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2017 年博士生招生简章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2017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实行“申请―审核―
考核”制，符合《清华大学 2017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
中报考条件的申请人提交相关材料，依据考生申请材料的综合评价结
果确定差额综合考核名单，经综合考核后择优推荐拟录取。强军计划、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论文博士等采取相同的办法同时进行。
一、申请人申请
（一）应届本科生推荐免试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按《清华大学 2017 年接收外校推荐免试攻读博士（硕士）学位
研究生的有关要求》和《清华大学关于 2013 级本科生推荐免试攻读
研究生的若干规定》申请。
（二）硕博连读生
按《关于在校硕士生硕博连读的招生办法》要求申请。
（三）公开招考博士生
1.申请条件
符合《清华大学 2017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的报考条件。
2.申请时间
申请人需于 9 月 1 日-9 月 14 日登录 yz.tsinghua.edu.cn 按相
关要求完成网上报名手续。
3.材料提交
申请人将以下材料在 2016 年 9 月 14 日 17：00 前寄（送）达到：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学办公室（邮编：100084）。
1）清华大学 2017 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网上报名
后打印）；
2）本科及硕士研究生期间学业成绩单原件；
3）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学位
证书复印件；
4）两封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称为副教授(或相当职称)或以上的专
家的推荐信；
6）其他能证明科研水平和能力的材料（如：发表学术论文、获
奖证书复印件等），建议提交高质量学术论文、出版物或取得具有学
术水平的工作成果原件或复印件以及作品集。
二、材料审查与综合考核
建筑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将组织所报考导师和其他相关专
家对考生申请材料进行综合评价，择优确定差额综合考核名单。普博
生按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土木工程（供热、供燃气、
通风与空调工程）四个一级学科组织考核，采用“基础外语+专业课
（两门）考试+综合面试”共计四门考试的方式，具体考试科目参见
《清华大学 2017 年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博士生的
选拔将综合考查考生的专业理论、设计能力和外语水平，并强调对考
生科研水平和研究潜质、学术兴趣和学术能力，特别是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的考核，选拔出具有学术专长和培养潜质的拔尖创新人才。
三、考核时间：2016 年 9 月中下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四、推荐拟录取
建筑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以申请人的综合考核成绩为主
要依据，综合考虑具体招生情况和培养条件，并结合当年招生名额确
定推荐名单，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批准。
五、其他
考试科目见《清华大学 2017 年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
录》。
六、信息查询及联系方式
学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址 yz.tsinghua.edu.cn
联系电话：010-6272359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2016 年 7 月 1 日

清华大学 2017 年建筑学院博士生招生专业目录

000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01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关肇邺

①101 英语 或 102 俄语 或

02 建筑技术科学

李道增

103 日语 或 104 德语 或 105

03 城市设计及其理论

徐卫国

法语②201 建筑学理论③建筑

王路

设计（6 小时）④501 综合考

王丽方

试 ：专业面试，要求提供 5

庄惟敏

分钟自我介绍 ppt，并提交有

单军

代表性作品和论文；2、外语

04 室内设计

朱文一

口试。

吕富珣
刘念雄
宋晔皓
张利
李晓东
周燕珉
许懋彦
王毅
张锦秋（兼）
马国馨（兼）
崔恺（兼）
朱小地（兼）
05 建筑历史与理论

吕舟

①101 英语 或 102 俄语 或

贾珺

103 日语 或 104 德语 或 105

刘畅

法语②611 建筑历史③建筑设
计（6 小时）④501 综合考试：
专业面试，要求提供 5 分钟自
我介绍 ppt，并提交有代表性
作品和论文；2、外语口试。

06 建筑遗产保护

吕舟
贾珺
刘畅

①101 英语 或 102 俄语 或
103 日语 或 104 德语 或 105
法语②611 建筑历史③建筑遗
产保护设计（6 小时）④501
综合考试：专业面试，要求提
供 5 分钟自我介绍 ppt，并提
交有代表性作品和论文；2、
外语口试。

07 建筑物理环境

林波荣

①101 英语 或 102 俄语 或
103 日语 或 104 德语 或 105
法语②202 传热传质及工程热
力学③暖通空调基础和应用
（3 小时）④501 综合考试：
专业面试

081400 土木工程
01 人工环境系统分析与控制
02 人工环境特征

江亿

①101 英语②202 传热传质及

朱颖心

工程热力学 ③暖通空调基础

李先庭

和应用（3 小时）④501 综合

李晓锋

考试：专业面试

张寅平
付林
石文星
魏庆芃
赵彬
杨旭东
刘晓华
燕达
夏建军
王宝龙
083300 城乡规划学
01 城市历史与理论

吴良镛

①101 英语 或 102 俄语 或

02 城乡规划与设计

边兰春

103 日语 或 104 德语 或 105

03 区域发展与城乡规划管理

尹稚

法语②612 城乡规划理论③城

04 住房与社区规划

张杰

市规划设计（6 小时）④501

05 城乡遗产保护规划

刘健

综合考试：专业面试，要求提

吴唯佳

供 5 分钟自我介绍 ppt，并提

谭纵波

交有代表性作品和论文；2、

武廷海

外语口试。

06 城市设计

张悦
顾朝林
邓卫
邵磊
田莉
汪光焘（兼）
邹德慈（兼）
07 城乡规划技术科学

党安荣

①101 英语 或 102 俄语 或

顾朝林

103 日语 或 104 德语 或 105

汪光焘（兼）

法语②612 城乡规划理论③遥
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基础（3 小
时）④501 综合考试：专业面

试，要求提供 5 分钟自我介绍
ppt，并提交有代表性作品和
论文；2、外语口试
083400 风景园林学
01 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

吴良镛

①101 英语 或 102 俄语 或

02 园林与景观设计

杨锐

103 日语 或 104 德语 或 105

03 地景与生态规划

党安荣

法语②613 风景园林学理论③

04 风景园林遗产保护

朱育帆

景观规划设计（6 小时）④501

贾珺

综合考试：专业面试，要求提

李树华

供 5 分钟自我介绍 ppt，并提

刘海龙

交有代表性作品和论文；2、

郑晓笛

外语口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