轨道交通、地铁、机场工程、城市交通规划等领域

以及各级政府、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和生产管理部门等从事规划、设计、投资、开发、施工

与管理、教学、研究工作。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本学科专业主要研究方向有智能道路交通控制与管理、交通信息采集、交通系统建模与

仿真、车型分类与收费系统、交通环境与交通安全、智能网联交通系统、交通大数据处理与

分析等。培养具有扎实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熟悉所从事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具备交通工程、智能交通控制、交通运输管理等

专门知识，具有在交通科研部门、交通管理部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工程单位以及高

等院校从事科研、管理、技术开发和工程设计以及教学等方面工作的高级人才。 

毕业生可以读博深造，可从事交通行业公务员、交通规划设计院（所）、交通咨询部门、

交通建设部门、信息技术公司（包括华为、中兴、阿里巴巴等大型 IT 企业）、高校教师等。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本学科培养具有扎实的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熟悉所从事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能在交通科研部门、交通行业管理部门、交

通设计工程单位以及高等院校从事科研、管理、技术开发和工程设计以及教学等方面工作的

高级人才。 

毕业生可到交通运输科研单位、咨询机构、设计院、各级交通院校、运输管理机构、相

关政府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企业、物流企业、地铁、铁路、航空、水运、港口等

行业从事设计、规划、开发、管理、经营、科研和教学工作。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本专业立足于道路交通运载工具技术运用，旨在培养在交通运输规划与组织管理、区域

物流规划、交通运输安全、新型智能运载工具研发与管控、物流一体化管理、城市轨道交通、

汽车开发与运用等方面的学术、技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使之系统掌握交通运输工程一级学



 

科、载运工具运用二级学科的基础理论，具有开拓创新能力。 

毕业生可以在交通运输部门就业，也可以到机械行业、车辆设计、制造与运用部门工作。

可以选择在全国尤其是华南地区、珠三角一带的地铁（铁路）、水运、道路、航空、物流、

车企等行业从事设计、规划、开发、管理、经营、科研和教学工作。 

 

水务工程 

本学科具有 70 余年的历史，是建校之始的六大学系之一,是华南地区现代水利行业高层

次创新型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在土木工程（一级学科）下培养硕士研究生，在船舶与海洋

工程（一级学科）下培养博士研究生，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有水文学及水资源、洪涝灾害防治、

环境与生态水利学、水利工程安全等。 

毕业生可在水利以及土木、市政、冶金、交通等行业的各级政府、高等学校、科研单位

和企事业单位，从事规划、设计、投资、开发、管理、教学、研究等工作。 

 

  

学生连续参加 10 届全国赛累计一等奖全国排名第三          交通运输大数据实验室          

  
           
船海师生参观高性能船                 参加全国大学生水利创新设计大赛获一等奖 

  
创新班赴港多所大学访问        创新班学生在国际顶尖期刊一年发表 6篇 SCI 论文 



 

 

土木与交通学院 2019 届毕业生人数 

专业名称 学历 人数 

土木工程（卓越全英班） 本科 34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地下结构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 本科 169 

工程管理 本科 23 

交通工程 本科 37 

交通运输 本科 35 

船舶与海洋工程 本科 44 

水利水电工程 本科 56 

工程力学创新班 本科 21 

合计 419 

船舶与海洋工程 硕士 10 

水务工程 硕士 10 

力学 硕士 17 

道路与铁道工程 硕士 12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士 6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硕士 7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硕士 3 

土木工程 硕士 81 

建筑与土木工程 硕士 49 

交通运输工程 硕士 28 

合计 223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 博士 22 

结构工程 博士 29 

固体力学 博士 33 

岩土工程 博士 9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博士 6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博士 12 

道路与铁道工程 博士 20 

桥梁与隧道工程工程 博士 12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博士 10 

合计 153 

 
 

办公地点：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交通大楼 216-217 室 
学院网站：土木与交通学院 http://www2.scut.edu.cn/jtxy/ 

 

本科生事务 

联系人：王燕林     

联系电话：020- 87112741 

邮箱：hgtmzp@163.com 

网站：http://202.38.228.180   

研究生事务 

联系人：陈逸新     

联系电话：020- 87113578 

邮箱：hgtmzp@126.com 

网站：http://202.38.228.180/yj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