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生招生简章   

  
学院交通大楼                                  学院 7 号楼 

 

【学院简介】 

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于 2008 年 1 月由原土木工程系和原交通学院合并成立。

学院涵盖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力学、船舶与海洋工程 4 个一级学科。现有 4 个博士学

位授权一级学科，15 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4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8 个硕士学位

授权二级学科，3 个工程硕士培养领域；3 个广东省重点学科，4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有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交通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力学、船舶与海洋工程、水利与水电工程

7 个本科专业，其中土木工程、工程力学是广东省名牌专业，土木工程还是广东省级特色专

业。现开设有 1 门国家级精品课程、5 门省级精品课程、6 门校级精品课程。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支教学经验丰富、学术水平高的教学科研队伍。现有教职工

227 人，其中专任教师 174 人。专任教师中包括正高职称 56 人（博士生导师 38 人），副高职

称 94 人。此外，学院有双聘院士 3 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及“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1 人，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广东省教学名师 3 人，广东省南粤优秀教

师 3 人，广东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广东省特支计划“杰出人才”1 人、广东省特支

计划“科技创新青年拔尖人才”3 人，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 3 人。学院还

聘请了一批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兼职岗位，包括讲座教授 4 位，兼职教授 18 位。根

据教学科研的发展需要，学院组建了 1 个本科教学团队（广东省级基础力学教学团队），21
个学术团队。 

学院秉承“博学慎思，明辨笃行”的校训，坚持“重人品、厚基础、强能力、宽适应”

的人才培养指导思想和高素质、“三创型”（创新、创造、创业）、国际化的专门人才培养目

标，形成学士--硕士--博士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实行产学研一体化的培养模式，突出强调

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着力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学院现有在校学生 3311 人，其中博

士研究生 204 人，硕士研究生 1216 人（其中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 509 人），本科生 1781
人，继续教育学生 110 人。 

学院具备良好的科研与教学支撑条件。拥有力学教学实验中心、土木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两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学院实验中心下设 16 个实验室，共有实验人员 26 人，其中高

级职称 9 人。学院实验中心现有实验室总面积 12648 平方米，设备总数 8055 台件，总资产

值 11627.51 万元，其中 10 万元以上贵重设备 134 件，价值 7806.86 万元；40 万元以上的设

备 41 件，价值 5847.64 万元。 



 
 

通过“211 工程”、“985 工程”以及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学院科研

实力明显增强，形成了多学科门类、多专业联合攻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一条

龙的科研格局。现有 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建）、7 个省级科研基地、2 个广州市产业研究

院科研平台及 11 个校级和院级科研机构。近三年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级

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6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2 项；获专利授

权和软件著作权 316 项；发表论文 969 篇，被三大索引收录论文 721 篇；科研新增立项 810
项，到校科研经费 2.73 亿元。近三年全院获得 58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总经费达 3859
万元。 

学院设有多个企业、校友捐赠的奖助学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和资助经济困难学

生。近年来学院加大国际化培养力度，与国外多家知名大学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各专业就业

率位居学校前列，用人单位、学生就业满意度高。   

 

【国际交流】  

层次 国际合作大学 国际合作项目 

博士生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双博士学位项目 
（CSC 博士生联合培养）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防学院 “CSC 博士生培养项目” 

硕士生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双硕士学位项目 

英国利兹大学 
美国伊利洛伊大学香槟分校 

“3+2”本硕双学位项目 美国密苏里大学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3+1+1”本硕双学位项目 
瑞典皇家理工大学 “4+2”本硕双学位项目 
美国匹兹堡州立大学 

研究生短期交换项目 
意大利巴里理工大学 

本科生 
 

英国爱丁堡大学 
“2+2”本科双学位项目 英国伯明翰大学 

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3+2”本硕连读项目 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

美国伊利诺伊香槟分校（UIUC）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KTH） “4+2”本硕连读项目 

英国伯明翰大学 短期学分课程交换项目 

韩国建国大学 
短期交换项目 

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3+1”本科交换生项目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短期实习项目 

英国考文垂大学 联合课程设计 



 
 

  

【联系我们】 

学院网站：http://www2.scut.edu.cn/jtxy/   
学院微信：华工土木交通学院学工（scut_tcsa）  

 

【专业简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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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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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 届有 30 余人被世界一流高校录取为硕士或博士研

究生。2017 届该专业就业率达 98.56%。 

联系人：李  静   联系电话：(020)87114632  邮箱：cvjingli@scut.edu.cn 

 
在加拿大韦仕敦大学交换学习荣获毕业设计答辩第三名        国际知名事务所工程师指导学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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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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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届该专业就业率 98.69%。 

联系人：潘建荣   联系电话：(020)87113425  邮箱：ctjrpan@scut.edu.cn 

  

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荣获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岩土工程竞赛二等奖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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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来 20 年成为工程管理领域领军人才做好战略布局。本专业特色表现

在，具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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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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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届该专业就业

率 100%。 
联系人：吴凡           邮箱：ctfanwu@scut.edu.cn 

  

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虚拟仿真 BIM 中心              老师带队学生前往香港大学访学 

 

4.交通工程 

交通工程专业以道路交通为主要对象，培养具备现代交通工程、交通信息采集与处

理、交通控制与管理、交通规划设计、交通系统仿真评估等专门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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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业师资力量雄厚，



 
 

办学条件先进，学生就业率高、就业质量好，具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和行业口碑。近年来

有超过 40%的毕业生在国内外著名大学读研深造。此外，该专业建立了良好的国际合作

办学、学术交流渠道，近几年有多名学生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著名高校联合

培养。2017 届该专业就业率 96.88%。 

联系人：林培群      邮箱：pqlin@scut.edu.cn 

  

学生参加交通科技大赛获一等奖                 交通工程学生在广州地铁实习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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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经济学、道路工程等知识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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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能在大型工商企业

从事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工作的懂技术的高级管理人才。 

毕业生可在全国的交通运输、公安、建设规划部门和相关行业管理机构从事交通运

输规划与管理工作，在城市交通规划设计院、交通规划咨询公司、交通科研院所从事交

通运输规划、设计、科技咨询及服务工作，在公路运输、物流、地铁公司、航空、水运、

港口等大型企业从事交通运输的规划、设计、组织、经营管理等工作，还可在大型生产

流通企业从事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工作。2017 届就业率 100%。 

联系人：胡郁葱   联系电话：(020)87111030-3588   邮箱：ychu@scut.edu.cn 

  

交通运输大数据实验室                              交通运输学生实习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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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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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届该专业就业率 100%。 

联系人：王炯  联系电话：(020)87111030-3693 邮箱：ctjwang@scut.edu.cn 

  

2015 级力学创新班访问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及

香港城市大学 

力学创新班顶峰联合培养项目小组（其中 2010 级简

武荣同学（左 3）一年发表 SCI 论文 6篇） 

 

7.船舶与海洋工程 

在“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南海战略”等国家战略中，船舶与海洋工

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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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专业拥有船舶与海洋工程硕士点、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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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届该专业就业率 95.23%。 

联系人：樊天慧   联系电话：(020)87111030-3504  邮箱：fanth@scut.edu.cn 

   

参加国外学者学术报告会                    学生参加“太阳鸟杯”全国游艇设计大赛获二等奖 



 
 

  

船海师生参观高性能船                                 船海学生游艇设计作品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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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培养的毕业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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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用人单位

好评。 

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广阔，就业方向包括水利行业勘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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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届该专业就业率 96.33%。 

联系人：王兆礼      邮箱：401986114@qq.com 

  
 学生在水力学水工实验室开展实验            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水利创新设计大赛获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