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 2017 年博士生招生资格审核制试行办法
为吸引具有优秀科研业绩和培养潜质的应届硕士毕业生及相关人员攻读我校博士学位，鼓励硕士生潜
心学习与科学研究，特试行博士生招生资格审核制。凡符合申请条件且通过资格审核的考生，可直接参加
综合考核。具体办法如下：
一、申请基本条件
申请参加资格审核制的考生必须满足我校 2017 年博士招生简章规定的条件，并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⒈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无任何考试作弊、剽窃他人学术成果及其它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⒉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对科学研究具有浓厚兴趣，并具有突出的科研能力，有较强的创新意识、
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倾向，已经以第一（或第二）作者公开发表 2 篇及以上与申请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或相应的科研成果；
⒊报考类别应为非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即入学前将全部人事档案、人事关系和组织关系等转入我校；
⒋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达到 425 分（折合百分制 60 分），托福（TOEFL）、雅思（IELTS）、GMAT、GRE
和其他语种可参照此标准。
如不符合第 3、4 条，但有突出的科研成就和贡献且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科研计划者也可提出申请。
另外，对于卓越人才培养协议高校的优秀应届硕士毕业生，在其硕士指导教师和所报考导师共同推荐下，
鼓励其提出申请。（卓越人才培养协议高校有：北京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重庆大学、东南大学、哈
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和湖南大学等）
在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各开展资格审核制的学院和学科还有其它要求。开展试行的学院和相应要求
见本办法的第四部分。
二、申请材料
⒈《同济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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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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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准为 2 元/份。
）和本科阶段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⒊硕士和本科期间成绩单原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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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科研成果（含已取得的专利）、公开发表的学术性论文或专著等复印件（论文复印件应包括期刊封
面、目录及正文第一页，如论文被 SCI、EI 检索，需提供相应检索证明原件）；
⒌获奖证书复印件 1 份；
⒍两位本学科或相近学科的副高级以上（含）职称专家签名并密封的推荐书（具体格式可从网上下载，
用 A4 纸打印）
；
⒎外语水平成绩证明复印件 1 份；
⒏硕士学位论文全文（应届硕士毕业生提供详细摘要和目录）；
⒐考生自我评价和攻博期间的科学研究计划书。
申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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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请用 A4 纸并按以上顺序装订成册，以
便审核。
三、申请程序及时间要求
⒈申请人于 2016 年 12 月 20 日前在研究生招生网（http://yjszs.tongji.edu.cn）上进行网上报名
（考试方式选择“普通招考”
，在【报考信息】页面中勾选【申请资格审核】）。网上报名时须按照招生《2017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的要求交纳报名考试费、打印报名表、寄（送）报名材料和资格审
核制申请材料到报考院系（负责接收材料老师的联系方式见本办法的第四部分，如通过邮寄方式必须使
用邮政特快专递），申请材料收到截止日期：2016 年 12 月 20 日。
⒉院系博士生资格审核制工作小组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经学校研究生复试
录取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资格审核合格的申请者经过资格复审后参加综合考核（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资格审核不合格但符合博士生报名条件的申请者可参加 2017 年 3 月学校组织的博士生普通招考入学考
试。
⒊资格审核合格的申请者在综合考核前须到研究生院招生处进行资格复审，提交申请材料原件，资格
复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综合考核，一经发现申请材料作伪，将取消考试资格。
⒋通过综合考核的考生经商调档案和政审合格后，录取为 2017 年秋季入学博士研究生。应届硕士毕
业生应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历和学位证书。
四、试行院系和学院申请条件
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
院

申请条件

同学校申请基本条件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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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城规学院 B 楼 121 室（邮编：200092）
对学校申请基本条件的第二条和第四条进行调整，其它不变。
1、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对科学研究具有浓厚兴趣，并具有突

申请条件
土木工程
学院

机械与能
源工程学
院

出的科研能力，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培养潜力，已经
以第一（或第二）作者公开发表 2 篇及以上与申请专业相关的学
术论文（其中至少 1 篇为 EI 检索或在线发表 1 篇 SCI 论文），或
相应的科研成果。
2、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达到 480 分（折合百分制 68 分）。如在
线发表 1 篇 SCI，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需达到 425 分（折合百
分制 60 分）。托福（TOEFL）、雅思（IELTS）、GMAT、GRE 和其他
语种可参照此标准。
注:对经选拔认定的预备博士生，由学院研究生工作小组对其硕士
学位论文和学术成果进行评价和资格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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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条件

满足学校申请基本条件且学术论文限指 SCI 期刊、EI 期刊、CSCD
期刊或国际会议论文。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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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

经济与管
理学院

上海市曹安公路 4800 号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教务科（邮编：
201804）

申请条件

同学校申请基本条件

联系人

陈老师（电话：021-65983383，邮箱：wednesday_mm@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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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学校申请条件及以下三条之一：
1）已经以第一（或导师第一、学生第二）作者公开发表 3 篇及以
上与申请专业相关的 SCI 学术论文，且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达
到 425 分；

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
院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
院

申请条件

2）已经以第一（或导师第一、学生第二）作者公开发表 3 篇及以
上与申请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其中一篇为 SCI 论文），且大学英
语六级考试成绩达到 480 分；
3）已经以第一（或导师第一、学生第二）作者公开发表 2 篇及以
上与申请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且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达到 530
分。

联系人

向老师（电话：021-65982696，邮箱：dfxiang@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环境学院明净楼 206 室（邮编：200092）

申请条件

同学校申请基本条件但仅接收非定向就业考生报考。

联系人

袁老师（电话：021-69580112，邮箱：Yuanyijie@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曹安公路 4800 号同心楼 422 室（邮编：201804）
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申请条件：
1、只接受非定向就业考生申请
2、发表学术论文或科研成果要求：满足以下三条之一
（1）已经以第一（或第二，第一作者需为导师）作者公开发表
SCI 收录 1 篇及以上与申请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2）已经以第一（或第二，第一作者需为导师）作者公开发表 2

电子与信
息工程学
院

申请条件

篇及以上与申请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3）已经以第一完成人授权与申请专业相关的发明专利 2 项，或
相应的科研成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申请条件：
1、只接受非定向就业考生申请
2、发表学术论文或科研成果要求：满足以下三条之一
（1）已经以第一（或第二，第一作者需为导师）作者公开发表
SCI 收录或者 CCF 推荐国际会议或者期刊 1 篇及以上与申请专业
相关的学术论文；
（2）已经以第一（或第二，第一作者需为导师）作者在国家级核
心期刊上公开发表３篇及以上与申请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3）已经以第一完成人授权与申请专业相关的发明专利 2 项。

外国语学
院

联系人

余老师（电话：021-69589503，邮箱：dxygb@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曹安公路 4800 号智信馆 302 室（邮编：201804）

申请条件

文章发表要求为：
应届生已经以第一（或第二）作者公开发表 1 篇及以上与申请专

业相关的学术论文，或相应的科研成果；
往届生已经以第一（或第二）作者公开发表 2 篇及以上与申请专
业相关的学术论文，或相应的科研成果。
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
的书面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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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条件

同学校申请基本条件

与力学学

联系人

丁老师（电话：021-65981138，邮箱：Dingxl0223@tongji.edu.cn）

院

联系地址

上海市彰武路 100 号东大楼 215 办公室（邮编：200092）

申请条件

同学校申请基本条件

联系人

樊老师（电话：021-65983245，邮箱：fanyajuan@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数学系（邮编：200092）

申请条件

同学校申请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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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条件

满足学校申请条件及如不符合第 2 条但满足以下条件：
已经以第一（或导师第一、本人第二）作者公开发表 1 篇高水平
SCI 论文，要求影响因子大于等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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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系教务办公室）
（邮
编：200092）

数学科学
学院
物理科学
与工程学
院

化学科学
与工程学
院

申请条件
医学院

1.仅接收非定向就业考生报考，报考专业须为学术型；
2.应届生：申请人以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须排名第一，高影
响因子的可排名第二）公开发表 1 篇及以上影响因子大于等于 2
或累计影响因子大于等于 3 的与申请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不包
括影响因子小于 10 的 META、LETTER、CASE 或 REVIEW 等），或
相应的科研成果；
3.历届生：原则上，申请人硕士毕业时间在 3 年以内，近五年内
以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须排名第一，高影响因子的可排名第
二）公开发表 1 篇及以上影响因子大于等于 4 或累计影响因子大
于等于 5（其中至少有 1 篇影响因子大于 3）的与申请专业相关的
论著，或相应的科研成果；
4.SCI 论文需提交图书情报部门开具的检索证明。

口腔医学
院
交通运输
工程学院
铁道与城

联系人

余老师（电话：021-65986735，邮箱：yxyyjszs@126.com）

联系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医学楼 515 室（邮编：200092）

申请条件

同学校申请基本条件

联系人

张老师（电话：021-36357029，邮箱：zhangleistone@sina.com）

联系地址

上海市延长中路 399 号（邮编：200072）

申请条件

同学校申请基本条件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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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

上海市曹安公路 4800 号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456 室（邮编：201804）

申请条件

报考类别为定向就业的考生，除满足学校基本条件（1，2 条），

市轨道交

还须满足以下条件：

通研究院

1.论文要求：近三年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至少 1
篇为 EI 期刊论文；
2.科研业绩：近三年获得省部级三等奖以上的奖励；
3.目前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或目前主持省部级以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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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201804）
1、只接受应届硕士研究生申请，且硕士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良，
无挂科记录；
2、申请者应作为第一作者公开发表 1 篇影响因子≥3（"发表文章

生命科学
与技术学
院

软件学院

汽车学院

海洋与地
球科学学
院

申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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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条件

同学校申请基本条件

联系人

林老师（电话：021-69585627，邮箱：lbx@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曹安公路 4800 号济事楼 444 室（邮编：201804）

申请条件

同学校申请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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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汽车学院大楼 A314 室（邮编：201804）

申请条件

在学校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对第 2 条进行调整，其它保持不变。
第 2 条：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对科学研究具有浓厚兴趣，并
具有突出的科研能力，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
倾向，已经以第一(或第二)作者公开发表 2 篇及以上与申请专业
相关的学术论文(其中至少一篇为本人第一作者的国际 SCI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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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室（邮编：200092）

申请条件

1.中国哲学、古典学研究方向不作外语要求，其他研究方向参考
学校对外语水平的要求；
2.申请者需提供一篇 CSSCI 刊物（含扩展版）、第一完成人专著或
省部级以上的获奖成果；
3.每年招生资格审核制博士生不超过三名。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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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云通楼 212 室（邮编：200092）

申请条件

同学校申请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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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综合楼 1501 室（邮编：200092）

申请条件

1.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无任何考试作弊、剽窃他人学术成果及

人文学院

马克思主
义学院
设计创意

（不包括综述和会议文章）影响因子"要求为发表文章的三年内
（前一年、当年和后一年）任何一年的影响因子超过 3 即可）的
SCI 论文及以上（含接收函）的科研成果；
3、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达到 425 分（折合百分制 60 分）以上
或在读硕期间第一外国语成绩 70 分及以上，托福（TOEFL）、雅思
（IELTS）
、GMAT、GRE 和其他语种可参照此标准。

学院

其它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2.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对科学研究具有浓厚兴趣，并具有突
出的科研能力，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倾向，
已经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 2 篇及以上与申请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以及相应的科研成果，论文要求为：北大核心期刊论文或 CSSCI、
SCI、SSCI、A&HCI、EI 检索论文或以英文正式发表的国际学术会
议论文（需有 ISBN、ISSN）；或以第一作者获得的与申请专业相
关的发明专利 1 项或者实用新型专利 2 项；
3.报考类别必须为非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即入学前将全部人事
档案、人事关系和组织关系等转入我校；
4.英语水平要求：大学英语六级 500 分，或雅思总分 6.5 分（写
作 5.5 分），或托福纸考总分 580 分（写作 4.0 分），或托福网考
总分 92 分（写作 22 分）；
5.如有多名考生报考同一导师，通过资格审核制申请的考生不超
过 1 名；同时，有通过资格审核制的考生并不能作为导师招生资
格和招生名额的依据。

测绘与地
理信息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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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200092）

申请条件

同学校申请基本条件

联系人

乔老师（电话：13818426779，邮箱：qiaogang@tongji.edu.cn）

联系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415 室（邮编：2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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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邮箱：tjyzc@tongji.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