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 2021年招生简章 

为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工程高端人才培养的新格局，清华大学在 2018 年首

次开设创新领军工程博士项目。创新领军工程博士教育旨在培养工程类别创新领军人才，培

养在相关工程类别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应具备解决复杂工程技

术问题、进行工程技术创新以及规划和组织实施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工作的能力，能够在所在

工程类别做出创新性成果。2021 年，清华大学继续面向国家重点行业、地区、创新型企业，

在电子信息（0854）、机械（0855）、材料与化工（0856）、资源与环境（0857）、能源动

力（0858）、土木水利（0859）6 个工程专业学位类别招收攻读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具体招生信息公布如下： 

一、招生项目及培养定位 

项目名称 培养定位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 

四期 

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向国家重点行业、地区、创新型企

业，培养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 

长三角项目 

服务国家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立足长三角地区“一极三区一高地”

的战略定位，面向服务于长三角地区的空天技术、微电子、智能制

造、新材料等国家重点行业、创新型企业，培养高端创新领军人

才。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 

重点领域项目 

服务国家重要战略需求，推动重点领域的科技创新，在集成电路、

航天航空工程、航空发动机、核能与核技术工程、国防、未来健康

等领域培养高端创新领军人才。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 

粤港澳大湾区项目 

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向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及

周边地区的国家重点行业、创新型企业，培养高端创新领军人才。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 

西南地区项目 

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面向服务于西南地区的电力与能源、资源

环境、智能制造、信息技术、高新材料及相关领域的国家重点行

业、创新型企业，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核心并辐射西南地区，

培养高端创新领军人才。 

二、申请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心理健康；  



 

3、报考攻读工程类博士学位研究生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①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5 年以上工作经历（到 2021 年 9 月）； 

②获得学士学位后具有 10 年以上工作经历（从获得学士学位之日算起到 2021 年 9

月） 

4、报考攻读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须符合报考项目对工作经历的要求： 

①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四期：具有较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取得突出成果、并

主持或者作为骨干参与重要工程项目； 

②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长三角项目：在空天技术、微电子、智能制造、新材料

等领域具有较丰富工程实践经验，取得突出成果，并主持或者作为骨干参与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建设； 

③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重点领域项目：在集成电路、航天航空工程、航空发动

机、核能与核技术工程、国防、未来健康等重点领域具有较丰富工程实践经验，取得突出

成果，并主持或者作为骨干参与重要工程项目；  

④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粤港澳大湾区项目：具有较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取得

突出成果、并主持或者作为骨干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建设； 

⑤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西南地区项目：在电力与能源、资源环境、智能制造、

信息技术、高新材料及相关领域具有较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取得突出成果、并主持或者

作为骨干参与西南地区区域发展建设； 

5、有两位与申请工程领域有关的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的专家推荐； 

6、单位人事部门推荐申请证明（包括实际工作年限、参与科研及管理工作情况、对非全

日制就读的意见等）。 

三、招生计划 

项目名称 招生计划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四期 180 名左右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长三角项目 50 名左右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重点领域项目 60 名左右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粤港澳大湾区项目 50 名左右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西南地区项目 30 名左右 

四、申请 

申请人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凡不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人将不予录

取，相关后果由申请人本人承担。 



 

报名时须选定具体招生项目，每位申请人只能申请一个项目，项目之间不接受调剂。 

1、网上报名 

报名时间: 2020 年 11月 1 日中午 12:00—11月 30日下午 16:00（逾期不予受理） 

报名网站：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网（网址：http://yz.tsinghua.edu.cn） 

报名费用：200 元人民币，支付方式详见网上招生系统说明；报名费用不退还。 

2、提交报名材料 

申请人在网上报名系统上完成报名后，如下申请材料请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下午 17:00

之前寄（送）达清华大学校本部或深圳国际研究生院（详见报名材料邮寄地址），所有申请

材料不予退还。 

①报名登记表； 

②《2021 年报考攻读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计划书》； 

③ 所获各级学位证书复印件（持境外获得学位证书的申请人，须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开具的认证报告复印件）； 

④ 本科阶段成绩单、研究生阶段成绩单； 

⑤《2021 年报考攻读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专业学位专家推荐书》（有两位与申请

工程领域有关的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的专家推荐）； 

⑥单位人事部门推荐申请证明（包括实际工作年限、参与科研及管理工作情况、对非全

日制就读的意见等）; 

⑦《2021 年报考攻读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专业学位个人陈述》 

⑧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粤港澳大湾区项目同时招收具有与内地（祖国大陆）硕士

学位相当的学位或同等学历的香港、澳门地区申请人。申请人需持有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

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住证》”，还需同时提供上述身份

证件的复印件。 

五、选拔与拟录取 

本项目招生采用“申请-审核”制。 

1、材料审查 

相关类别/项目材料审查专家组对申请人的申请条件、学术水平及科研潜能进行初审，选

拔并通知部分申请人进入综合考核。 

2、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专员对通过材料审查的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根据招生简章 “申请条件”所列

内容对申请人情况进行审查。未参加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不通过者不准予参加综合考核。 

3、综合考核 



 

相关类别/项目综合考核专家组对已通过材料审查、资格审查的申请人进行综合考核，择

优录取。综合考核主要考核申请人的工程创新力和工程领导力。 

4、推荐拟录取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招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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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招生计划确定推荐拟录取名单，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

领导小组审核批准。 

我校与拟录取申请人签订《非脱产定向就业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协议书》，由申请

人所在单位/档案所在单位出具《定向研究生思想政治品德鉴定表》，经学校审核备案后发放

录取通知书。 

六、培养 

所有录取学生均为非脱产定向培养，不转档案、户口、组织关系及工资关系等。 

学费共计 15万元人民币/每生。校本部学费分两学年缴纳，入学后第一学年缴纳 9万元

人民币，第二学年缴纳 6 万元人民币。粤港澳大湾区项目学费分三学年缴纳，入学第一学年

缴纳 9 万元人民币，第二学年缴纳 3 万元人民币，第三学年缴纳 3 万元人民币。 

基本修业年限为 3-4 年，最长修业年限 8 年。 

七、信息查询、申诉及联系方式 

1、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类别、院系、指导教师相关信息详见：《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

博士 2021 年招生目录》（开始报名前公布）。其他未尽事宜参见《清华大学 2021年博士研

究生招生简章》。 

2、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研究生招生的申请、成绩、录取等信息可在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网

http://yz.tsinghua.edu.cn 进行查询； 

3、对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 2021 年招生有异议的，可以书面形式具名进行申诉，

申诉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北京市清华大学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办公室（李兆基科技大楼

B223-1） 

邮政编码：100084 

联系电话：010-62771827 

电子邮箱：clgb@mail.tsinghua.edu.cn 

4、报名材料邮寄地址： 

项目名称 报名材料寄（送）达地址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四期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长三角项目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工程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中心（李兆基科技大楼 B223-1） 

邮政编码：100084 

联系电话：010-62771827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重点领域项目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西南地区项目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粤港澳大湾区项目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大学城清华校

区 A 楼 207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招生办   

邮政编码：518055  

联系电话：0755-26036020 

5、咨询方式 

项目名称 咨询方式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四期 

咨询电话：010-62771827 

电子邮件：clgb@mail.tsinghua.edu.cn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长三角项目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重点领域项目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西南地区项目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粤港澳大湾区项目 

电话：0755-26036020 

0755-86543994 

电子邮件：

zhaosheng@mail.sz.tsinghua.edu.cn  

6、招生、培养的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和院系: 

专业学位类别 院系 联系电话 

0854  

电子信息 

精密仪器系 010-62785712 

电子工程系 010-6278488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010-62783054 

自动化系 010-62780657 

微电子与纳电子学系 010-62788906 

医学院 010-62782493 

软件学院 010-62773283 

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 010-62603023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0755-26036020 

0755-86543994 



 

0855  

机械 

机械工程系 010-62784558 

车辆与运载学院 010-62783482 

工业工程系 010-62771010 

航天航空学院 010-62783051 

美术学院 010-62798172 

航空发动机研究院 010-62771763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0755-26036020 

0755-86543994 

0856  

材料与化工 

化学工程系 010-62788646 

材料学院 010-62783256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0755-26036020 

0755-86543994 

0857  

资源与环境 

环境学院 010-62772484 

工程物理系 010-62782677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0755-26036020 

0755-86543994 

0858  

能源动力 

能源与动力工程系 010-62782993 

车辆与运载学院 010-62783482 

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 010-62782138 

工程物理系 010-62782677 

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010-62771089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0755-26036020 

0755-86543994 

0859  

土木水利 

建筑学院 010-62783890 

土木工程系 010-62784882 

水利水电工程系 010-62782291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0755-26036020 

0755-86543994 

 

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招生领导小组 

2020年 10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