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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世界一流研究生院

1

O
VERVIEW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英文名 Tsinghua Shenzhen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chool，简称国际研究生院、Tsinghua SIGS）是在国家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和推进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由清华大学与深圳市合作共建的公立研究生教育机构。

国际研究生院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和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的基础上拓展建立，

根据清华大学的发展战略和深圳市的产业需求，优先布局清华大学一流的工科学科

并辅以创新管理，形成材料科学、信息科技、医药健康、海洋工程、未来人居、环境生态

和创新管理“6+1”主题领域，开展学术博士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拓展与世界一流

高校的战略性合作，探索产学研互动合作的新模式，促进原创性、颠覆性的重大技术

创新成果产出，快速响应和引领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的变革，为深圳产业转型提供动

力，为大湾区的社会创新发展助力，有力地支持学校相关学科的发展，助推清华大学

建设“双一流”。

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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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2001年6月8日

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TBSI）揭牌。
2015年10月20日

市校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
启新篇章。

2018年12月1日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正式揭牌。
2019年3月29日

教育部批复成立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
究生院，并赋予国际研究生院充分利用
深圳的区位优势和科技创新理念，不断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为
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服务国家和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使命。

2018年11月6日

清华大学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协
议，共建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2016年11月4日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挂牌成立。



近期

充分发挥国际办学资源优

势、深圳市以及粤港澳大

湾区科技、产业创新优势，

积极探索现代大学治理制

度、高水平开放式国际化

办学的新机制，建立以国

际化创新人才培养为驱动

力的创新生态系统。

使命

开展高层次国际合作、
高水平人才培养和高质量创新实践

助力深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探索国际化办学新思路、
新模式和新机制

发展战略

助力清华大学
建设“双一流”

为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国家、区域
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校园开放，资源共享，深度融

入城市发展；教学开放，校企

共同参与教学和人才培养项

目设计，协同发展；组织架构

开放，打破院系和学科边界，

支持多学科交叉与融合。

与国际一流高校和机构开

展广泛而深入的合作，着眼

全球重大挑战问题的研究，

提高学生的全球胜任力；师

生组成、培养过程、校园建

设、治理体系高度国际化。

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世界一流的研究生

教育新思路、新机制和新模式，在构建国际化

的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探索政产学研互动合

作新模式、重塑研究生教育等方面开拓创新。

创新型

办学特色

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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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一支完整覆盖“6+1”

学科群的全职教师队伍。

全 日 制 在 校 生 规 模 达 到

8000人。建立全球合作伙伴

体系，积极引进优质教育和

研究资源，不断推动高等教

育创新要素聚集，服务深圳

市、粤港澳大湾区、中国、区

域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国
际
化

  

开
放
式

2030年

2025年

初步建成一支世界一流

的国际化教师队伍，其中

核心教研岗位教师约250

人，海外教师人数力争达

到约1/5。全日制在校研

究生达5000人，其中博

士研究生约1200人，10%

海外学生。

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生院

成为服务社会和引领发展的一流人才培养基地

成为学科交叉融合的国际创新研究中心

为学校—企业—政府合作新模式作示范

探索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成为国际化校园的典范



数读SIGS

发表三大（SCI、EI和CSSCI）检索论文10965篇

4085
在校生人数 3500

硕士生人数 585
博士生人数 170

专职教师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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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项目
1890件

获得授权
1472 项

获得国外授权
37项

其他科技类奖励
135项

省部级奖励
91 项

国家奖励
12 项

申请国外专利
66项

PCT申请
140项

申请专利
2890 项

*截止至2020年11月



选择SIGS
梦想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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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先锋城市
因改革而生，以创新为魂

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

最具创新力的城市

2020年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全国第一

“中国最具有硅谷气质的城市”

*数据资料来源：深圳政府在线（http://www.sz.gov.cn/cn）

深圳 国际友好城市或
友好交流城市

88个

2020年上半年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
148.5亿元

2020年上半年进出口总额
13356.75亿元

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
得主领衔的实验室

11所

国家创新型城市
首个 首个

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的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全国首批

全国第一
商事主体数量创业密度

全国第一
PCT申请量连续16年

内地城市首位
外贸出口额连续27年

世界500强数量位居全球
第6位

2019年国际友好港
26个

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所46

全球联系竞争力排名
第4名

2019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
全球排名

第4名
第2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GFCI 28）排名

第9名



校园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紧邻区域生态核心西丽湖，如玉带般的大沙河从校

园蜿蜒而过，以慢行交通为主的城市碧道将各院区相互串联。区域整体科研

创新氛围浓厚，集聚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科研机构，布局国际领先的共享

科研设施平台，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智核。

15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16TSINGHUA SIGS

SIGS校园
国际研究生院位于大湾区科教创新高地西丽湖国际科教城中部，校园占地

面积约50公顷。由大学城西院区(原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区，已建成)、

西丽湖院区(原西丽湖度假村及周边区域，规划建设中)和大学城东院区(大

学城体育场东侧，规划建设中)组成了“一院三区”的整体空间布局，并共享

深圳大学城公共配套设施及生态绿地。



学在SIGS
发现全新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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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教育将通过重新定

位培养目标和重塑培养过程，

与产业界深度合作，强调工程

技术与创新管理相结合，成规

模、成建制地培养产业需要的

高层次复合式专业人才。

博士教育更多地聚焦源头创

新和颠覆式技术创新，为科

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发展提供

持续动力。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的录取条件、培养要求、学位授予与清

华大学同一标准。录取通知书、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由清华大学颁

发，入学和毕业院系为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
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

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学、生物医学工程、土木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信息与通信

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化学、社会学、工程博士（非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
电子与通信工程、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工程、互动

媒体设计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仪器仪表工程、互联网+创

新设计、集成电路与系统、智能制造、功能材料与器件、制药

工程、环境工程、电气工程、海洋技术与工程、海洋能源工

程、物流工程与管理、未来人居设计、医院管理（含全日制和

非全日制）、化学生物学（制药）、BIO3生命技术、高级财务管

理与大数据硕士项目（非全日制）

国际生招生项目
目前有25个硕士学位项目和17个博士学位项目招收国际

生，其中有3个全英文硕士项目和3个全英文博士学位项目。

除全英文授课项目外，研究生学位项目一般采用中文或中

英文双语教学。

在职研究生招生项目
清华大学高级财务管理与大数据硕士项目、清华大学医院

管理硕士项目、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MBA项目、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粤港澳大湾区项目

20TSINGHUA SIGS

硕博培养 两翼齐飞

在人才培养方面，以全日制研究生教育为主，非全日制教育为辅。

坚持学术博士教育和专业学位教育“两翼齐飞”⸺



6+1主题领域
聚焦全球重大挑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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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创新、交叉、融合、产业化、国际化的原

则，发挥多学科交叉优势，结合国家重大战

略规划，充分利用深圳的制造业基础和信

息产业配套优势，深入挖掘大湾区相关技

术需求，解决影响社会基础需求与人类命

运的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在我国信息和

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挥技术引领和支撑作

用，建成国际一流的“信息技术与智能制

造”研究人才培养基地和科学高地。

打造全球功能材料领域的
科学研究中心

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充分发挥深圳及珠三角产业优

势，突破材料应用瓶颈，促进结构功能一体化、材料器件智

能化和柔性化、制备过程绿色化的能源与信息技术变革。

开展面向能源、信息、健康、空天应用等国家重大需求的柔

性低维材料与器件、先进能源材料与器件、材料设计与计

算、信息功能材料与器件、生物医用材料与器件等高性能

材料的前沿基础与应用研究，发展材料的关联重构创新理

念与方法，形成有优势、特色鲜明的国际一流学科方向。

打造全球功能材料领域的科学中心，建成国际一流的新材

料研究型和创业型人才培养基地，为国家战略性新材料发

展提供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支撑。

用最新前沿技术
改造产业和社会

·低维材料与器件

·能源材料与器件

·材料设计与计算

·信息功能材料与器件

·生物医用材料与器件

主要研究方向

·人工智能

·数据科学

·机器人

·物联网与互联网

·交通与物流

·光子学与电路系统

·先进制造

主要建设七大学科集群

材料科学

信息科技

23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携手为人类健康幸福
创造价值

面向国际学科前沿，针对我国建设“健康中

国”和深圳生命健康产业的现实需求，结合

清华大学医学发展整体规划，着力建设健

康工程、创新药物、疫苗工程、转化医学、生

命大数据五个学科方向。突出工程科学支

撑和学科交叉融合特色，打通应用转化渠

道，创建基于多学科融合的生物医药与健

康工程新领域。

围绕大健康的重大需求，融合医药工程、生

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化学工程、控制工

程、材料工程、人工智能等先进学科集群进

行重点布局和建设，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生

命健康领域的产学研合作网络。

清华大学将依托在土木工程、水利工程、环境工

程、先进制造、机械工程、能源工程、信息工程、生

命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领先优势、深圳市的创

新优势及毗邻南海的地缘优势，举全校之力，融合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及清华大学北京本部的涉海力

量，建设学科高度交叉的一流海洋学科领域。该领

域将布局海洋工程、海洋装备、海洋信息、海洋能

源、海洋生态环境这五大研究方向，以更好地服务

于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服务于海洋科技开发和人

才培养，服务于广东省和深圳市海洋经济建设。清

华大学目前开展涉海研究的教师有200多人（深圳

+北京），近年来承担相关科研项目100余项，已做

出多项有影响力的科技成果，2019年清华大学史

上首艘“试验母船”“清研海试1号”投入使用。

目前，清华大学海洋工程研究院与曼切斯特大学、

南安普敦大学、代尔夫特大学、挪威科技大学等高

校，英国国家海洋中心、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

所、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蒙特利湾海洋研究所

等国际一流海洋研究机构，以及中科院深海所、南

海所、鹏城实验室等国内海洋相关科研机构建立

了良好的交流合作基础；与中海油、中广核、中船

重工、中国电建等大型企业或海洋高新技术企业通

过合作研究项目、人才培养及国家海上试验场平

台的服务紧密合作。

2011年起，国际研究生院开始在深圳培养海洋相

关专业研究生，2019年实现海洋技术与工程项目

自主招生并在中科院深海所建成联合培养基地，

2020年设立海洋能源项目。目前有海洋技术与工

程、海洋能源工程等涉海研究生培养项目，每年招

收研究生人数超过100名。迄今已有数百名硕士、

博士毕业生，以及出站博士后将近20人，为国家以

及深圳市的海洋学科发展和海洋产业开发输送了

大批优秀人才。

清华大学未来将以打造具有重大社会效益和行业

影响的清华海洋学科为目标，积极促进科技与经

济融合发展，助力广东海洋强省战略，为深圳实现

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目标贡献一份力量。

驱动海洋创新
·健康工程

·创新药物

·疫苗工程

·转化医学

·生命大数据

面向治未病和疾病源头防治两个关键
问题，着力建设五个学科方向

·深海工程

·滨海工程与技术

·海洋生态环境

主攻三个方向

医药健康

海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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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二十一世纪建筑学与诸多相关学科的

交叉，关注未来人类聚居空间的前沿性问

题，以设计思维为核心创新力量，致力于创

造更智慧的和更可持续的建成空间。充分

发挥深圳独有的城市建设实践优势，集聚

全球最新设计思维和人居理念，创造并传

播最具启发性的人居知识，建成全球未来

人居研究的智库式驿站，未来争取把学科

建设成为世界领先的一流学科。

重点支持“1+3”的学科方向与研究领域，即

一个本体研究中心及三个研究领域。

面向国家和大湾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需要，致力于探索新时代的生态环境保

护理论，创造核心关键技术，培养具有

全球胜任力的高层次人才，为生态文明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清华思想

和深圳范式。

·未来城市及支撑技术体系研究

·数字建筑与智能建造研究

·未来人居技术人文创新中心

三个研究领域

·城市环境与复合生态保护

·工业与特殊环境保护

·陆海交互环境保护

·区域跨介质复合污染与环境健康

·生态环境大数据与系统管理

·全球气候变化与未来生态环境保护

建设六个学科方向

未来人居

环境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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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未来智慧
和可持续城市

·未来人居设计思维全球创新中心

一个本体研究中心

解决当前
全球环境问题



2017年12月，由清华大学与深圳市携手共建的

“深圳盖姆石墨烯研究中心”（Shenzhen Geim 

Graphene Research Center）在深圳正式揭牌

成立。

“深圳盖姆石墨烯研究中心”由深圳市政府投资

建设、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管理，以清华-伯

克利深圳学院和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为依托

单位。

深圳盖姆石墨烯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定位是在2010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

者、石墨烯发现人之一安德烈·盖姆教授带领

下，建成国际知名的科研实验平台，重点攻克以

石墨烯为代表的二维材料在基础前沿研究和高

端产品产业化方面遇到的关键难题，最终成为

集研发、标准化制定、产业化检测等多功能为一

体的平台。

建设国际一流经济管理学科，
培养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和战略型科技企业家

创新管理

科研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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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管理领域建设将抓住我国数字经济在全球崛起、国家大力

实施创新驱动、“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重大机遇，

抢占高端人才引进、创新人才培养、打造国际一流学科和建设

国家高端智库的战略制高点，与深圳及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创业

紧密互动，深入研究一流创新创业企业的最佳实践和洞见，打

造具有全球思想领导力的一流学科与权威智库，与工程、设计

等相关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培养各类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和战略

型的科技企业家。



RISC-V国际开源实验室的研究方向

契合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

建设以深圳为根节点的RISC-V全球

创新网络，聚焦于RISC-V开源指令

集CPU研究领域，包括支持极低功

耗的新型内存技术、开源处理器芯

片及开发电路、处理器设计代码开

源和编译器的开发与优化等，致力

于培养面向处理器和开源硬件设计

的高端急需人才。

RISC-V 国际开源实验室

“清研海试1”是深圳市和清华大学拥有的第一艘为科研和技

术开发服务的试验母船，于2016年8月20日开始设计，同年

11月8日由同方江新船舶建造有限公司开始建造。“清研海

试1”船长49.8米，型宽13米，型深4.4米，满载排水量近千吨，

设计航速11节。

2018年10月29日“清研海试1”在长江流域九江段完成了部

分航行试验项目，该船试验航速、设备性能、振动噪声等指标

均满足设计。

2018年11月12-13日，母船在汕尾进行海上试验。

2019年4月28日至30日，该船在珠江口海域顺利完成了首个

科考实验航次。

“清研海试1”试验母船

2019年11月，RISC-V国际开

源实验室正式揭牌。

RISC-V国际开源实验室由

图灵奖得主、加州伯克利大

学教授大卫·帕特森（David 

Patterson）担任实验室主

任，依托清华-伯克利深圳

研究院开展工作。帕特森教

授 最 早 提 出 了“精 简 指 令

集”（RISC）体系，并坚持原

创知识成果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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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研究生院在创新教学领域先行先试，

积极开展在线开放教育的建设，丰富课程

教学体系，共享开放优质教学资源。

截止至2020年11月已制作完成7门大规模

开放在线课程（MOOC），4门国家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

通过融合“在线教育”“翻转课堂”“雨课

堂”和在线证书项目等创新教学模式实现

教学生态的创新，为传统课堂教学注入新

的活力。

在线开放教育

已连续三年入选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

心“智慧教学试点项目”。

为助力知识型、创新型社会建设，推动教

育教学改革创新，探索政企学研联合培养

模式，我院鼓励具备条件的课程逐步对社

会开放，同时打破校际壁垒，共享清华大

学、我院培训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优质课程。

国际研究生院将探索加强产学研互动合作的新模式，促进原创性、颠覆

性的重大技术创新成果产出，更加快速地响应和引领新兴产业发展需

求的变革。

我院已与腾讯、华为及中国南方电网等产业伙伴建立深度产学研关系。

国际研究生院还将通过建立系统的技术转移体系，持续推动高水平科

研成果产业化研发工作，为产业界不断输入技术、人才两大新鲜“血

液”，为科技、产业、经济的发展不断贡献清华力量。

产学研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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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改革的先锋、创业家的摇篮。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深

圳的“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水乳交融，赋予这里的师生创业家的气质和实

干家的风范。

在培养学术型拔尖人才的同时，国际研究生院重点培养适应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特别是深圳发展需求的创新创业型人才。创新创业教育面向全体

学生，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在专业教育基础上，重在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

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初步建立了涵盖教育理念、专兼职结合的师资队伍、

课程体系、主题实践活动、创业基地和孵化器、政策保障和激励机制、创业英

才计划、校园文化氛围在内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并发起成立深圳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联盟。

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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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跨国界、跨

文化合作交流频繁，诸如环境、能源与安

全等挑战，更需要全球协作共同应对。面

对机遇与挑战，需要我们具备在国际与

多元文化环境中有效学习、工作和与人相

处的能力，即全球胜任力。

全球胜任力的提升，是一个持续的、终身

学习的过程，需要在认知、人际与个人三

个层面不断地探索发展语言、世界知识

与全球议题、沟通与协作、开放与尊重、

道德与责任、自觉与自信六大核心素养。

围绕提升学生的全球胜任力，清华大学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通过国际化学位项

目、海外交流和实习实践等，将全球胜任

力融入教学、科研、学生生活等全过程。

同时，促进中外学生的交流与融合，形成

多元文化兼收并蓄、中外师生共同发展

的校园文化。

全球胜任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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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海外交流机会 国际合作伙伴

清华大学与一批世界著名高校、机构开展了多层次的

合作，依托国际研究生院开展工作。国际研究生院定期

组织学生到访美国、加拿大、英国、挪威、丹麦、澳大利亚、

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与地区的30余所高校及科研院所

开展海外学术交流活动，并与对方学校进行师生互访。

国际研究生院还将进一步致力于拓展与世界一流高校

的战略性合作，力争在深圳建设世界一流的学科群。在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的背景下，勇挑重担，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以及

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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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巴黎交叉科学研究院

哈佛大学

巴黎大学

京都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

耶鲁大学

滑铁卢大学

特拉维夫大学

首尔大学

名古屋大学

挪威船级社

岩手大学

东京大学

秋田县立大学

南安普顿大学

帝国理工学院

慕尼黑工业大学

亚琛工业大学
柏林工业大学

墨尔本大学

早稻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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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激情

无体育
不清华 书香

校园

梦“响”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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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城
体育馆

深圳大学城
游泳馆

深圳大学城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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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

绿色校园
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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