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复试安排 

 

    符合“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各专业2023年硕士复试分数基本要

求”的统考考生（含暑期优秀学员），请按下列通知要求参加复试。 

一、 复试所需材料 

1. 复试通 知书【考 生登录 同济大 学研究 生招生 系统

（http://yjszs.tongji.edu.cn/）自行下载，至研招处盖章确认】  

2.有效居民身份证件   

3.准考证（中国研究生招生网下载） 

4.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若考生是应届毕业生，应带有效的学

生证）。 

4.1 应届生提供注册章齐全的学生证或学信网下载的《教育部

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4.2 往届生提供毕业证书或学信网下载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

注册备案表》 

5.《同济大学研究生政治审查表》（同济研招网下载） 

6.其他材料：大学期间的成绩单（盖章）、成绩排名（盖章）、科

研成果、获奖证书、学术论文等证明个人培养潜力的材料。 

复试时请提交以上全部材料的复印件，并携带原件以备审查。同时

请于 3 月 22 日 24 点前登陆 https://eace.tongji.edu.cn/yjslq 系统

填写完善个人申请材料等信息，推荐使用谷歌或火狐浏览器，点击“学



生登录”选项卡，填写自己的手机号获取验证码后登录系统，请核对好

相关填写信息后再行提交。 

二、 复试时间地点及院内调剂 

专业 复试内容与形式 复试时间和地点 

土木水利（所

有方向） 
双学位班说明会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上午 9:00-9:30 

地点：土木大楼 A101 

 

 

 

 

 

土木水利（结

构工程方向、

土木工程建造

与管理方向、

智 能 建 造 方

向） 

 

宣传介绍会 

提交个人材料 

填报导师志愿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上午 10:00-11:00 

地点：土木大楼 A101 

专业课笔试： 

结构工程方向: 混凝土结构与钢结

构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方向:土木工

程施工 

智能建造方向（面向土木工程类专

业）：混凝土结构与钢结构、土木工

程施工（二选一） 

建工系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下午 13:30-15:30 

地点：教学北楼 415 416  

防灾系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下午 13:30-15:30 

地点：教学北楼 419 

笔试：专业英语 

建工系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下午 15:45-16：15 

地点：教学北楼 415 416  

防灾系 

日期：2023 年 3 月 23 日 

时间：下午 15:45-16:15 

地点：教学北楼 419 

外语（口试、听力） 

 

建工系--外语（口试、听力） 

日期：2023年 3月 24日 

时间：上午 8:30-11:30 

地点：土木大楼 A楼三楼大厅查看分

组名单 

防灾系--外语（口试、听力） 

日期：2023年 3月 24 日 

时间：上午 8:30-11：30 

地点：土木大楼 B203 

 (土木大楼 B楼二楼张贴栏查看分组

名单) 



 

 

 

 

专业综合面试 

(含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 

 

建工系--专业综合面试 

日期：2023年 3月 24日 

时间：下午 13:30~ 

地点：土木大楼 A楼三楼大厅查看分

组名单 

防灾系--专业综合面试 

日期：2023年 3月 24日 

时间：下午 13:30-18：00 

地点：土木大楼 B203  

 (土木大楼 B楼二楼张贴栏查看分组

名单) 

 

 

 

土木水利（岩

土工程方向、

智能建造方

向） 

 

提交个人材料 

填报导师志愿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12:30 

地点：岩土楼 201 

专业综合面试 

(含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 13:30 

地点：岩土楼 201、207 

分组情况复试当天在岩土楼底楼大厅

查看 

外语（口试、听力）、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 13:00 

地点： 岩土楼 804 

笔试：专业外语 

日期：2023年 3月 24日  

时间: 8:30-9:00 

地点：教学北楼 405 

笔试：土力学 

日期：2023年 3月 24日  

时间: 9:10-11:10 

地点：教学北楼 405 

 

 

土木水利（桥

梁与隧道工程

方向、智能建

造方向） 

宣讲会 

提交个人材料 

填报导师志愿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 上午 8：15 

地点：桥梁馆 101报告厅 

 

笔试：桥梁工程综合考试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13：30-15：30 

地点：教学北楼 412 

 

笔试：专业外语笔试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 15：45-16：15 

地点：教学北楼 412 

外语（口试、听力）、专业综合面试

(含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 

 

日期：2023年 3月 24日 

时间：9：00-15：00 

地点：桥梁馆 

土木水利（防

灾减灾工程及

防 护 工 程 方

宣传介绍会 

填报导师志愿，提交个人材料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上午 10:00-11:00 

地点：土木大楼 B504室 



向、智能建造

方向） 

 

 

 

 

 

 

 

笔试：专业课（任选一） 

1、混凝土结构与钢结构 

2、振动力学基础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下午 13:30-15:30 

地点：教学北楼 419 

笔试：专业英语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下午 15:45-16:15 

地点：教学北楼 419 

 

外语（口试、听力） 

日期：2023年 3月 24 日 

时间：上午 8:30-11：30 

地点：土木大楼 B203 

 (土木大楼 B楼二楼张贴栏查看分组

名单) 

专业综合(含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

品质考核) 

日期：2023年 3月 24日 

时间：下午 13:30-18：00 

地点：土木大楼 B206  

 (土木大楼 B楼二楼张贴栏查看分组

名单) 

 

 

 

 

土木水利（隧

道及地下建筑

工程方向、智

能建造方向） 

提交个人材料 

填报导师志愿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13:00 

地点：教学北楼 408 

 

笔试：专业外语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 13:30-14:00 

地点：教学北楼 408 

 

笔试：地下建筑结构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 14:10-16:10 

地点：教学北楼 408 

 

专业综合面试 

(含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 

日期：2023年 3月 24日  

时间: 13:00 

地点：岩土楼 201、207 

分组情况复试当天在岩土楼底楼大厅

查看 

外语（口试、听力） 日期：2023年 3月 24日 

时间：12:30 

地点：岩土楼 804 

土木水利（结

构风工程方

向、智能建造

方向） 

 

宣讲会 

提交个人材料 

填报导师志愿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 上午 8：15 

地点：桥梁馆 101报告厅 

 

笔试：专业综合（力学）考试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下午 13:30-15:30 

地点：教学北楼 412 



 

笔试：专业外语笔试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下午 15:45-16:15 

地点：教学北楼 412 

外语（口试、听力）、专业综合面试

(含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 

日期：2023年 3月 24日 

时间：9：00-15：00 

地点：桥梁馆 

 

 

 

地质资源与地

质资源与地质

工程 

资源与环境 

提交个人材料 

填报导师志愿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13:00 

地点：教学北楼 409 

 

笔试：土力学（含土质学）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 13:30-15:30 

地点：教学北楼 409 

 

笔试：专业外语 

日期：2023年 3月 23日  

时间: 15:45-16:15 

地点：教学北楼 409 

 

专业综合面试 

(含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  

日期：2023年 3月 24日  

时间: 8:30 

地点：岩土楼 201  

 

 

外语（口试、听力） 

日期：2023 年 3 月 24 日 

时间：8:00 

地点：岩土楼 203 

 

 

 

 

土木水利（港

口、海岸及近

海工程， 水文

学及水资源， 

水 工 结 构 工

程） 

宣讲会 

提交个人材料 

填报导师志愿 

日期：2023年 3月 24日  

时间：8：20-8：50 

地点：岩土楼 425 

笔试： 

任选一： 

1.河床演变 

2.港工建筑物 

3.地下水动力学 

4.水工建筑物 

日期：2023年 3月 24日  

时间：9：00-11：00 

地点：岩土楼 425 

笔试：专业外语 

日期：2023年 3月 24日  

时间：11：10-11：40 

地点：岩土楼 425 

面试： 

外语（口试、听力）、专业综合(含

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 

日期：2023年 3月 24日  

时间：13:30-17:00 

地点：岩土楼 425 

 

 



备注： 

（1）智能建造（面向计算机类专业）方向：复试专业课为《智

能信息处理技术》及专业外语笔试，由学院单独组织安排，将另行通

知；智能建造（面向土木工程类专业）方向专业课及专业外语笔试安

排同其他研究方向（如上表），具体与所报考导师所在研究方向同。 

（2）请进入复试的考生严格按照报考志愿在上述时间地点参加

复试，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3）对生源不足的个别专业/方向，土木工程学院将在复试后组

织院内调剂，请于 3 月 28 日中午前关注土木工程学院官网通知公告

栏信息。 

三、 注意事项 

1．资格复查： 

进入复试的考生必须在复试前到学校研招处进行资格复查。具体

时间地点参见学校研招网上公布的《同济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复试工作安排》。 

凭经学校研招处盖章的复试通知书方可参加复试。 

2．体检 

按照国家文件规定，考生体检工作由招生单位在考生拟录取后组

织进行。体检要求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订的《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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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3. 教育部调剂服务系统操作 

复试结束后，拟录取考生如拟录取专业和报考专业不一致，须通

过教育部指定的“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进行信息确认。具

体时间视教育部系统开放时间另行确定，请关注我校研招网通知。 

4．以下情况不予录取： 

1）政审不合格者； 

2）复试总成绩不合格者； 

3）体检不合格者。 

 

四、 咨询 

为增强复试录取工作透明度，我院（系）特为考生设立咨询电话：

023-65980619，咨询邮箱：civilgrad@tongji.edu.cn。 

如对学院复试录取结果有异议，可通过上述途径进行申诉。如对

申述结果不认可，可向学院纪委投诉，投诉邮箱：tmjw@tongji.edu.cn。   

 

土木工程学院 

2023 年 3 月 15 日 

mailto:tumuyjs@126.com
mailto:tmjw@tongji.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