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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与交通学院研究生招生简介

学院交通大楼 学院 7 号楼

学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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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设在学校北校区，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石牌高校区。

学院涵盖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力学、船舶与海洋工程、水利工程 5个一级学科。

现有 2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2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5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2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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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3） 土木工程 力学 交通运输工程 船舶与海洋工程

博士

学位

授权

学科

一级学科（2） 土木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二级学科（12）

结构工程 岩土工程 桥梁与隧道工程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市政工

程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道路与铁道工程

固体力学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

计制造

硕士

学位

授权

学科

一级学科（5） 土木工程 力学 交通运输工程 船舶与海洋工程 水利工程

二级学科（22）

结构工程 岩土工程 桥梁与隧道工程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市政工

程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道路与铁道工

程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固体力学 工程力学 流

体力学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 轮机工程

水声工程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工结构工程 水利

水电工程、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工程硕士培养领域（4） 建筑与土木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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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人，其中专任教师 173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144人）。专任教师中包括正高职称 54人（博

士生导师 38人），副高职称 74人。此外，学院有双聘院士 5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

教授 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人，“珠江学者”1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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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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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个学术团队。学院现有省级教学名师 2人，校级教学名师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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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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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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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0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232人，硕士研究生 1315人，本科生

1750人，继续教育学生 323人。现有 7个本科专业，其中 2个广东省名牌专业、1个广东省

级特色专业。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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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已形

成学士--硕士--博士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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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人，其中高

级职称 8人，具有硕士学位或副高以上 19人。学院实验中心现有实验室总面积 12648平方

米，设备总数 5022台件，总资产值 10044.63万元，其中 10万元以上贵重设备 120件，价值

6515万元；40万元以上的设备 30件，价值 46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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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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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进步二等奖 5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8项；获专利授权和软件著作权 159项；发表

论文 932篇，被三大索引收录论文 638篇；科研新增立项 720项，到校科研经费 2.44亿元。

近三年全院获得 5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总经费达 3100万元。

学院致力于加强与国际知名高校及企业进行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学生国际交流项目包

括与澳洲昆士兰大学、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等多所国外大学合作的

学位项目、国家公派留学博士生项目和学生短期交流项目等。学院还在香港、澳门建立了 3
个境外学生实习基地。学院鼓励教师以各种形式出国进行学术交流、进修和培训,同时以各

种形式聘请外籍专家来院讲学或合作科研,积极开展与国外高校、科研机构或企业合作的联

合科研项目。学院设有多个企业、校友奖助学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和资助经济困难

学生，各专业就业率位居学校前列，用人单位、学生就业满意度高。

层次 国际合作大学 国际合作项目

博士生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防学院 “CSC博士生培养项目”

Doctoral Degree Program
Joint Training Program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硕士生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3+1+1”本硕双学位项目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研究生短期交换项目

美国匹兹堡州立大学 研究生短期交换项目

作为企业家、工程师的摇篮，土木与交通学院已为我国土木工程、交通运输、航空航天、

船舶工业、水利等行业和部门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在全国尤其是在华南与港澳

地区拥有较大影响。学院将继续坚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精神，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培养质

量，为培养高素质人才、推动地方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更新时间：2015年 5月 6
日）

更多资讯请浏览学院网址：http://www2.scut.edu.cn/jtxy/，请关注学院研究生微信：

华工土木交通学院研学工（scut_tcgsa）。

http://www2.scut.edu.cn/jt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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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介绍

一、土木工程(一级学科)

1.学科专业及方向介绍

华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办学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 1933年广东省立襄勤大学

工学院的建筑工程系，是原华南工学院（1988 年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成立之初的六个学

系之一，至今已有 80 年的发展历史，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土木工程专业之一。从 50年代初

华南理工大学建校至今，土木工程系已先后为国家培养了土建结构设计、施工和管理方面的

高级技术人才 10000 余人，在全国尤其是在华南与港澳地区拥有较大影响，获得了良好的声

誉。不少毕业生已成为政府建设部门领导、知名专家和学者，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 1人、中

国工程院院士 1 人、结构设计大师 3 人。

土木工程学科于 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4 年获得结构工程二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予权，2003年建立土木工程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6年获得土木工程一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予权，2012年土木工程学科获评为广东省重点学科。

华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科是我国华南地区唯一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及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的土木工程学科，设有 4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结构工程、岩土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6 个二级学科学术学位硕士点（结构工程、岩土工程、桥梁与

隧道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市政工程、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和 1 个专业

学位硕士点（建筑与土木）。土木工程专业对应的土木工程学科还拥有 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师资

土木工程系现有专任教师 82 人，其中，教授 26人，副教授 35 人；博士生导师 20 人，

硕士生导师 37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广东省高等学

校特聘教授（珠江学者）1 人，省级教学名师 2 人，校级教学名师 4人。此外，另有双聘院

士 3 人，以及多名名誉教授、兼职教授和顾问教授。

本专业现设有建筑结构工程及管理、结构防灾减灾计算理论与健康监测、岩土工程、工

程结构防灾减灾、风与结构、大跨度桥梁结构、桥梁结构理论等七个“兴华人才工程”学科

团队，学术负责人分别为蔡健教授、苏成教授、莫海鸿教授、吴波教授、王湛教授、颜全胜

教授和王荣辉教授。学科团队多次获得华南理工大学优秀“兴华人才工程”学科团队一、二

等奖。

3.科研成果及特色

本学科十分重视科学研究与工程实践的紧密结合，在学科前沿开展高水平学术研究的同

时，注重结合国家经济建设，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需求。本学科的许多科

研课题均直接从重大工程中深化提炼而得，同时其研究成果又直接服务于工程实践，为提高

工程结构的设计、施工和管理水平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和建设，土木工程学科积淀了良好的学风并积累了一批深厚的研究成

果，具备求真务实、与工程实践结合紧密、人才培养质量较高、科研创新能力强、研究方向

特色鲜明等基本特征，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近五年，本学科共发表三大索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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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16项、实用新型专利 20 余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 1 项，

以及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8 项、三等奖 12 项。本学科成果已应用于多部国

家和地方标准的编制或修订，直接服务于多个重点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为社会发展和国民经

济尤其是广东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培养资源和条件

土木工程学科作为广东省重点学科，隶属“985 工程”二期亚热带建筑国家级科技创新

平台，同时作为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良好的科研支撑条件。

土木工程系现有结构实验室、结构耐火实验室、抗风实验室、抗震实验室、岩土实验室、建

材实验室、测量实验室、道路实验室、桥梁实验室等不同类型专业实验室。其中，结构耐火

实验室在 2005年落成时为国内高校领先的结构耐火实验室，目前也是我国华南地区高校唯

一的结构耐火实验研究基地，相关实验技术已推广应用至清华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相关科

研，科技辐射作用明显。另有国内领先的 4m×4m 三向六自由度模拟地震振动台、5 米量级

回流型大气边界层风洞、50 吨和 150吨级 MTS 电液伺服加载系统、土体三轴流变试验机等

大型实验设备和平台也在近年建成。实验室通过国家计量认证（CMA），实验条件总体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土木工程专业已构建了良好的教学科研平台，建成了具有

先进水平的试验室，在结构防灾减灾技术方面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结构耐火实验室 结构抗震实验室

风洞实验室 施工监控与健康监测实验室

本专业研究生培养注重国际学术交流合作，近年来积极与国际多所著名高校开展了多项

研究生层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通过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国家公派硕

士研究生项目、我校交换学生项目等多种渠道，开展研究生交流合作，拓宽研究生视野，提

升科研水平。

5.培养方向和就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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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向

培养方向

二级学科
博 士 硕 士

结构工程

08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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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经济管理 06 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07 结构风工程 07 建筑施工技术及管理

08 工程经济管理

岩土工程

08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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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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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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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工程

081403

01 市政基础工程

02 给水排水技术

03 城市给水处理技术

04 城市污水处理技术

05 城市环境与生态工程技术

06 城市垃圾处理与资源化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081404

01 建筑节能

02 空气调节

建筑与土木工程（土木全日制）

430114

01 工程设计（含结构、岩土、防

灾减灾、市政工程、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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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主要培养从事房屋建筑、地下建筑、道路、桥梁、隧道、城市轻轨等土木工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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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设计、土木工程基础设计及地基处理、土木工程结构的检测与试验、土木工程施工技术及

工程管理等工作，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及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以及较为宽广的相关学

科的基本知识，了解土木工程学科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具有对工程问题正确进行提炼并

熟练运用各种分析、计算和实验方法开展创新性研究的能力，同时具有一定工程实践能力的

高级人才。

本专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毕业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学生毕业后可到工业

与民用建筑、地下建筑工程、道路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机场工程、交通、市政、水利等

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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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等工作，也可以到高等学校、科研单位从事本专业及相近学科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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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联系人

王 湛 （020）87113421 wangzhan@scut.edu.cn

刘叔灼 （020）22236638 shzhliu@scut.edu.cn

姜正荣 （020）87110275 zhrjiang@scut.edu.cn

张 原 13002085760 zhyuan@scut.edu.cn

二、水利工程(一级学科)

1.学科专业及方向介绍

华南理工大学水利学科具有 70余年的历史，是建校之始的六大学系之一,是华南地区水

利行业高层次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本学科点以水利工程一级学科为建设目标，主要在水文

水资源、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水工结构和港口海岸工程四个专业方向培养硕士研究生。在

水文学及水资源方向，主要开展水文物理规律模拟及水文预报、水文不确定性理论与应用、

沿海城市暴雨内涝规律及防洪排涝理论与方法、流域防洪排涝规划与设计、海绵城市理论与

技术、山洪灾害防治理论与技术、水信息理论与技术、水资源利用规划与管理、生态水文与

环境水文等研究；在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方向，主要开展环境水力学、水利工程对生态影响、

潮汐及波浪的水动力学特性、江海交汇水动力规律、咸潮上溯、泥沙及航道治理、河口近岸

海域水环境、水生态、水体修复等方面的研究；在水工结构工程方向，主要开展花岗岩残积

土及超软土等特殊土性质、混凝土及风化岩体宏细观特性、地基处理技术、近海环境下堤坝

及水闸等设计理论、环境岩土及土质修复、尾矿库建造及安全控制技术、建筑物安全评价及

监控技术、离散元等研究；在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方向，主要开展河口及浅海水动力学、

海工结构及其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海岸风暴灾害、台风波浪数学模型、海域岸滩演变、船

舶航行安全等的研究。

2.师资

水利工程学科现有水利专业专职教师 16 人（含本学院兼职硕导），其中教授 4 人，副

教授 6 人，讲师 6 人，全部具有博士学位。现有博士生导师 4 名，硕士生导师 9 名。

水利工程学科设有“水利工程”、“水资源及水环境”和“港口、海岸与海洋工程水动

力学”三个“兴华人才工程”学术团队，学术负责人分别为周小文教授、黄国如教授和朱良

生教授。

3.科研成果及特色

在新形势下，我国的水利事业已从过去的仅仅重视工程水利，逐步向重视资源水利、环

境水利转变，有大量的新课题需要研究。本学科以现代水利的要求，在河口治理、大坝建设

和病险水库整治、区域水资源保护与调配、水环境治理、近海工程建设、城市水务、民生水

利等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研究课题丰富，发展前景广阔。

本学科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合作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合作重大水专项、水利部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合作国家环保部公益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国家及省部重点实

mailto:wangzhan@scut.edu.cn
mailto:shzhliu@sc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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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开放项目等纵向研究项目以及企事业单位委托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项目，研究经费充

足。近 3 年来出版专著 7 部，发表论文 200 余篇，其中三大索引收录文章 60 余篇。

4．培养资源和条件

水利学科拥有水力学水工实验室，同时依托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具备材料、力学、

土工、结构等优良的试验条件。与多家科研院所，如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广东省水利科学

研究院等具有长期合作以及共同培养研究生的协作关系，具备各类大型水工、水力学模型试

验条件。

装备先进的水利与水电工程实验室

本学科长期以来是广东省主要的水利人才培养基地，培养了水利专业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1600 余人，这些人才成为到广东省及华南地区的水利技术和管理骨干，具有良好的声誉。

5.就业前景

本专业就业前景广阔，就业方向可在水利以及土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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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就业去向主要在广东省的科研、设计、学校等单位和行政管理部门。

6. 联系人

周小文 （020）87114373，xwzhou@scut.edu.cn

程香菊 395347100@qq.com

三、力学

1.学科专业及方向介绍

力学学科在华南理工大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本学科的发展可以追述到上世纪 50 年代，

是在我国著名的复合材料力学先驱——周履先生的带领下发展起来的。现已成为华南地区力

学学科教育、科研、工程应用以及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华南理工大学现有力学一级硕士点、

“固体力学”二级学科博士点（为广东省的“固体力学”重点学科）、力学博士后流动站。

2007 年在全国高校学科评估排名我校力学排名第 14。本学科 1978 年固体力学获首批硕士学

位授予权，2003年固体力学获博士学位授予权，2003 年本学科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学科，2006

年获力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07 年设立力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2 年力学一级

学科被评为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本学科的工程力学专业在 2009年成为学校首批设立创新

班招生的专业之一，工程力学创新班学生采用 3+1+2（本硕）和 3+1+4（本博）培养模式。

顶峰多尺度科学研究所与华南理工大学力学专业联合培养招生。

在科学研究方面，本学科长期从事材料与结构的疲劳、损伤与断裂、微纳米与复合材料

mailto:xwzhou@scut.edu.cn
mail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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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和航空航天动力学等方面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力学硕士（0801）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已经在力学一级学科的框架统一实施，即硕士研

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可以开展以下的主要研究方向或其他相关力学研究方向的研究，每年招收

硕士研究生 20 多名。博士生招收覆盖固体力学二级学科（080102），每年招收博士研究生

10 名左右。本力学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有：

01 损伤、疲劳与断裂力学

02 微纳米力学

03 复合材料力学

04 冲击动力学

05 结构与实验力学

06 工程流体力学理论与应用（仅硕士）

2.师资

在师资队伍方面，本学科拥有一支基础扎实、专业知识丰富的研究队伍，人员、年龄、

学位、职称结构合理。现有科研教学人员 30 人，其中正高 15 人，副高 10 人，博士生导师

10 名。双聘院士 2 人，百人计划“讲座教授”1 人，1 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

划，“广东省杰青”1 人，全国优秀力学教师 5 人，校级教学名师 2 人。

本学科现设有疲劳及耐久性、非线性力学、损伤力学三个“兴华人才工程”学科团队，

学术负责人分别为黄培彦教授、韩强教授、汤立群教授。本学科同时设有基础力学校级教学

团队，教学团队首席教授为曾庆敦教授。学科团队多次获得华南理工大学优秀“兴华人才工

程”学科团队。

小组讨论 分子动力学模拟项目

气炮加载下航空泡沫材料冲击响应实验项目

3.科研成果及特色

力学学科在对纤维增强复合材料（FRP）加固钢筋混凝土（RC）构件的疲劳破坏机理及

其耐久性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基础研究，在界面破坏机理、裂纹扩展规律、耐

久性实验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率先提出了将宏观疲劳断裂与细观损伤、复合材料和

结构动力学相结合的研究新思路，揭示了 FRP增强结构的界面疲劳损伤规律及其破坏机理，

解决了该类结构抗疲劳设计问题。华南理工大学力学学科近年来在飞机复合材料力学、冲击

动力学和非线性力学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对飞机风挡、雷达罩、机翼前缘等典型结

构鸟撞击、冰雹和碎石撞击、飞机滑跑落震过程、飞机复合材料夹层结构中低速冲击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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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油箱晃动、战斗机弹射救生系统、飞机大展弦比机翼稳定性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

究，从理论上揭示了强冲击载荷作用下飞机典型材料与结构的破坏机理，为工程实际提供了

一系列有价值的重要结果。

本学科科研力量雄厚，近 5 年承担各类科研项目 90 多项，科研经费接近 2000万，其中

有 3 项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0 余项，，获省部级科技

进步奖 4 项。近 5年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850 余篇，其中三大索引收录论文 180 篇，出版学术

专著 3 部，科研成果获省部级科学技术奖 5 项，获得发明专利 3 项。培养的学生中，获国家

优博提名奖 1 人，省级优博 2 人，校级优博 3 人，1 人在顶峰多尺度科学研究所联合培养期

间共发表 6 篇 SCI专业期刊论文。

4．培养资源和条件

本学科具有力学研究较为完善的实验设备，可以满足从微纳米材料到航空航天等先进工

程材料与结构技术的研究，具有华南地区最先进和完备的冲击动力学实验和测试系统。经过

十多年的发展，力学学科已构建了良好的教学科研平台，建成了具有先进水平的试验室，在

疲劳与断裂力学、冲击动力学试验研究技术方面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具有较全面的知识结构体系和创新意识，可从事科学和工程

技术研究，特别是善于面对复杂、交叉学科的工程技术问题。通过本硕/博连读培养模式为

高层次的基础和工程科学研究选拔一批优秀的苗子，使学生在经历严格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

的综合培训后，成为高水平的优秀科技人才。

5.就业前景

本专业毕业生可在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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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联系人

姚小虎 （020）87111030-3632，yaoxh@scut.edu.cn

张 红 (020)87111030-3304,emhzhang@scut.edu.cn

四、道路与铁道工程

1.学科专业及方向介绍

道路与铁道工程学科是研究公路、城市道路、机场和铁道等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勘测、

设计、施工、运营、养护和管理中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的学科。本学科现有道路与铁道工程

二级学科硕士点和博士点，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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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结合珠江三角洲

经济发展和公路建设需要，在沥青路面结构设计和材料性能试验研究、道路设计理论与方法、

交通信息化和软土地基加固等研究方面形成特色。

2.师资

道路与铁道工程学科现有教师 19人，其中教授 6 人，副教授 10人，高级职称教师中具

有博士学位的比例达到 100％，本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所占比例为 90%。现有博士生导师

5 名，硕士生导师 15 名。

道路与铁道工程学科设有道路工程材料、道路工程和道路计算机辅助设计等三个“兴华

人才工程”学科团队，学术负责人分别为张肖宁教授、王端宜教授和符锌砂教授。学科团队

连续获得 2000.9～2003.9、2003.9～2006.9 年度华南理工大学优秀“兴华人才工程”学科

团队二等奖。

3.科研成果及特色

道路与铁道工程学科紧密结合国家交通运输建设的特点，依托地处亚热带、经济高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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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广东省的公路建设技术需求，在沥青混合料设计理论与方法、沥青路面再生技术、钢桥

面沥青铺装技术、交通信息化等研究领域形成了基础理论与工程技术研究并重的学科特色。

建成了广东省现代道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交通部重交通道路耐久与安全协同创新平台，解

决了许多重大工程尤其是广东交通运输建设项目的关键技术问题。形成了高性能沥青混合料

铺装材料设计方法、施工质量控制技术与工程应用服务的成套技术体系，港珠澳大桥跨海段

钢箱梁桥面沥青铺装技术研究是本学科在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

近年来本学科方向先后承担并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交通部科技计划项目等各

类课题研究 144 项，平均每年的科研经费超过 2000万元，其中国家级项目 20余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 40余项，其它科研项目上百项。研究成果纳入多

项国家行业规范，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广东省科技进步特等奖 2项、各类省部级

科技进步奖 20余项，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30 项、实用新型 37 项、软件著作权 5项。出版专

著 6 部，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 500 多篇，被国际三大索引收录 100 多篇。多数成果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道路工程领域的技术进步，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

效益，学科整体水平处于国际先进地位。

获奖证书 工业 CT机

采用 YXLON（德国）Compact-225 型工业 CT，完成沥青混合料试件的断层扫描，获得包含沥青砂胶、空隙

和集料信息在内的三相数字图像。

4．培养资源和条件

道路与铁道工程学科引进了多台套世界先进的试验设备，购置了 Y.CT UNIVERSAL 设备、

MTS810 材料试验机、Cooper NU-14 气动伺服试验系统，AR2000 沥青混合料用动态扭转剪切

流变仪，平板试块振动轮碾成型机，高精密度双面锯，试验室用间歇式沥青混合料拌和机，

沥青性能国标测试系统，沥青性能 SHRP测试系统，集料全套指标试验设备，沥青路面材料

自动分析试验系统（AAPA），旋转式压实仪（SGC），FWD，Geocomp 全自动多功能土工试验

系统，集料表面性能数字图象处理系统等仪器设备近百套，设备总值 5000多万元。经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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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发展，道路与铁道工程学科已构建了良好的教学科研平台，建成了具有先进水平的试

验室，在沥青及沥青路面试验研究技术方面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道路与铁道工程学科依托于所承担的高水平科研项目和一流的试验设备，积极探索先进

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先后为国家培养了交通土建工程、道路与铁道工程规划、设计、研

究、施工和管理方面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约两三千人。他们主要分布在广东及华南地区的交

通行业中，为交通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获得了良好的声誉。

港珠澳大桥跨海段钢箱梁桥面沥青铺装技术 高速公路真三维交互设计系统

5.就业前景

就业方向可在公路与城市道路、轨道交通、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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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联系人

符锌砂 （020）87111030-3228，fuxinsha@163.com

张丽娟 （020）87111030-3485，tczljuan@scut.edu.cn

五、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1.学科专业及方向介绍

华南理工大学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硕士专业 2001 年开始招生，近 3 年来招生规模超过

14 人/年。该学科依托华南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华南地区唯一的交通运

输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现有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二级学科硕士点和博士点（2007 年开

始招收博士生，招生规模为 6 人/年），并有交通运输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国家、省部级

科研基地 10个。在读的优秀硕士研究生可申请直接攻读博士学位、提前攻读博士学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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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联网与车路协同等。

2.师资队伍

该学科现有专任教师 13 名，其中教授 4 名（均为博导）、副教授 2 名（均为硕导），

另有青年骨干教师 4 名、实验室老师 1 名。

3.科研特色与成果

该学科以自动控制、计算机、通信技术与交通工程的交叉融合为特色，强调信息技术在

交通工程领域的应用。结合全国、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交通行业发展需求，瞄准学科前沿与

国家科技发展战略，该学科在智能交通领域开展了持续性的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工作；在智

能道路交通控制与管理、交通信息采集、车型识别与不停车收费、动态交通分配与控制、交

通信息智能预测与发布、交通系统建模与仿真、车联网等领域的研究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特

别是城市交通智能协调控制、交通信息采集与处理、交通流建模与仿真、车联网系统等多个

特色研究方向取得了重大研究突破。

近五年来，该学科共承担科研项目 50 余项，其中国家 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

省部级各类科研项目 40 多项，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4 项，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200 余

mailto:fuxinsh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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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其中被三大索引收录超过 120篇，获得授权专利 20余项、软件著作 10 余项。该学科科

研经费充足，近 5 年获得科研经费 2000 多万元，具备良好的科研与人才培养条件。经过多

年的积累，该学科取得的部分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学科方向整体处于国内领先水

平，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除此以外，该学科与美国、香港等多所高校建立紧密合作关

系，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水平研究生提供了必要条件。

4.培养资源和条件

依托华南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工程系、华南理工大学智能交通系统与物流技术研究所、广

东高校现代交通工程技术研发中心，该学科具有先进的实验室和科研设备，包括 TransCAD、

VISSIM、PARAMICS、Legion 等先进的交通仿真系统，ArcGIS、SQL Server、Lingo 等专业应

用软件，以及视频交通数据采集仪、地磁交通数据采集仪、交通数据处理工作站、交通模拟

沙盘、智能车模型等先进的硬件设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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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工作的高级人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此外，通过与广东省交通厅、广东省交通集团、

广州市交委、广州市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地铁管理部门等单位建立长期紧密

的合作关系，使得科研成果的应用环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专业性。

5.就业前景

近年来学生毕业后就业方向包括：读博深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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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率和平均薪酬高于华南理工大学硕士毕业生的平均水平。

欢迎交通工程、自动化、计算机等专业的优秀本科学生报考，入学考试的专业课程可以

从《交通工程学》和《自动控制原理》两门课程中任选 1 门。

6.联系人：

许伦辉 （020）87111030-3332，lhxu@scut.edu.cn

林培群 （020）87111030-3386,pqlin@scut.edu.cn

卢 凯 （020）87111030-3326，kailu@scut.edu.cn

交通运输行业相关专家参观实验室 实验室交通控制虚拟平台模拟沙盘

六、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1. 学科专业及方向介绍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学科 2004 年开始招生。本学科主要研究交通运输系统规划、 运输

管理与营运调度、道路交通规划设计、道路运输管理、交通运输发展战略与规划、交通运输

行业管理、交通运输经济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等。该学科以道路运输系统规划与设计、道路

运输系统管理、物流规划与管理的交叉研究为特色，同时兼顾交通工程、综合运输管理、智

能运输等研究方向。目前本专业设置交通运输系统管理、道路交通规划与设计、物流规划与

mailto:lhxu@scut.edu.cn
mailto:kailu@scut.edu.cn


13

管理 3 个招生方向，围绕交通运输规划管理的关键问题，顺应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趋势，依

托综合运输可持续发展需求，在交通规划特别是公交规划、道路交通规划设计、道路运输管

理、各运输方式营运与调度等领域形成特色。在交通运输一体化理论与应用、交通运输发展

战略与规划、区域综合运输、运输行政管理和交通运输经济等研究领域具有优势。

博士招生专业及方向：本专业招收交通运输系统管理、道路交通规划与设计、物流规划

与管理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具有良好道德品质、身心发展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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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在交通科研部门、交通管理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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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师资队伍

本专业现有导师队伍 5 人，其中教授 3 人、副教授 2 人，博士生导师 3 人，硕士生导师

6 人（含 1 名兼岗）。高级职称教师中有博士学位的比例达到 100％、全部教师中具有博士

学位教师所占比例为 84.6%。本学科现有交通运输规划管理学科硕士点和博士点，并有交通

运输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3. 科研成果及特色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学科立足于广东省蓬勃发展的大交通运输以及高速发展的城市交

通，在相关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城市和公路的交通管理、客货运输管理和物流管理、

运输与物流信息技术等方面具有深入的研究和实践经验，在交通规划理论与应用、公共交通

和综合运输、运输行业管理和运输政策、物流规划与管理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一批代表性的创

新研究成果，并且针对广东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征来研究与之适应的综

合运输体系和大城市各种交通方式的衔接等新的交通问题。

近四年来，先后承担了国家“863 计划”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省部级

项目 9 项，累计获得科研经费近 1000 万元；成果鉴定 4 项，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登记各 1项。

教师科研项目参与率达 100%。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译著 1 本；获得省部级奖 4 项，其中

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1 项；并实现了多项科研成果的转化。本学科一直紧密结合广东省交通

行业的发展需求，重点根据广东省内交通状况进行科技攻关及科技创新工作，研究成果得到

了国内同行的高度赞同，为华南地区的交通建设与管理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4.培养资源和条件

本学科拥有交通规划与交通运输仿真实验室，占地面积超过 200 平方米，已购置有

TRANCAD，VISUM、CUBE 等交通规划软件，可以提供计算和测试条件，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和

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获得了广东省交通行业主管部门、各科研院所以及企事业

单位的大力支持，科研经费充足，可以为学生学习和科研实践工作提供良好的条件。

5.就业前景

本学科培养具有良好道德品质、身心发展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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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毕业后在全国，主要是广东省交通运输科研单位、咨询机构、设计院、各级交通院

校等事业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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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硕士专业欢迎交通工程、交通运输、物流等专业的优秀本科学生报考。

6.联系人

温惠英 （020）87114779，hywen@scut.edu.cn

胡郁葱 (020)87111030-3588，ychu@scut.edu.cn

郑亚晶 15602210235，ctyjzheng@sc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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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1.学科专业及方向介绍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专业代码 082304）是交通运输工程（0823）一级学科下面的重要

二级学科，是目前国内外交通运输工程的研究热点之一，是我国交通运输工程学科未来一段

时期的重点发展领域。该学科近年来有了较快的发展，无论是在相关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工程

实际应用方面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下一阶段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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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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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某一研究方向上的开拓创新能力。目前本专业设置交通运输系统规划设计与组织管理、

新能源汽车开发研究、运输系统节能减排与环保、载运工具运输安全等 4 个研究方向。

2.师资队伍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专业现有导师队伍 2 人，本学科拥有载运工具运用工程硕士点和博士

点，并拥有交通运输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3.科研成果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专业依托华南理工大学强大的科研基础，地处华南地区，紧密结合珠

三角蓬勃发展的交通运输业，近年来一直在不断成长进步。承担和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科技部 863 计划重大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项目、广东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广州市科技重大专项等一大批国家、省

市项目。近三年来该学科共发表论文 200余篇，其中在国际或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105

篇，有 30 多篇被国际三大检索收录，已出版专著和教材 6 部。

4.培养资源和和条件

实验室拥有“汽车数据采集系统”、“三座标测量仪”、“HP 工作站及台式机”、“多节便

携式坐标测量机”、“位移传感器”等一系列大型设备和一大批其他实验仪器，购买了正版的

LS-DYNA 碰撞软件、MADYMO 碰撞软件、TRANSCAD 交通规划软件、VISSIM 交通仿真软件、

HyperWorks 软件、CATIA 软件、UG 软件、Matlab 软件等，为 CAE 仿真分析、交通规划、交

通仿真等提供了有利工作条件。

5.就业前景

本专业就业面很广，不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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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毕业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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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烈欢迎交通运输、交通工程、车辆工程、自动化等专业的优秀本科学生报考。

6.联系人

田晟 651365812@qq.com

游峰 362896545@qq.com

八、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

1. 学科专业及方向介绍

船舶与海洋工程系始创于 1958年，1982年获得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一级学科硕士学位

授予权，2003年获得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14 年经批准

设立了船舶与海洋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形成了从培养本科生、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生、

博士生一直到博士后的完整的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建系至今已经为我国船舶

工业、国防建设、交通水运、海洋资源开发等行业和部门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

是华南地区唯一具备完整专业教育体系培养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学科。

本学科是以数学、力学、机电、海洋科学为基础，全面应用电子信息技术从事船舶与海

mailto:65136581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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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工程及相近领域的设计、研究、制造、规划、经营与管理等的工程学科，本学科点以船舶

与海洋工程一级学科为建设目标，主要在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博士、硕士）、轮机

工程（硕士）、水声工程（硕士）三个专业方向培养硕士研究生。学科主要研究方向有：

1）新型船舶与海洋工程结构物研究与开发；

2）海洋工程环境动力学；

3）海洋工程流体动力学；

4）海洋工程结构动力学；

5）船舶与海洋结构物振动与噪声控制。

船海师生参观高性能船 华南地区船舶快速性试验功能最全的试验水池

2. 师资队伍

船舶与海洋工程系非常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现有专职教师 20 人，其中教授

4 人（1人为“百人计划”特聘教授）、研究员 1 人、副教授 7 人、讲师 5 人、高级工程师

1 人，工程师 1人，实验师 1 人，80％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其中博士生导师 3 人，硕士生

导师 11人，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知识与职称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3. 科研成果及特色

船舶与海洋工程系经过 50 余年的发展，已形成了高性能船舶与新型海洋工程结构物研

发设计、海洋工程结构物运动及水动力特性、海洋工程结构动力响应、海洋工程动力环境观

测模拟及试验技术、各种海洋工程开发技术与装备研发等特色教学与研究方向，并通过设计

研发（包含高性能船舶设计、船舶节能技术、波浪补偿平台技术、船舶通航论证技术、水下

油气开发管汇系统技术）、海工装备（水下机器人及深潜器装置、波浪能发电装置、海上风

能发电装置、船用安全及报警系统）、数值计算（包含海洋动力环境数值计算、水动力数值

计算、结构有限元计算、振动与噪声控制计算、船舶三维排样优化计算）、原型观测与模型

试验（船模水动力模型实验、船用材料检测实验、野外海洋动力环境观测实验、振动与噪声

控制实验）等形式为社会和企业提供科研服务。

本学科科研力量雄厚，做出了大量的基础性科研工作与面向社会的科研服务工作，在业

界享有良好的赞誉。近 5 年承担各类科研项目 100多项，科研经费超过 3000 万。近 5 年发

表核心期刊以上论文 300 余篇，其中三大索引收录论文 1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2 部，科研

成果获省部级科学技术奖 2 项，获得发明专利 1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 30 余项，具备设计高

性能船舶、水下机器人、波浪能发电装置、船用安全及报警产品的能力。

4. 培养资源和条件

船舶与海洋工程系下具有华南地区最大的船模拖曳水池实验室、海岸与近海工程实验

室、船舶与海洋工程结构与先进材料研究中心、振动与噪声实验平台、野外海洋动力环境观

测平台、计算工作站平台，可以进行各类船舶与海洋工程水动力实验、水下机器人及水下深

潜器控制实验、水运工程模型实验、船舶与海洋工程新型材料检验实验、船舶与海洋工程振

动与噪声控制实验、野外海洋动力环境测量实验、数值计算实验等工作。并积极开展产品研

发、成果转化、科技服务等方面的工作，设有船舶工程教研室、海洋工程教研室、船舶与海

洋工程研究所（广东省甲级船舶设计资质）、广东省船舶与海洋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广

州现代产业技术研究院船舶技术研发中心、广新海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设置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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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基地。

5. 培养方向和就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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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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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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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本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都是百分之百，并普

遍得到就业单位的好评。

6.联系人

吴家鸣（020）87111030-3637 ctjmwu@scut.edu.cn

胡金鹏（020）87111030-3539 jphu@scut.edu.cn

九、工程管理专业

1.学科专业及方向介绍

华南理工大学工程管理专业具有 60 余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1953年华南工学院的建

筑施工专业）,是华南地区工程管理行业高层次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本学科点在土木工程

一级学科下招收结构工程专业工程经济管理方向、施工技术与管理方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招收工程经济管理研究方向博士生；设有工程管理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点、建筑与土木工程领

域建设管理方向硕士点。主要研究领域涵盖房地产经济和管理、大型工程项目管理、特种工

程施工、工程监理、绿色施工、风险管理等。

学生国际交流活动

2.师资

工程管理学科专业现有工程管理专业专职教师 14 人，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5 人、讲

师及师资博士后、工程师 7 人。现有博士生导师 1 名，硕士生导师 7 名。专任教师中大多具

有博士学位。大多数教师具有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建造师、造价工程师、投资咨询工程师

等执业资格，现有 1名中国工程监理大师。工程管理学科领域设有“建筑结构工程及管理”，

学术负责人为蔡健教授和王幼松教授。设有“建筑经济与房地产研究所”，负责人为王幼松

教授。

3.科研成果及特色

近年来，研究并完成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科研项目，以及“港珠澳大桥珠海

口岸工程监理和咨询”等横向科研项目；并参与广州大学城建设工程监理、咨询等多项工程

实践活动，为广州市乃至华南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4．培养资源和条件

目前已建成工程管理仿真实验室，开设项目管理模拟仿真、BIM综合应用仿真实验、工

程造价实训、工程施工等综合实验，教学与实际相结合。目前工程管理实验室正投资 300

mailto:ctjmwu@sc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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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作进一步扩充，建设“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BIM)及虚拟现实试验室”，教研实力将进一

步增强。

本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国际化、前沿化，与美国西北大学、香港大学、英国利兹大学、英

国拉夫堡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保持密切合作。本学科长

期以来是广东省主要的工程管理人才培养基地，培养了工程管理专业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近千

余人，这些人才成为到广东省及华南地区的工程管理骨干，具有良好的声誉。

5.就业前景

本专业就业前景广阔，就业方向可在就业方面：可在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设计院、施工

企业、监理单位、如万科，保利等大型房地产企业、国际工程公司、工程造价单位、工程咨

询与评估公司、投资与金融单位等从事工程管理、咨询、设计、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

相关工作。

6. 联系人

张原 13002085760 zhyuan@scut.edu.cn
谢琳琳 13925163966 llxie@scu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