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双证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调剂工作 Q&A
1.天津大学非全日制研究生上课时间及上课方式？
非全日制研究生专业课由各学院安排；公共课由学校统一安排，上课时间一
般为平日的晚上和周六、日，具体可参看研究生院网站-在职课表-工程硕士一栏。
2.天津大学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结合学生意愿及学院学科实际情况采取多种
培养模式，主要包括：一是定向生培养模式；二是非定向生（校本部）培养模式；
三是非定向生（分支机构）培养模式。各分支机构根据区域差异和科研侧重不同
与相关学院进行人才联合培养，微电子学院各专业领域培养模式及招收人数如下
表所示。
表 1 微电子学院各专业领域非全日制研究生培养模式及招收人数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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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此次公布招生计划仅为根据学院总体情况初分计划，实际录取名额将视学校最终计划
分配和招生复试情况动态调整。
注 2：军事科学院专项计划第一阶段（第一年）为课程学习，主要依托天津大学校本部完成；
第二阶段为科研实践和论文撰写，主要依托军事科学院完成。

各基地介绍：
（一）、天津大学（青岛）海洋工程研究院
天津大学青岛海洋工程研究院（以下简称“青岛院”）是 2013 年天津大学与
青岛市人民政府聚焦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合作共建的研究院。青岛院位于青
岛市蓝色硅谷核心区，建筑面积 3.2 万平方米。
青岛院拥有各类科研设备近亿元，科研人员 110 人，含天津大学学科硕、博
士生导师 70 人。建设有工程研发中心、人才培养与培训基地、创业孵化基地、
技术转移中心、公共研发平台、校企联合研究中心等六大中心，一期已进驻 15
个专业化研究所。院内多媒体教室、大型阶梯教室、多功能厅、图书馆、实验室、
宿舍、食堂、体育场馆等一应俱全，环境优美，交通便利。
青岛院统筹政府投入、自筹经费、科研经费、社会捐助等资金，提供高额奖
学金、助学金、免费住宿（空调地暖、独立卫浴、24 小时热水）等优厚的奖励

资助体系，以提高非全日制研究生待遇水平。青岛院内国家级科研项目众多，鼓
励学生参与项目开发并获得补贴。
天津大学青岛海洋工程研究院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奖补体系
10%
地方政府奖学金（按
季度发放，与在院学 60%
习时间挂钩）
30%

一等奖学金 16000 元/生学年
二等奖学金 11500 元/生学年
三等奖学金 7000 元/生学年

助学金（按月度发
放，与在院学习时间 100% 20 元/生天
挂钩）
免费住宿
医保

100% 免费提供 1200 元/生学年标准
按青岛市现有大学生医保标准执行
提供自愿补充商保

（二）、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
2016 年 12 月 2 日，天津大学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深圳市政府共同签署
了合作办学协议。三方承诺共建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旨在培养具有全
球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卓越人才，聚焦国际学术前沿开展学术研究，构
建世界一流水平的特色学院，打造我国中外高水平合作办学的典范。为助推深圳
学院发展，两校将结合自身优势，选派优质师资，在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开展全方
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学研究合作。天津大学通讯工程、信号处理、自动控制、
电力能源、微电子、光电、计算机系统、软件、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可穿戴
技术、环境工程等专业领域将依托深圳学院为实践基地开展非全日制培养工作，
并在“绿色建筑与海绵城市”、 “智能信号处理与数据分析”和“可穿戴、印刷
电子及先进通信”三个方向设立科研心，并由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
院士、国家千人专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973 首席科学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优青基金获得者、国家青千等一批国内外著名教授、学者组成导师团队。
可穿戴、印刷电子及先进通信研究中心
该中心针对可穿戴智能电子及先进通信领域在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中所遇
到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下一代柔性可穿戴电子器件及射频/毫米波/太赫兹通信
的基础研究及应用技术开发。研究中心拟承担国家重大重点项目综合能力，实现
若干重大科学突破，产出国际一流成果。研究方向包括可穿戴智能电子，研究用
于可穿戴设备的超低功耗、低成本柔性器件、电路与系统。射频/毫米波/太赫兹
通信集成电路与系统，无线通信理论与技术等。

涉及招生学院：天津大学理学院和微电子学院
涉及招生专业：化学、物理、集成电路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拟培养人数：非全日制研究生 30 人
主要合作科研基地：大疆创新、柔宇科技，华星光电等深圳知名企业均有意
向和学院展开联合培养研究生等教学和科研合作。
住宿：深圳学院将为学生在南山区提供优越的住宿条件。周边配套完善，交
通便利。
奖学金：深圳学院、指导教师和合作企业将提供有竞争力的奖学金，其中考
取天大佐治亚理工双硕士项目的学生，深圳学院将提供 3 万/年奖学金。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院
军事科学院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决策成立、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军事科学研
究机构，至今已有近 60 年的历史。2017 年 6 月 10 日，习主席签署命令组建新
的军事科学院。新的军事科学院（含各转隶单位）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3 项、一等奖 23 项、二等奖 127 项，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6 项，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9 项，国家创新团队奖 1 项，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1 项，
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380 余项、二等奖 1400 余项。新的军事科学院科研力量布
局涉及 11 个学科门类、60 余个一级学科，涵盖了战略、军队政治工作、军事法
制、后勤技术、武器装备、网络信息、电子对抗、信息化、人工智能、军事医学、
防化、国防工程规划设计与防护等各个研究领域。拥有在职两院院士 19 人，专
业技术三级以上专家 58 人，享受政府特贴专家 127 人，荣获何梁何利奖、百千
万工程人才、求是奖、国家万人计划、杰青等国家级人才 300 余人，博士生导师
和硕士生导师 600 余人。他们中的相当部分是在全国全军相关领域拥有重要影响
的顶尖科学家和创新领军人物。
天津大学与军事科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主要依托双方各自优势，强强联合，
通过全程培养、分段管理方式协同育人。联合培养研究生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为课程学习，主要依托天津大学完成；第二阶段为科研实践和论文撰写，主
要依托军事科学院完成。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由天津大学授予学位。
根据《天津大学与军事科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协议书》内容约定，双方联合
培养的研究生在第二阶段（即在军事科学院开展科研实践和论文撰写）培养期间，
享受所在军事科学院各培养单位在读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同等待遇（包括奖
学金、学术交流、困难补助、医疗保险、住宿等条件保障），毕业后择优录用至
军事科学院工作。

（四）、天津大学合肥创新发展研究院
国家级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合肥经开区）建立于 1993 年 4 月，
先后设有合肥出口加工区和合肥空港经济示范区。合肥经开区管辖面积 268.97
平方公里，全区实有人口约 53 万人。合肥“大学城”坐落我区，聚集本专科院
校 17 所（含 211 高校 2 所）。
合肥经开区相继荣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家电）”
“国家生态工业示
范区”
“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
“国家低碳工业园区”
“国家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
“绿色发展最佳实践园区”等诸多国家级荣誉。2017 年，合肥经开区综合发展
水平跻身全国 219 家国家级开发区十强，多年蝉联中西部第一名。
合肥市经开区的合作企业包括：合肥通富微电子有限公司，长鑫存储公司，
龙讯半导体（合肥）有限公司。
我院拟在集成电路工程和电子与通信工程两个领域在合肥院招生，其中第一
学年专业课学习期间在校本部。
基地名称

校内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天津大学（青岛）海洋工程研究院

傅海鹏老师

18722031478

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

任晓辰老师

18622676377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院

张珊老师

022-27405716

天津大学合肥创新发展研究院

刘强老师

15522645753

3.毕业及学位要求是什么？
答：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与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毕业要求及学位授
予要求,坚持同一标准，保证同等质量。
4.毕业后可否报考博士生？
答：可以报考，并可享受我校面向校内提前选拔博士生的相关招生政策。
5.关于住宿、奖助学金、学费、派遣、档案、户口、党组织关系的相关问题
答：对于双证非全日制研究生，原则上暂时不解决住宿；可申请高水平论文
奖励，暂时无国家拨款奖助学金，奖助学金政策随主管部门政策变化调整，其他
奖励参照当年相应的奖助文件和奖励办法；根据国家规定和天津市物价部门审批
的学费标准规定缴纳学费，微电子学院专业的学费标准为 12500 元/生/学年，学
制 2.5 学年，按学制收取，共 31250 元；非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按照学校现行
状况，依据非全日制研究生培养方式，可纳入派遣计划，具体依据当年教育部最
新政策执行；原则上不转档案、户口，确因需要可考虑转党组织关系并成立党支
部。

6.文献、体育设施、一卡通等公共资源如何配套？
答：非全日制研究生与全日制研究生享受同样的文献检索、体育设施和一卡
通等学校公共资源。
7.是否统一办理学生证，购买火车票时是否享受学生优惠政策？
答：统一办理学生证，非全日制研究生购买火车票目前不能办理火车票优惠
磁条，请随时关注主管部门政策变化调整。
8.是否享受助学贷款？
答：不可以享受助学贷款，请随时关注主管部门政策变化调整。

天津大学 2018 年双证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教育简介
双证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层次创新
型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根据教育部办公厅下达《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
究生管理工作的通知》，全新的双证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具备以下特点：
一、非全日制研究生的界定
全日制研究生全脱产在校学习；非全日制研究生在从事其他职业或者社会实
践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间安排进行非脱产学习（一般可适当延长基本
修业年限）。
二、分别下达招生计划
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按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类分别编制和下达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三、统一组织实施招生录取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考试招生依据国家统一要求，执行相同的政策和标
准。
四、坚持同一质量标准
根据培养要求分别制定培养方案，统筹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协调发
展，坚持同一标准，保证同等质量。
五、学历、学位证书双证管理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毕业时，所在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根据其
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注明学习方式的毕业证
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证书。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实行相同的考试招生政策和培养标准，其学历学位
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非全日制研究生在招生、培养、学位授予、质量保障等方面的管理将纳入我
校现行研究生教育管理体系，保障人才培养质量。非全日制研究生将成为学校学
术研究的重要人力资源，是我校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