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济大学 2020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 

同济大学 2020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采用普通招考（“申请-考核”选拔制）、硕博连读和直接攻

博三种招生方式，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毋滥。招生信息发布网站为“同济大学研究生招生网”（以下

简称“同济大学研招网”，网址：https://yz.tongji.edu.cn/）和同济大学各招生学院网站。 

一、招生专业及计划 
同济大学 2020 年计划面向全国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1500 名左右，含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

划博士生专项计划 5 名左右，对口支援西部高校定向培养博士生专项计划 13 名左右，与校外科研院所联合

培养博士生计划 20 名左右，非全日制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 100 名左右。上述招生计划 终以教育部下达为

准。 

具体招生专业，见同济大学研招网公布的《同济大学 2020 年博士生招生目录》。 

二、学习与就业方式 
1．学习方式 

教育部规定，研究生学习方式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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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内，全脱

产在校学习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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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就业方式 

教育部规定,研究生就业方式包括非定向就业和定向就业两类，定向就业研究生按定向合同就业；非定

向就业研究生按本人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办法就业。 

3．政策说明 

同济大学 2020 年招收的博士生，分“全日制非定向就业”、“全日制定向就业”、“非全日制定向就业”

三种类别。 

全日制非定向就业博士生，全部人事关系和人事档案须在入学时转入同济大学，可参加学业奖学金、

助学金和优秀奖学金的评定，可申请办理国家助学贷款，在学期间纳入上海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毕

业时可自主择业，并纳入学校就业方案，按照学校研究生就业工作实施办法执行。 

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录取前本人须与我校和所在单位签订三方定向培养协议书，在学期间，人事关

系和档案保留在原单位，毕业后回定向地区或单位就业。该类学生不参加学业奖学金、助学金和优秀奖学

金的评定，不可申请办理国家助学贷款，在学期间不纳入上海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且就读期间不能转

变为非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 

同济大学 2020 年在三个专项招收全日制定向就业博士生，包括“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对

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定向培养研究生计划”和“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试点项

目”专项。参加“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学生的奖助、就业和保险，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执行。 

同济大学 2020 年招收非全日制定向就业博士生，包括非全日制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和“同济大学思政

工作队伍计划”。对于非全日制博士生，学校不提供住宿。 

除了上述专项外，同济大学 2020 年招收的博士生均为全日制非定向就业博士生。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博士生的学制一般为 4年（医学专业学位博士为 3 年），直接攻博生学制一般为 5.5 年（医学院和口腔

医学院为 6年）。学习年限 长为 7年。 

四、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



守法，品行端正； 

2．考生的学位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硕士学位者（在境外获得的硕士学位须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2)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硕士毕业生（ 迟须在博士生入学前取得硕士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 

3．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 

4．学院规定的其他要求见各学院公布的“申请-考核”制招生实施办法，可参考《各学院申请-考核

制招生的申请条件简表》（见附件一、二），详见同济大学研招网。 

5．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考生，必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省、自治区或直辖市教育厅（教

委）民教处同意，并将加盖公章的《报考 2020 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前寄（或送）至同济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处。 

6．报考非全日制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的考生，按照《同济大学 2020 年非全日制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

研究生招生章程》所要求的条件和程序进行报考。报考全日制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的考生，按照本章程所

要求的条件和程序进行报考。 

五、选拔机制 
我校博士生招生全面实行“申请-考核”选拔机制，本次招生除医学院、口腔医学院、数学科学学院组

织初试外，其他学院的“申请-考核”制以材料审核和复试两阶段为主进行。各阶段的组织和成绩评定由各

招生学院确定，可参考《各学院招生办法简况表》（见附件二），具体以各学院公布的“申请-考核”制招生

实施办法为准。 

报考医学院、口腔医学院、数学科学学院的考生须先参加外国语初试选拔，再进行材料审核和复试。 

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考生都需参加学校组织的外国语初试选拔，根据招生名额和

外国语成绩，确定进入材料审核和复试名单。 

六、招生办法 
我校博士生招生按照考生来源分有普通招考、硕博连读和直接攻博三种招生方式。 

（一）普通招考 

1．网上报名和交纳报名考试费 

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将不予参加考试或录取，相

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必须准确填写学习方式（全日制或非全日制）和报考类别（定向就业或非定

向就业），一经确认，不得更改。 

网上报名和交纳报名考试费时间：即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20 日，每天 0：00-22：00。报名考试费：250

元。 

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登陆同济大学研究生招生系统（http://yjszs.tongji.edu.cn）如实完整填写报

名信息（考试方式选择“普通招考”），同时在报名系统相应位置上传下述材料： 

1）报名照片 

上传的报名照片必须为标准证件近照，JPG 格式，150×200 像素，大小 30K 以内，白色或浅蓝色背景。

照片尺寸修改请参照图片处理帮助。该报名照片将用作准考证、录取通知书、入学后学籍管理、档案材料

以及在校证件等用途，请认真准备。如因照片模糊、年限较长或其他不合要求的因素，造成考生不能参加

考试的情况，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2）硕士学位证书 

历届生须上传学位证书扫描件，应届硕士生须上传电子版《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可在“学信档

案”:http://my.chsi.com.cn 上申请)，在境外获得硕士学位的考生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证书扫

描件代替学位证书。 

3）申请材料 

按照下面“申请材料提交”中的要求，将申请材料按照要求的顺序合并成一个不大于 25M 的独立 PDF

格式文件，压缩成 ZIP 格式文件，在系统“上传申请资料”处上传。 



完成报名信息填写和材料上传后，确认提交。然后，通过报名系统在线支付报名考试费。考生成功缴

纳报名费后恕不退费。缴费后，打印《同济大学 2020 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报名登记表》。 

2．申请材料提交 

(1)《同济大学 2020 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报名登记表》1 份（网上报名成功后下载，用 A4 纸打印，

不用附件上传）； 

(2)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应届硕士生提供《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可在“学信档

案”（my.chsi.com.cn）上申请）和本科阶段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3)硕士和本科期间成绩单原件（复印件须加盖相关管理部门成绩公章或考生档案所在管理部门公

章）； 

(4)科研成果，如：已获得的专利、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或专著等复印件（论文复印件应包括正文第

一页，如论文被 SCI、EI、SSCI 检索，需提供相应检索证明原件，专著复印件需包括封面和版权页）等； 

(5)获奖证书复印件 1 份； 

(6)两位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副高级或以上职称专家签名的推荐信（具体格式可从我校研究生招生网上

下载，用 A4 纸打印）； 

(7)外语水平成绩证明复印件 1 份； 

(8)硕士学位论文中英文摘要和目录（应届硕士毕业生提供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9)考生自我评价和攻博期间的科学研究计划书； 

(10)报考学院要求的其他材料，详见各学院“申请-考核”制招生实施办法。 

考生将申请材料添加封面和目录后，用 A4 纸打印并按上述顺序装订成册，并将寄（送）达报考学院

（负责接收材料老师的联系方式见附件一,如通过邮寄方式须使用 EMS 或顺丰），申请材料接收截止日期：

2019 年 12 月 20 日。在申请材料审核时，将以纸质版材料为准，参考报名系统中上传的材料。 

考生必须保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不得伪造有关证明。一经发现材料作伪并核实，将取消其

考试资格、录取资格或取消学籍，且 5 年内不接受其报考。 

3．申请材料审核 

1）报名资格审查 

同济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招生处根据报考条件对考生进行报考资格审查，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不予

参加材料审核和考试。 

2）材料审核 

同济大学招生学院的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材料审核工作，制定材料审核标准，成立材料

审核工作组。工作组按照审核标准对考生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给出申请材料审核分数。经学校研究生招

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按一定的比例择优选拔进入下一考核阶段的申请者（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材料审核成绩满分为 100 分。 

材料审核评价的主要依据包括考生的学习经历和取得的成绩；考生从事报考学科领域的工作经历、已

取得的科研成果；申请材料所反映出来的考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所具备的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综

合素质和培养潜力等。 

各学院将根据申请考生材料审核成绩，确定材料审核的分数线，以此作为考生进入复试的依据。材料

审核分为通过和不通过两档。材料审核成绩为通过的考生可直接进入复试。材料审核成绩不通过的考生不

能进入复试。各学院将根据学科实际情况，制定并公布材料审核的办法和程序，以及材料审核成绩的使用

规则。 

对于报考医学院、口腔医学院、数学科学学院和“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考生，需先参加

初试。初试合格后，再进行材料审核和复试。 

4．初试 

初试考核由学校统一组织命题及考试。仅面向报考医学院、口腔医学院、数学科学学院和报考“少数

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考生。 



1）初试考核科目：外国语，为笔试，每门满分 100 分； 

2）初试考核时间：2020 年 3 月 14 日； 

3）初试考核地点：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4）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 

5．复试 

材料审核结束后，学校将分批公布进入复试名单。复试考核主要内容如下： 

1）资格复审 

来我校参加复试的考生请携带有效居民身份证件、硕士学历和学位证书原件（单证硕士生只需携带硕

士学位证书原件；应届硕士生凭《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在境外获得硕士学位的考生提供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出具的认证书原件）到同济大学研究生院进行报考资格复审（具体时间和地点届时请查看我校研

究生招生网的通知）。通过资格复审的考生方可参加复试。 

2）复试考核 

我校原则上采取差额复试，差额比例由各学院确定。各学院根据考生的材料审核成绩和初试成绩（如

有），制定本学院的复试分数线。 

（1）复试内容：原则上复试内容和分值情况为：1 门专业课，笔试，满分 100 分；综合考核满分 200

分，具体包括专业外语（一般为笔试，满分 50 分）、外语口语和听力（口试，满分 50 分）、专业综合（形

式为口试或口试与笔试结合，满分 100 分）。学院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具体以复试前学院公布的复试

方案为准。 

（2）复试时间、地点：由各招生学院安排，具体安排请于复试前在我校研究生招生网上查询。 

（3）复试材料：参加复试的考生在复试时根据复试通知要求提交。 

（二）硕博连读 

1．招生对象、选拔条件和推荐选拔办法 

本校在读二年级已完成规定课程学习，成绩优异的全日制（即非定向就业）硕士研究生。根据《关于

同济大学 2020 年推荐在校优秀硕士生硕博连读的通知》进行推荐、选拔，在校研究生可登陆研究生教育管

理信息系统，查看通知。 

2．网上报名 

硕博连读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具体时间另行通知）登陆同济大学研究生招生系统完成网上报名（网

址：http://yjszs.tongji.edu.cn），如实填写报名信息、上传报名照片（要求同普通招考），报考类别为

“非定向就业”。 

3．复试 

经研究生院培养处审核合格的硕博连读申请人参加学院组织的硕博连读生复试，复试内容为：专业外

语（一般为笔试，满分 50 分）、外语口语和听力（口试，满分 50 分）、专业综合（形式为口试或口试与笔

试结合，满分 100 分）和申请材料评价（满分 100 分）。 

参加复试时须向复试小组提交复试材料，包括本科及硕士期间的成绩单原件（复印件须加盖研究生管

理部门成绩公章或考生档案所在管理部门公章）、公开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证明、获奖证书和自我评价等。 

（三）直接攻博 

申请条件和申请程序见《同济大学 2020 年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含直接攻博）章程》。 

七、录取 
考生的材料审核成绩和复试成绩按照比例合成总成绩，总成绩作为录取的重要依据。具体比例由各学

院自行确定。根据总成绩，结合考生的思想政治表现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确定 终录取名单。 

定向就业博士生，须在录取前签订定向就业培养协议书；非定向就业博士生，按教育部规定向考生档

案所在单位调取档案。学校将向审查合格的考生发录取通知书。 

八、体检  
体检要求参照国家规定的体检标准（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



《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

知》（教学厅〔2010〕2 号））和我校相关规定。未达到高校招生体检标准者，取消录取资格。 

九、博士生收费和奖助 
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从 2014 年秋季学期起，向所有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费为 1 万元/学年，非全日制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总学费为 15 万。具体学费标准见同

济大学网站公示（网址：http://xxgk.tongji.edu.cn/index.php?classid=3176）。 

同济大学对非定向就业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和非定向就业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有完善的奖助体系，在入

学后第一年全部都可以获得全额学业奖学金，一年后根据学业情况进行调整。对纳入奖助体系的非定向就

业博士研究生还可获得 21000～32000 元/学年的助学金。该类学生可参加学业奖学金、助学金和优秀奖学

金的评定，可申请办理国家助学贷款，在学期间纳入上海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以普通招考、硕博连读和直接攻博方式报考我校非定向就业博士生的考生均可申请博士新生奖学金，

申请者须填写申请表，并按规定提交申请材料。  

十、其他事项 
1．入学时间。分为 2020 年 3 月和 9 月入学。报到时须携带录取通知书和硕士学位证书原件。特别提

醒，应届硕士毕业生入学前必须取得硕士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 

2．关于参考书目、复习资料、考前辅导班和历年试题的说明。我校根据教育部文件要求，2020 年普通

招考的考试科目均不指定参考书目和复习资料，不举办任何形式的考前辅导班，不提供历年试题。 

3．对在报名或考核中有违规或弄虚作假等行为的，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及相关规定严肃

处理。对在校生，将通知其所在学校，由其所在学校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对在职考生，将通知考生所在

单位，由考生所在单位视情节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构成违法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根据教育部规定，研究生不能同时拥有两个及以上学籍。 

5．学籍和学位认证。 

1）学位认证报告：登录“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http://www.chinadegrees.cn，在线申请学

位验证，打印下载本人的学位认证报告。如不成功可根据要求申请书面认证，获得“学位认证报告”； 

2）学籍认证报告：登录“高等教育学生信息咨询网”www.chsi.com.cn，进入“学信档案”在线申请

学籍验证，打印下载本人的学籍认证报告。如不成功可根据要求申请书面认证，获得“学籍认证报告”）。 

6.有关我校博士生招生导师、报名考试、成绩发布、复试通知等信息请留意同济大学研招网。招生信

息如有变动，以报名期间我校研究生招生网上公布的招生章程和招生专业目录等相关信息为准。如本章程

与教育部 2020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规定有冲突，将按教育部文件要求执行。 

单位代码：10247 

联系部门：同济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处 

联系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瑞安楼 512 室（邮政编码：200092） 

联系电话：021-65982944 

电子邮箱：tjyzc@tongji.edu.cn 

申诉部门：同济大学监察处 

申述邮箱：jcc@tongji.edu.cn 



附件一： 

各学院申请-考核制招生申请条件简表 

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

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郑老师（电话：021-65982353，邮箱：zhengyy@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报考建筑学邮寄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B 楼 130 室，邮编 200092，电话

65982420。 

报考城乡规划学邮寄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B 楼 126 室，邮编 200092，

电话 65982345。 

报考风景园林学邮寄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B 楼 129 室，邮编 200092，

电话 65983044。 

土木工程

学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武老师（电话：021-65980619，邮箱：shtjwg@126.com） 

联系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A102 室（邮编：200092） 

机械与能

源工程学

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王老师（电话：021-69589505，邮箱：wangxiao@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曹安公路 4800 号开物馆 A208 室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教务科（邮编：

201804） 

经济与管

理学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陶老师（电话：021-65983383，邮箱：tyy.sem@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500 号同济大厦 A楼 1301 室研究生教务科（邮编：200092） 

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

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李老师（电话：021-65982696，邮箱：kawayi@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明净楼 206 室（邮编：200092）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

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张老师（电话：021-69922409，邮箱：zhangshuqing@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曹安公路 4800 号同心楼 313 室（邮编：201804） 

电子与信

息工程学

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余老师（电话：021-69585591，邮箱：dxygb@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曹安公路 4800 号智信馆 314 室（邮编：201804） 

外国语学

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王老师（电话：021-65982980，邮箱：waiyujw@163.com） 

联系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汇文楼 114 室（邮编：200092） 

航空航天

与力学学

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董老师（电话：021-65981138，邮箱：donghaiqing@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彰武路 100 号东大楼 215 办公室（邮编：200092） 

数学科学

学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梁老师（电话：021-65983245，邮箱：liangtt@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数学科学学院致远楼 104 室（邮编：200092） 

物理科学

与工程学

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徐老师（电话：021-65983380，邮箱：xlm@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物理馆 513（邮编：200092） 



化学科学

与工程学

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陈老师（电话：021-65982591，邮箱：chemistry@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工程试验馆 208 室(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务办公室）（邮

编：200092） 

医学院 

申请条件 

除符合《同济大学 2020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规定的申请条件

外，还需满足： 

1.仅接收非定向就业考生报考，包括学术型研究生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项目除外）。 

2.报考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的考生,本科须为临床医学专业，且获得临

床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最迟须在博士研究生入学前获得）或临床

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毕业。 

3.报考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项目的考生，本

科须为临床医学专业，须获得临床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最迟须在

博士研究生入学前获得），且进入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专科医师规范化培

训基地（博士研究生入学时须在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培训）。 

联系人 王老师（电话：021-65986735，邮箱：yxyyjszs@126.com） 

联系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医学楼 512 室（邮编：200092） 

口腔医学

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周玥（电话：021-36357029，邮箱：122122371@qq.com） 

联系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727 号同济大学沪北校区泰禾楼 204 室（邮编：200070） 

交通运输

工程学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黄老师（电话：021-69589879，邮箱：Jtxy456@163.com） 

城市交通交叉学科：方老师（电话：021-65980178，邮箱：fangli@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曹安公路 4800 号交通运输工程学院通达馆 456 室（邮编：201804） 

城市交通交叉学科：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衷和楼 603 室（邮编：200092） 

铁道与城

市轨道交

通研究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马老师（电话：021-69582151，邮箱：myp@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曹安公路 4800 号 F 楼 312 室（邮编：201804） 

生命科学

与技术学

院 

申请条件 

除符合学校规定的申请条件外，还需满足： 

1、硕士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良，无不及格记录； 

2、应届毕业申请者应作为第一作者公开发表 1篇 SCI 论文（含接收函）； 

3、往届毕业申请者应作为第一作者公开发表 1篇影响因子≥3的 SCI 论文（含

接收函）。 

备注：申请者用于申请的文章不包括综述、会议论文，以及发表于

Oncotarget,Scientific Reports,Plos One,Tumor Biology,Medicine 等期刊

的文章。 

联系人 黄老师（电话：021-65988653，邮箱：Lifetjgs@163.com） 

联系地址 上海市赤峰路 50 号医学大楼 1305 室（邮编：200092） 

软件学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杨老师（电话：021-69585627，邮箱：yd_hebe@126.com） 

联系地址 上海市曹安公路 4800 号济事楼 448 室（邮编：201804） 

汽车学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甄老师（电话：021-69589841，邮箱：zhenyujun@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曹安公路 4800 号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宁远馆 A205 室（邮编：201804） 

海洋与地

球科学学

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赵老师（电话：021-65988657，邮箱：zhao_jing@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海洋学院 208 室（邮编：200092） 

人文学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沈老师（电话：021-65984597，邮箱：shenweiqing@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赤峰路 50 号云通楼人文学院 212 室（邮编：200092） 

政治与国

际关系学

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王老师（电话：，021-65985638 邮箱：gzyjsjw@163.com） 

联系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衷和楼 1404 室（邮编：20009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傅老师（电话：021-65981407，邮箱：fuyuanyuan@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衷和楼 1501 室（邮编：200092） 

设计创意

学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李老师（电话：021-65986693，邮箱：lhhsmile@126.com） 

联系地址 
上海市阜新路 281 号设计创意学院 IS101 行政办公室人才培养中心（邮编：

200092） 

测绘与地

理信息学

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倪老师（电话：021-65981936，邮箱：niweirong@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同济大学测绘学院 217 室（邮编：200092） 

上海国际

知识产权

学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报考条件 

联系人 席老师 （电话：021-65983962，邮箱：xixue@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衷和楼 1001B 室（邮编：200092） 

 



附件二： 

 

各学院招生办法简况表 

 

 

 

代码 学院名称 
申请材

料审核 
初试 复试 

010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020 土木工程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030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040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05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06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080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090 外国语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101 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102 数学科学学院 组织  组织[外语]  组织 

103 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104 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110 医学院 组织  组织[外语] 组织 

114 口腔医学院 组织  组织[外语] 组织 

120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140 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160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170 软件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180 汽车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190 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210 人文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250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260 马克思主义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270 设计创意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290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320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组织 不组织 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