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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学院

自 1912 年起至今专业历史已逾百年；

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专业生师比 9.77:1，专业教授给本科生授课率 100%；

拥有 18 个专业实验室、20 个科教融合实践训练平台；

实行全员项目导师制，每位本科生配备专属学业导师；

拥有电气工程一级学科，实现本、硕、博到博士后的一体化人才培养；

教师学术水平高、科研能力强，人均科研经费位居学校首位；

近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北京市教学成果奖共计 6 项，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5 门，国家级教材 3 本，

北京市精品课程 1 门，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1 门。

一流的
专业建设

优秀的
教学团队

丰富的
教学资源

全新的
培养模式

完整的
学科体系

雄厚的
科研实力

丰硕的
教学成果

深厚的
历史底蕴

电气工程学科历史悠久，依托电气工程一级学科，支撑学校智慧交通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发挥电力电子与

电力传动、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等学科优势，突出轨道交通和新能源特色，以“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求

创新”为培养理念，秉承“知行”校训，面向轨道交通与电力能源领域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工程素养过硬的高

素质专门人才 .

招生专业（类）：电气类

学院网址：http://ee.bjtu.edu.cn/

招生专业咨询电话： 010-51687102

招生专业咨询 QQ 群：823562771

突出优势和特色

电气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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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力量

全员项目导师制

中国工程院院士 2 人 ( 兼 )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1 人

IEEE fellow 1 人

入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工程 3 人次

教育部电气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交通运输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铁路运输与工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 1 人

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委员会专家 2 人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 人

北京市科技新星 2 人

教育部科技委员会交通与能源学部委员 1 人

“科技北京”百名领军人才培养工程 1 人

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1 人

国家级教学团队 1 个

北京市创新团队 1 个

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1 个

北京市教学名师 2 人

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 1 人

北京市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二等奖以上 8 人

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 1 人

知名学者

荣誉团队

名师

教师职称

115 人

41 人 61 人 13 人

100 人
专任教师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具有博士学位者

学院以导师指导实践训练项目为载体，实行本科生全员项目导师制。导师与学生之间双向选择。项目导师负责学生在

校四年期间全程指导，包括选课、课程学习、学业以及学生职业规划指导等。导师的核心任务是以指导实践训练项目为载体，

给予学生深入的理论及实践指导，促进学生在项目完成过程中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增强实践动手能力及创新能力。

电气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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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电气类

招生专业（类） 专业分流时间 科类 包含专业 所授学位

电气类 一年级第二学期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学学士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轨道牵引电气化）

工学学士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新能源国际班）

工学学士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类在一年级第二学期分流到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牵引电气化）特色专业方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能源国际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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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特色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历经百年，为国家在轨道交

通及电力能源领域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专业在 2005 年设

立了轨道牵引电气化特色专业方向，2009 年被评为国家级

特色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2011 年获批国家专业

综合改革试点专业；2015 年获批高校国际化师范学院推进

计划；专业分别于 2012、2016、2020 年三次通过国家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2019 年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培养目标

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胜任电气工程及相关

领域科学研究、工程设计、系统运行、技术开发和项目管理

等工作的宽口径复合型人才，在轨道交通及电力与能源领域

成为技术或管理骨干。

 核心课程 

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工程电磁场、

电机学、自动控制理论、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电力系统分

析、电力电子技术、信号与系统。

 升学就业

毕业生就业领域主要集中在电力相关行业 ( 包含电网公

司、发电集团和其它电力相关企业 )、电气制造行业、轨道

交通行业 ( 包含铁路、城轨、机车制造等 )，以及工业自动

化行业等。

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升学就业情况（近三年平均）

209 人 86 人 12 人 90.33%
毕业人数 上研人数 留学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率

上研院校示例

北京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华北电力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

留学院校示例

曼彻斯特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南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伯明翰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

就业单位示例

国家电网公司、中国中车集团、广州铁路局、北京市电力公司、武汉地铁

电气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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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特色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牵引电气化）是电气工程

学科结合北京交通大学行业特色高校背景，面向干线铁路

和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下设的

特色专业方向，本专业 2012 年首批获国家卓越工程师教

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

专业知识的主要特点是紧密结合电气工程学科与轨道

交通学科共同涵盖的电力牵引和牵引供电两个特色专业方

向。

 培养目标

轨道牵引电气化特色专业方向主要培养能够在干线铁

路和城市轨道交通领域从事电气工程相关工作的宽口径复

合型人才，在轨道交通领域成为技术或管理骨干。

 核心课程 

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工程电磁场、

电机学、自动控制理论、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电力系统

分析、电力电子技术、信号与系统。

 升学就业

毕业生就业领域主要集中在铁路及轨道交通行业 ( 包

含城轨、机车制造等），可从事机车、供电、管理等多方

面工作。

0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牵引电气化）

升学就业情况（近三年平均）

42 人 21 人 3 人 90.61%
毕业人数 上研人数 留学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率

上研院校示例

北京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天津大学

留学院校示例

曼彻斯特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南洋理工大学、斯图加特大学、京都大学、牛津大学

就业单位示例

国家电网公司、中国中车集团、南宁铁路局、广州铁路局、北京铁路局、武汉地铁

电气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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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特色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能源国际班）于 2015 年获批国家外专局和教育部批

准设立的“高校国际化示范学院推进计划”。以学院设立的国家能源主动配电网技

术研发中心为依托，以新能源发展为导向，通过英语专业教学环境、综合素质教育、

创新能力与工程素养并重、中西文化交融等方式，培养优秀国际化人才。

普通学费享国际标准 : 国内普通高校标准学费，一流的国际化教育。

国际化标准培养方案：以国际顶尖大学为范本建立培养方案和多学科交叉教学

体系，专业核心课和专业选修课为全英文授课。

有一批国际一流师资：聘请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作为荣誉

院长，并有来自世界一流大学的专家教授授课。

国际化就业渠道平台：学生具有多渠道出国深造及在国内外知名企业工作的机

会和能力。

 培养目标

学院紧密结合国内外新能源行业发展趋势和特点，突出电力系统自动化、新能

源发电、电力电子等学科优势和特色，以“国际标准、孕育精英、校企共建”为特征，

培育更多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竞争的新能源人才。

 核心课程 

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工程电磁场、自动控制理论、微机原理

与接口技术、电机学、电力系统分析、电力电子技术、信号与系统、可再生能源集成。

 升学就业

学院培养的绝大部分毕业生将会继续深造，或到跨国公司、大型企业，从事风

能、太阳能、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轨道交通等领域的工作。该方向国际化人才市场

需求量大，发展前景广阔。

03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能源国际班）

升学就业情况（近两年平均）

49 人 15 人 12 人 88.39%
毕业人数 上研人数 留学人数 毕业去向落实率

上研院校示例

北京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留学院校示例

英国伯明翰大学、南加州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荷兰代尔夫特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

就业单位示例

北京京港地铁、广州铁路局、天津中车、西安铁路局、山东电网、上海思源电气公司

电气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