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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首批首批首批首批16所国家重点大学之一所国家重点大学之一所国家重点大学之一所国家重点大学之一

211工程工程工程工程、、、、985工程首批重点建设的大学工程首批重点建设的大学工程首批重点建设的大学工程首批重点建设的大学

国家工程教育改革十所试点单位之一国家工程教育改革十所试点单位之一国家工程教育改革十所试点单位之一国家工程教育改革十所试点单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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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2

33

44

55

天津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大学



Tianjin University

天津大学开创了我国教育史上的五个第一天津大学开创了我国教育史上的五个第一天津大学开创了我国教育史上的五个第一天津大学开创了我国教育史上的五个第一：：：：

� 我国近代创办的我国近代创办的我国近代创办的我国近代创办的第一所第一所第一所第一所高等学府高等学府高等学府高等学府

� 颁发了我国颁发了我国颁发了我国颁发了我国第一张第一张第一张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大学毕业文凭大学毕业文凭大学毕业文凭

� 输送了我国输送了我国输送了我国输送了我国首批首批首批首批大学毕业生去海外留学大学毕业生去海外留学大学毕业生去海外留学大学毕业生去海外留学

� 培养了我国培养了我国培养了我国培养了我国第一批第一批第一批第一批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 创办了我国创办了我国创办了我国创办了我国首批首批首批首批高等教育的学科高等教育的学科高等教育的学科高等教育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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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大学

1919 1952（（（（院系院系院系院系调调调调整整整整）））） 1958

抽调抽调抽调抽调冶金系冶金系冶金系冶金系、、、、

采矿系金属矿采矿系金属矿采矿系金属矿采矿系金属矿

组组组组组建北京组建北京组建北京组建北京

钢铁学院钢铁学院钢铁学院钢铁学院

北京科技大北京科技大北京科技大北京科技大学学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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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北京建北京建北京建北京

地质学地质学地质学地质学

院院院院

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地地地地质质质质大大大大学学学学

北京大北京大北京大北京大学学学学

北洋大学北洋大学北洋大学北洋大学

法科法科法科法科移并移并移并移并

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大学

清清清清华华华华大大大大学学学学

抽调抽调抽调抽调采矿采矿采矿采矿

系采石油系采石油系采石油系采石油

组组组组并入并入并入并入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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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京北京北京邮电邮电邮电邮电大大大大学学学学

武武武武汉汉汉汉大大大大学学学学

抽调抽调抽调抽调水利系农田水利水利系农田水利水利系农田水利水利系农田水利及土壤改良专业及土壤改良专业及土壤改良专业及土壤改良专业至武至武至武至武汉水利学院汉水利学院汉水利学院汉水利学院；；；；抽调抽调抽调抽调土土土土木工程系测量专业木工程系测量专业木工程系测量专业木工程系测量专业至至至至武汉测绘学院武汉测绘学院武汉测绘学院武汉测绘学院
河北理工大河北理工大河北理工大河北理工大学学学学

矿冶工程矿冶工程矿冶工程矿冶工程

系系系系调唐山调唐山调唐山调唐山

成立河北成立河北成立河北成立河北

矿冶学院矿冶学院矿冶学院矿冶学院

天津工天津工天津工天津工业业业业大大大大学学学学

纺织工程纺织工程纺织工程纺织工程

系系系系调出成调出成调出成调出成

立河北纺立河北纺立河北纺立河北纺

织工学院织工学院织工学院织工学院

天津科技大天津科技大天津科技大天津科技大学学学学

化学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化学工程系

造纸专业调造纸专业调造纸专业调造纸专业调

往天津轻工往天津轻工往天津轻工往天津轻工

业学院业学院业学院业学院

河北工河北工河北工河北工业业业业大大大大学学学学

抽调力量抽调力量抽调力量抽调力量

重新组建重新组建重新组建重新组建

河北工学河北工学河北工学河北工学

院院院院

南南南南开开开开大大大大学学学学

基础学部数学基础学部数学基础学部数学基础学部数学、、、、

物理物理物理物理、、、、化学化学化学化学

三个系并入三个系并入三个系并入三个系并入

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南开大学

1978

天津城市建天津城市建天津城市建天津城市建设学设学设学设学院院院院

天津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大学建建建建

筑分校筑分校筑分校筑分校改建改建改建改建

为天津城市为天津城市为天津城市为天津城市

建设学院建设学院建设学院建设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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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专业好专业好专业好专业好

国家重点一级学科国家重点一级学科国家重点一级学科国家重点一级学科7777个个个个

� 光学工程光学工程光学工程光学工程

� 仪器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

�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国家重点二级学科国家重点二级学科国家重点二级学科国家重点二级学科8888个个个个

� 流体力学流体力学流体力学流体力学

� 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设计及理论

� 动力机械及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

� 建筑学建筑学建筑学建筑学

� 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水利工程

� 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学工程与技术

� 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

�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 通信与信息系统通信与信息系统通信与信息系统通信与信息系统

�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 结构工程结构工程结构工程结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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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学科学科学科

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3
� 建筑学建筑学建筑学建筑学

� 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水利工程

� 船舶与海洋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

一级学科全国前一级学科全国前一级学科全国前一级学科全国前3名名名名一级学科全国前一级学科全国前一级学科全国前一级学科全国前3名名名名

� 光学工程光学工程光学工程光学工程

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2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1

� 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学工程与技术

� 仪器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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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学科学科学科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

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10

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9

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

土木工程土木工程土木工程土木工程

电气工程电气工程电气工程电气工程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5

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6

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8

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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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十的学科数排名前十的学科数排名前十的学科数排名前十的学科数（（（（12个个个个））））

排名前五的学科数排名前五的学科数排名前五的学科数排名前五的学科数（（（（7个个个个））））

排名前三的学科数排名前三的学科数排名前三的学科数排名前三的学科数（（（（6个个个个））））

排名第一的学科数排名第一的学科数排名第一的学科数排名第一的学科数（（（（2个个个个））））
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2

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2

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5

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5

工学类一级学科中工学类一级学科中工学类一级学科中工学类一级学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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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严 严严
谨谨 谨谨

治治 治治
学学 学学

二二二二、、、、学风好学风好学风好学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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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师资好师资好师资好师资好

院士院士院士院士14141414人人人人，，，，双聘院士双聘院士双聘院士双聘院士9999人人人人

长江学者长江学者长江学者长江学者33333333人人人人

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名师6666人人人人

“973973973973”首席科学家首席科学家首席科学家首席科学家5555人人人人

教职工教职工教职工教职工4300430043004300余人余人余人余人，，，，正副教授正副教授正副教授正副教授1300130013001300余人余人余人余人

王静康院士王静康院士王静康院士王静康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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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学生好学生好学生好学生好

山东省山东省山东省山东省80808080万考生前万考生前万考生前万考生前2500250025002500名名名名

河北省河北省河北省河北省58585858万考生前万考生前万考生前万考生前2500250025002500名名名名

福建省福建省福建省福建省31313131万考生前万考生前万考生前万考生前1500150015001500名名名名

江西省江西省江西省江西省38383838万考生前万考生前万考生前万考生前1500150015001500名名名名

四川省四川省四川省四川省51515151万考生前万考生前万考生前万考生前2000200020002000名名名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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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祖国心系祖国心系祖国心系祖国、、、、胸怀天下的拳拳赤子胸怀天下的拳拳赤子胸怀天下的拳拳赤子胸怀天下的拳拳赤子

追求真理追求真理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孜孜以求的学术泰斗孜孜以求的学术泰斗孜孜以求的学术泰斗孜孜以求的学术泰斗

勤政为民勤政为民勤政为民勤政为民、、、、呕心沥血的领导干部呕心沥血的领导干部呕心沥血的领导干部呕心沥血的领导干部

严谨务实严谨务实严谨务实严谨务实、、、、勇于创新的行业骨干勇于创新的行业骨干勇于创新的行业骨干勇于创新的行业骨干

杰出校友杰出校友杰出校友杰出校友



Tianjin University

天大校友会师奥运天大校友会师奥运天大校友会师奥运天大校友会师奥运



Tianjin University

具有社会责任感具有社会责任感具有社会责任感具有社会责任感、、、、全球视野和创新精神全球视野和创新精神全球视野和创新精神全球视野和创新精神
具有社会责任感具有社会责任感具有社会责任感具有社会责任感、、、、全球视野和创新精神全球视野和创新精神全球视野和创新精神全球视野和创新精神

理论基础厚理论基础厚理论基础厚理论基础厚、、、、专业口径宽专业口径宽专业口径宽专业口径宽、、、、实践能力强实践能力强实践能力强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综合素质高综合素质高综合素质高
理论基础厚理论基础厚理论基础厚理论基础厚、、、、专业口径宽专业口径宽专业口径宽专业口径宽、、、、实践能力强实践能力强实践能力强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综合素质高综合素质高综合素质高

五五五五、、、、教学好教学好教学好教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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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教学资源全国排位国家级教学资源全国排位国家级教学资源全国排位国家级教学资源全国排位（（（（专业均数专业均数专业均数专业均数））））

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教学团队

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课程

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1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4

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5

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全国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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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国际认证专业国际认证专业国际认证专业国际认证

•• IChemEIChemE

•• Master LevelMaster Level

目前目前目前目前，，，，在亚在亚在亚在亚

洲仅有天津大洲仅有天津大洲仅有天津大洲仅有天津大

学和新加坡国学和新加坡国学和新加坡国学和新加坡国

立大学通过立大学通过立大学通过立大学通过M 

等级等级等级等级认证认证认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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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学部求是学部求是学部求是学部

天津大学为实施天津大学为实施天津大学为实施天津大学为实施““““卓越工程师计划卓越工程师计划卓越工程师计划卓越工程师计划””””，，，，成立了成立了成立了成立了“卓越工卓越工卓越工卓越工

程师培养实验中心程师培养实验中心程师培养实验中心程师培养实验中心”---求是学部求是学部求是学部求是学部。。。。学部采取大类培养模学部采取大类培养模学部采取大类培养模学部采取大类培养模

式式式式，，，，分化工材料分化工材料分化工材料分化工材料、、、、电气信息电气信息电气信息电气信息、、、、建筑工程建筑工程建筑工程建筑工程、、、、机械等四个大类机械等四个大类机械等四个大类机械等四个大类。。。。

学习一到两年学习一到两年学习一到两年学习一到两年，，，，即完成大类基础课程教学后即完成大类基础课程教学后即完成大类基础课程教学后即完成大类基础课程教学后，，，，根据学生志根据学生志根据学生志根据学生志

愿并参考基础课成绩以及综合考评结果在大类中选择主修愿并参考基础课成绩以及综合考评结果在大类中选择主修愿并参考基础课成绩以及综合考评结果在大类中选择主修愿并参考基础课成绩以及综合考评结果在大类中选择主修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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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异生制度优异生制度优异生制度优异生制度

为了培养全面素质好为了培养全面素质好为了培养全面素质好为了培养全面素质好、、、、业务水平高业务水平高业务水平高业务水平高、、、、具有创新精具有创新精具有创新精具有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高水平人才神和实践能力的高水平人才神和实践能力的高水平人才神和实践能力的高水平人才，，，，学校从每届学生中选学校从每届学生中选学校从每届学生中选学校从每届学生中选

拔专业拔专业拔专业拔专业2％％％％左右的优秀学生以本科左右的优秀学生以本科左右的优秀学生以本科左右的优秀学生以本科、、、、硕士硕士硕士硕士、、、、博士连读博士连读博士连读博士连读

模式进行培养模式进行培养模式进行培养模式进行培养，，，，这部分学生就称为优异生这部分学生就称为优异生这部分学生就称为优异生这部分学生就称为优异生。。。。在培养在培养在培养在培养

工作中工作中工作中工作中，，，，学术造诣深学术造诣深学术造诣深学术造诣深，，，，教学经验丰富的指导教师作教学经验丰富的指导教师作教学经验丰富的指导教师作教学经验丰富的指导教师作

为导师为导师为导师为导师，，，，制定专门的培养计划制定专门的培养计划制定专门的培养计划制定专门的培养计划，，，，进行特殊的人才培进行特殊的人才培进行特殊的人才培进行特殊的人才培

养养养养。。。。优异生选拔一般在第五学期进行优异生选拔一般在第五学期进行优异生选拔一般在第五学期进行优异生选拔一般在第五学期进行，，，，第七学期可第七学期可第七学期可第七学期可

选修研究生课程选修研究生课程选修研究生课程选修研究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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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辅修制度主辅修制度主辅修制度主辅修制度

学校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学校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学校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学校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在二年级下学期开在二年级下学期开在二年级下学期开在二年级下学期开

始跨学科选修辅修专业始跨学科选修辅修专业始跨学科选修辅修专业始跨学科选修辅修专业，，，，学生需完成两个专业的学生需完成两个专业的学生需完成两个专业的学生需完成两个专业的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按规定修满专业计划学分按规定修满专业计划学分按规定修满专业计划学分按规定修满专业计划学分，，，，并完成毕业设并完成毕业设并完成毕业设并完成毕业设

计计计计（（（（论文论文论文论文），），），），即可授予双学士学位即可授予双学士学位即可授予双学士学位即可授予双学士学位。。。。该制度为学该制度为学该制度为学该制度为学

生提供了学习自己喜欢专业课程的机会生提供了学习自己喜欢专业课程的机会生提供了学习自己喜欢专业课程的机会生提供了学习自己喜欢专业课程的机会，，，，改变了改变了改变了改变了

学生的知识结构学生的知识结构学生的知识结构学生的知识结构，，，，增强了毕业生的适应性和竞争增强了毕业生的适应性和竞争增强了毕业生的适应性和竞争增强了毕业生的适应性和竞争

力力力力，，，，每届有约每届有约每届有约每届有约20%20%20%20%的学生从中受益的学生从中受益的学生从中受益的学生从中受益。。。。

开设的辅修专业有开设的辅修专业有开设的辅修专业有开设的辅修专业有：：：：工商管理工商管理工商管理工商管理、、、、工程管理工程管理工程管理工程管理、、、、财财财财

务管理务管理务管理务管理、、、、英语英语英语英语、、、、法学法学法学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学数学数学数学

与应用数学与应用数学与应用数学与应用数学、、、、自动化自动化自动化自动化、、、、金融学金融学金融学金融学（（（（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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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制度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制度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制度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制度

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人数大约占每年毕业人数的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人数大约占每年毕业人数的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人数大约占每年毕业人数的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人数大约占每年毕业人数的20202020

％％％％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其中其中其中其中65%65%65%65%左右保送本校左右保送本校左右保送本校左右保送本校，，，，其余推荐外校其余推荐外校其余推荐外校其余推荐外校。。。。除此除此除此除此

之外之外之外之外，，，，加上考取研究生的数量加上考取研究生的数量加上考取研究生的数量加上考取研究生的数量，，，，我校本科生攻读硕士我校本科生攻读硕士我校本科生攻读硕士我校本科生攻读硕士

研究生的比例在研究生的比例在研究生的比例在研究生的比例在50%50%50%50%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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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专业制度转专业制度转专业制度转专业制度

在天津大学新生有在天津大学新生有在天津大学新生有在天津大学新生有三次三次三次三次调整专业的机会调整专业的机会调整专业的机会调整专业的机会：：：：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对建筑学对建筑学对建筑学对建筑学、、、、城市规划比较感兴城市规划比较感兴城市规划比较感兴城市规划比较感兴趣趣趣趣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入入入入

学后可学后可学后可学后可通过绘画通过绘画通过绘画通过绘画考试可以考试可以考试可以考试可以转入转入转入转入这两个专业这两个专业这两个专业这两个专业；；；；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对进对进对进对进入入入入求是学部的学生求是学部的学生求是学部的学生求是学部的学生，，，，在学部学习一年以在学部学习一年以在学部学习一年以在学部学习一年以

后后后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再再再再选择一次专业选择一次专业选择一次专业选择一次专业；；；；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第一年的学习第一年的学习第一年的学习第一年的学习

成绩成绩成绩成绩达达达达到专业到专业到专业到专业前前前前11110%0%0%0%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申请转申请转申请转申请转一次专业一次专业一次专业一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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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办学国际合作办学国际合作办学国际合作办学

1111））））天津大学与英国肯特大学电子系实行天津大学与英国肯特大学电子系实行天津大学与英国肯特大学电子系实行天津大学与英国肯特大学电子系实行“3+13+13+13+1”联合办学模式联合办学模式联合办学模式联合办学模式。。。。联联联联

合培养的学生从天大自动化学院在校三年级本科生中选拔合培养的学生从天大自动化学院在校三年级本科生中选拔合培养的学生从天大自动化学院在校三年级本科生中选拔合培养的学生从天大自动化学院在校三年级本科生中选拔，，，，学学学学

生前三学年在天大自动化学院学习生前三学年在天大自动化学院学习生前三学年在天大自动化学院学习生前三学年在天大自动化学院学习，，，，第四年进入肯特电子系学第四年进入肯特电子系学第四年进入肯特电子系学第四年进入肯特电子系学

习习习习。。。。

2222））））天津大学与澳洲昆士兰大学实行天津大学与澳洲昆士兰大学实行天津大学与澳洲昆士兰大学实行天津大学与澳洲昆士兰大学实行“3+1+13+1+13+1+13+1+1”联合办学模式联合办学模式联合办学模式联合办学模式。。。。每年每年每年每年

从化工学院从化工学院从化工学院从化工学院、、、、材料学院及环境学院一年级学生中招收材料学院及环境学院一年级学生中招收材料学院及环境学院一年级学生中招收材料学院及环境学院一年级学生中招收50505050～～～～60606060

人人人人，，，，组建成组建成组建成组建成“天津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大学—昆士兰大学昆士兰大学昆士兰大学昆士兰大学 3+1+1 3+1+1 3+1+1 3+1+1 化学工程国际班化学工程国际班化学工程国际班化学工程国际班”，，，，

前三年在天津大学学习前三年在天津大学学习前三年在天津大学学习前三年在天津大学学习，，，，后两年在澳大利亚学习后两年在澳大利亚学习后两年在澳大利亚学习后两年在澳大利亚学习。。。。

3333））））信息学院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联合培养信息学院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联合培养信息学院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联合培养信息学院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联合培养。。。。每年从信息学院二每年从信息学院二每年从信息学院二每年从信息学院二、、、、

三年级学生中选拔部分优秀学生三年级学生中选拔部分优秀学生三年级学生中选拔部分优秀学生三年级学生中选拔部分优秀学生，，，，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实行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实行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实行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实行

“3+23+23+23+2”或或或或“2+22+22+22+2”等培养模式的学习等培养模式的学习等培养模式的学习等培养模式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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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办学国际合作办学国际合作办学国际合作办学

为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为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为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为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学校近年来大学校近年来大学校近年来大学校近年来大

力推动与国外力推动与国外力推动与国外力推动与国外、、、、港澳台地区高校间学生交流项目港澳台地区高校间学生交流项目港澳台地区高校间学生交流项目港澳台地区高校间学生交流项目。。。。学校与学校与学校与学校与

我国香港我国香港我国香港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法国法国法国法国、、、、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英国英国英国英国、、、、爱尔兰爱尔兰爱尔兰爱尔兰、、、、韩国韩国韩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近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近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近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近

30303030所知名大学开展了本科生交换所知名大学开展了本科生交换所知名大学开展了本科生交换所知名大学开展了本科生交换、、、、联合培养项目联合培养项目联合培养项目联合培养项目；；；；与美国与美国与美国与美国

佐治亚理工学院佐治亚理工学院佐治亚理工学院佐治亚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凯斯西储大学和凯斯西储大学和凯斯西储大学和凯斯西储大学和

日本东北大学等四所大学开展了寒暑期的短期交流项目日本东北大学等四所大学开展了寒暑期的短期交流项目日本东北大学等四所大学开展了寒暑期的短期交流项目日本东北大学等四所大学开展了寒暑期的短期交流项目；；；；

与澳门大学开展与澳门大学开展与澳门大学开展与澳门大学开展“2+22+22+22+2”本科双学位项目等本科双学位项目等本科双学位项目等本科双学位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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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就业好就业好就业好就业好

稳定度强稳定度强稳定度强稳定度强

毕业生综合能力强毕业生综合能力强毕业生综合能力强毕业生综合能力强

基础扎实基础扎实基础扎实基础扎实，，，，勇于创新勇于创新勇于创新勇于创新

广受社会欢迎广受社会欢迎广受社会欢迎广受社会欢迎

就业单位水平高就业单位水平高就业单位水平高就业单位水平高

薪资待遇好薪资待遇好薪资待遇好薪资待遇好

发展空间广发展空间广发展空间广发展空间广

就业质量好就业质量好就业质量好就业质量好就业率就业率就业率就业率高高高高

天津大学应届毕业生天津大学应届毕业生天津大学应届毕业生天津大学应届毕业生

一次性就业率持续高达一次性就业率持续高达一次性就业率持续高达一次性就业率持续高达

98%以上以上以上以上，，，，连续五年高连续五年高连续五年高连续五年高

于全国于全国于全国于全国73%的水平的水平的水平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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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飞机发动机第一台飞机发动机第一台飞机发动机第一台飞机发动机

第一座跨海大桥第一座跨海大桥第一座跨海大桥第一座跨海大桥—钱塘江大桥钱塘江大桥钱塘江大桥钱塘江大桥

第一座海上石油平台第一座海上石油平台第一座海上石油平台第一座海上石油平台

七七七七、、、、科研好科研好科研好科研好

第一辆电视转播车第一辆电视转播车第一辆电视转播车第一辆电视转播车

第一张彩色胶片第一张彩色胶片第一张彩色胶片第一张彩色胶片

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第一台回旋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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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十五十五十五”以来获得的科技奖以来获得的科技奖以来获得的科技奖以来获得的科技奖

国家三大科技奖国家三大科技奖国家三大科技奖国家三大科技奖22222222项项项项
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3项项项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省部级科技奖励省部级科技奖励省部级科技奖励300余项余项余项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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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电力大系统安全域预警监控理论及其工程应用电力大系统安全域预警监控理论及其工程应用电力大系统安全域预警监控理论及其工程应用电力大系统安全域预警监控理论及其工程应用”入选入选入选入选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高校十大科技进展高校十大科技进展高校十大科技进展高校十大科技进展”，，，，并成功应用于国内外电力公司并成功应用于国内外电力公司并成功应用于国内外电力公司并成功应用于国内外电力公司，，，，累计产生经济效累计产生经济效累计产生经济效累计产生经济效

益超过益超过益超过益超过3.73.73.73.7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创外汇收入创外汇收入创外汇收入创外汇收入63.163.163.163.1万美元万美元万美元万美元。。。。

2222、、、、 “光子晶体光纤飞秒激光技术光子晶体光纤飞秒激光技术光子晶体光纤飞秒激光技术光子晶体光纤飞秒激光技术”入选入选入选入选2008200820082008年度年度年度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

技进展技进展技进展技进展” ，，，，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飞秒激光在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飞秒激光在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飞秒激光在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飞秒激光在400400400400----700700700700纳米宽带连续可调纳米宽带连续可调纳米宽带连续可调纳米宽带连续可调

谐谐谐谐，，，，该技术率先用于太赫兹波和微纳加工该技术率先用于太赫兹波和微纳加工该技术率先用于太赫兹波和微纳加工该技术率先用于太赫兹波和微纳加工。。。。

3333、、、、“精馏过程大型化关键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精馏过程大型化关键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精馏过程大型化关键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精馏过程大型化关键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入选入选入选入选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中国高校十中国高校十中国高校十中国高校十

大科技进展大科技进展大科技进展大科技进展”。。。。该项目的应用推广覆盖了我国炼油能力该项目的应用推广覆盖了我国炼油能力该项目的应用推广覆盖了我国炼油能力该项目的应用推广覆盖了我国炼油能力90909090％，％，％，％，乙烯能力乙烯能力乙烯能力乙烯能力

50505050％，％，％，％，苯乙烯精制能力苯乙烯精制能力苯乙烯精制能力苯乙烯精制能力50505050％。％。％。％。该技术的成功应用该技术的成功应用该技术的成功应用该技术的成功应用，，，，突破了发达国家对突破了发达国家对突破了发达国家对突破了发达国家对

我国炼油工我国炼油工我国炼油工我国炼油工业长业长业长业长期的技术期的技术期的技术期的技术领领领领先地位先地位先地位先地位，，，，总总总总体技术体技术体技术体技术水平水平水平水平达达达达到到到到了国际先进了国际先进了国际先进了国际先进水水水水

平平平平。。。。

高校十大科技进展高校十大科技进展高校十大科技进展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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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环境好环境好环境好环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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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环境好环境好环境好环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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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好环境好环境好环境好

北洋艺术团北洋艺术团北洋艺术团北洋艺术团，，，，周末校园音乐会周末校园音乐会周末校园音乐会周末校园音乐会，，，，大学生文化艺术节大学生文化艺术节大学生文化艺术节大学生文化艺术节，，，，北洋大讲堂北洋大讲堂北洋大讲堂北洋大讲堂，，，，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近近近近200个各类学生社团个各类学生社团个各类学生社团个各类学生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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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地域好地域好地域好地域好

整合整合整合整合优势学科优势学科优势学科优势学科，，，，与滨海新与滨海新与滨海新与滨海新

区的重大项目对接区的重大项目对接区的重大项目对接区的重大项目对接，，，，为尽为尽为尽为尽

快促进产业化建设与升级快促进产业化建设与升级快促进产业化建设与升级快促进产业化建设与升级

，，，，不断为滨海新区培育新不断为滨海新区培育新不断为滨海新区培育新不断为滨海新区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的经济增长点的经济增长点的经济增长点提供科技支提供科技支提供科技支提供科技支

持持持持。。。。

百年名校助推新区发展百年名校助推新区发展百年名校助推新区发展百年名校助推新区发展
依托新区引导学科建设依托新区引导学科建设依托新区引导学科建设依托新区引导学科建设

� 抓紧调整学科布局抓紧调整学科布局抓紧调整学科布局抓紧调整学科布局

� 瞄准滨海新区建设的重点瞄准滨海新区建设的重点瞄准滨海新区建设的重点瞄准滨海新区建设的重点

行业和重点领域行业和重点领域行业和重点领域行业和重点领域

� 构建一批新兴交叉学科群构建一批新兴交叉学科群构建一批新兴交叉学科群构建一批新兴交叉学科群

� 形成工科和管理学科优势形成工科和管理学科优势形成工科和管理学科优势形成工科和管理学科优势

明显明显明显明显、、、、其他特色学科协调其他特色学科协调其他特色学科协调其他特色学科协调

发展的学科体系发展的学科体系发展的学科体系发展的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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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建设持续加强基本建设持续加强基本建设持续加强基本建设持续加强

3亿元人才强校计划亿元人才强校计划亿元人才强校计划亿元人才强校计划

工程教育改革试点工程教育改革试点工程教育改革试点工程教育改革试点

国际合作快速发展国际合作快速发展国际合作快速发展国际合作快速发展

科研经费不断增长科研经费不断增长科研经费不断增长科研经费不断增长

十十十十、、、、势头好势头好势头好势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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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家战略需求聚焦国家战略需求聚焦国家战略需求聚焦国家战略需求、、、、聚焦国际发展前沿聚焦国际发展前沿聚焦国际发展前沿聚焦国际发展前沿



Tianjin University

161161161161 274274274274 362362362362 436436436436

000050505050100100100100150150150150200200200200250250250250300300300300350350350350400400400400450450450450500500500500

2007200720072007 2008200820082008 2009200920092009 2010201020102010学生派出总数学生派出总数学生派出总数学生派出总数

不断提升学生境外经历比例不断提升学生境外经历比例不断提升学生境外经历比例不断提升学生境外经历比例不断提升学生境外经历比例不断提升学生境外经历比例不断提升学生境外经历比例不断提升学生境外经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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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对港招生年对港招生年对港招生年对港招生2012年对港招生年对港招生年对港招生年对港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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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方式咨询方式咨询方式咨询方式咨询方式咨询方式咨询方式咨询方式

官方网站官方网站官方网站官方网站

天津大学本科招生网天津大学本科招生网天津大学本科招生网天津大学本科招生网

http://zs.tju.edu.cn

电电电电 话话话话 咨咨咨咨 询询询询

022－－－－2740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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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心怀天大志向做心怀天大志向做心怀天大志向做心怀天大志向

胸有天大气魄胸有天大气魄胸有天大气魄胸有天大气魄

投身振投身振投身振投身振兴兴兴兴中中中中华华华华的天大事的天大事的天大事的天大事业业业业的的的的

“天大人天大人天大人天大人”！！！！

WELC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