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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与
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于 1977 年开始招收首届本科生，是第一批国家级特色专业、教育部高等学校“专

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和教育部卓越工程教育培养计划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在教育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并列第 12 名，属于 A- 类学科；计算机科学是我校

首个进入 ESI 学科排名世界前 100 位的学科；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学科在 2022 年入围 QS 学科排名 

“351-400”之列，在中国内地高校中位列 15-17 位，创历史新高。 

拥有计算机科学国家级拔尖学生培养基地 1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2 个、省部级科研平台 9 个、北京市人才培养基地 2 个、网络管理国家认可实验室 1 个。

有以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代表队、计算机学院学生科协等组织为龙头的多个学生科技社团，为

学生配备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和导师团，学生参与各层次创新实践活动和学科竞赛的人数和成

果近年来屡创新高。

领先的
学术地位

一流的
教学平台

丰富的
创新活动

悠久的
专业历史

学院成立于 2000 年，现拥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3 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1977 年成立）、

信息安全专业（2007 年成立）、物联网工程专业（2011 年成立），拥有北京市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 个：

保密技术专业（2018 年成立），拥有新兴专业 1 个：人工智能专业（2019 年成立，国家首批建设）。学院

学科实力雄厚，拥有 2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和 1 个二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予点（信号与信息处理），学院牵头建设了我校新一代信息技术北京市“高精尖”学科。学院秉承“志

存高远 追求卓越”的文化底蕴，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理念，率先开展“大类招生、分类培养”

的教育模式改革，注重构筑学生扎实系统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体系，强调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专业

建设成果丰硕，培养了一大批信息行业的优秀人才。2021 年入选计算机科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成为 35 所

入选高校之一。

招生专业（类）：计算机类

学院网址：http://scit.bjtu.edu.cn/

招生专业咨询电话：010-51688189

招生专业咨询 QQ 群：1079771140

突出优势和特色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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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流课程等各类国家级课程 21 门次，与华为、腾讯、百度、360 等多家知名 IT 企业建立稳定的产学

协同育人合作关系。

获近两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北京市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3 项。

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 1 项。

优质的
教学资源

丰硕的 
教学成果

师资力量

院士（兼）：沈昌祥、赵春江、GEORGIOS 

GIANNOPOULOS（希腊）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赵耀

入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工程 12 人次

北京市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张淳杰、桑基韬

北京市科技新星：朱振峰、倪蓉蓉、陆杨

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陆杨

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贡献奖、茅以升铁道科学技术奖：蔡伯根

国家级教学团队 1 个

教育部创新团队 1 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1 个

国家级教学名师：王移芝、阮秋琦

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宝钢优秀教师奖：王志海

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教学名师：李清勇

知名学者

荣誉团队

名师

教师职称

53 人 6 人 2 人68 人

6 人 84 人 163 人

142 人 87%

教授 研究员 副研究员副教授

高级工程师 博士研究生导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占专任教师总数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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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计算机类

招生专业（类） 专业分流时间 科类 包含专业 所授学位

计算机类 一年级第二学期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学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铁路信息技术） 工学学士

人工智能 工学学士

物联网工程 工学学士

信息安全 工学学士

保密技术 工学学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 2020 2021

毕业人数 193 211 219

上研人数 75 80 122

留学人数 22 31 10

就业率（%） 100 96.82 96.35

深造率（%） 50.26 52.61 60.27

近 3 年上研院校示例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

近 3 年留学院校示例 南加州大学、纽约大学、英国伦敦学院、多伦多大学、渥太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

近 3 年就业单位示例
腾讯、百度、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网易、华为、小米、建设银行、中国银行、铁路局（北
京、郑州、武汉、南昌、昆明、广州、南宁）等

 专业特色

本专业于 1977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专业建设基础雄厚。2020 年首批入选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科在第四次学科评估中，评为 A- 等级，国内并列第 12 名。2021 年成功入选计算机科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成为 35

所入选高校之一。2022 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学科在中国内地高校位列 15-17 位。

本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宽口径专业，依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优势，在专业培养方面突出计

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的交叉与融合。

 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信息技术行业以及相关领域的发展和需求，培养系统掌握计算机系统研究的基础理论、计算机应用研发的

现代技术，具有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和一定国际视野的工程技术人才。

 核心课程 

离散数学、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数字系统基础、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原理、汇编与接口技术、数据库系统原理、

计算机体系结构、编译原理等。

 升学就业

毕业生可从事算法设计、软件开发、数据分析等方面的工作。就职单位包括：互联网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银行、铁路、

国家机关等单位。

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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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特色

本专业是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统理论、轨道交通和铁路信息技术融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2010 年该专业方向进入教

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依托高速铁路网络管理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及合作企业开

展实践教学，实行校企双导师制，进一步强化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培养目标

着眼于“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高铁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需求，培养掌握坚实的计算机与轨道交通基础知识，

具备信息系统设计、开发、集成、测试及实施等工程应用能力，有较强引领轨道交通信息技术发展潜质和社会适应能力的

工程技术人才。

 核心课程 

离散数学、数据结构、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原理、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网络原理、编译原理、软件工程、铁路

信息技术导论、铁路智能感知技术、铁路智能信息处理、铁路传输与通信技术等。

 升学就业

毕业生可在铁路、地铁、银行、电信、民航、IT 企业、政府机关等企事业单位，从事信息技术领域的科学研究、系统开发、

技术应用、系统集成，以及教学和管理等工作。

0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铁路信息技术）

升学就业情况（近三年平均）

21 人 5.7 人 1 人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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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

留学院校示例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瑞典皇家理工大学、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

就业单位示例

中国铁路北京局、南宁局、西安局，北京京港地铁公司，中车贵阳车辆公司 ,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甘肃民航机场集团，

航天四创科技公司，中信银行，快手直播部，维沃移动通信（杭州）公司 , 安心互联网保险公司等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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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特色

我校人工智能专业是国家首批 35 所建设专业之一，传承我校人工智能研究的厚实基础和交通运输专业优势，专业建

设和人才培养可追溯至上世纪 90 年代，底蕴深厚。该专业面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学科交叉型人才培养需求，是人工智能、

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与特色行业（交通运输）相结合的复合型专业，拥有以北京市教学名师和国家级精品课程为核心的

优质师资队伍和优质课程资源，以及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等高水平实践实训平台，为培养高

素质“人工智能 + 交通”复合型人才提供强力支撑。该专业着力践行我校“四通”人才培养模式，本研贯通的课程体系和“腾

讯实验班”等产学融通项目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培养目标

该专业坚持我校“品德优秀、基础宽厚、思维创新、能力卓越、专业精深”人才培养的总目标，培养学生具有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理论与基础扎实、专业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能在“人

工智能 + 交通”等领域从事技术研究、系统开发和运行管理的复合型人工智能专业技术人才。

 核心课程 

人工智能导论、机器学习、知识表示与处理、知识图谱、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程序设计、机器人学导论、智能计算系统、

数据结构、数据库系统原理等。

 升学就业

本专业目前在校学生（包括大二与大三两个年级）共 80 人，尚无毕业生。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前景广阔，在工业、

农业、医疗等传统行业和金融、交通、互联网、零售等现代服务业都具有深度赋能需求，也是国家重点发展和支持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毕业生可从事人工智能算法设计、数据分析、软件开发和科学研究等工作。就职单位涵盖各行各业，包括：

互联网科技企业、高新信息技术企业、银行与金融企业、交通运输企业、医疗机构、科研机构和国家机关等单位。

03       人工智能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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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物联网工程

 专业特色

本专业 2021 年入选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具有“信号与信息处理”国家级重

点学科；全国重点学科“信号与信息处理”和“通信与信息系统”构成的“信息与

通信工程”一级学科在 2017 年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位列全国第 7 名；“信号与信息

处理”所在一级学科“信息与通信工程”为北京交通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学科；“信

号与信息处理”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和博士后流动站；“控制科学与工程”

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以及轨道交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和需求，

培养系统掌握智能物联网（AIoT）的基础理论、工程应用研发的现代技术，特别是

在物联网的人工智能应用以及基于边缘计算的 AIoT 落地实现方面，具有创新意识、

实践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和国际视野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本专业旨在培养系统掌握物联网基本理论，熟练掌握物联网系统设计与集成、

物联网软硬件设计与开发、物联网应用技术，了解传感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

信息处理技术等基本理论，具有工程基础厚、创新能力强等特色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核心课程 

离散数学、数字系统基础、数据结构、信号与系统、微机系统与接口技术、智

能计算系统、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原理、传感器原理及应用、计算机网络原理、

无线传感网、RFID 原理与应用、物联网架构与技术、机器人学导论等。

 升学就业

本专业毕业生能在物联网企业、IT 企业、银行、科研院所、政府部门以及相关

行业，从事物联网工程及 IT 有关的规划、设计、运营、管理及相关产品研发工作。

升学就业情况（近三年平均）

18 人 5.33 人 2 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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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浙江大学

留学院校示例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美国雪城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就业单位示例

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瑞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影合众新媒体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华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创新工场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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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信息安全

 专业特色

信息安全专业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依托全国首批授权的“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博士点、“信息安全学”

北京市重点交叉学科；具有工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设有博士后流动站。以培养高素质、宽口径、复合型高级

技术人才为目标；注重创新实践动手能力，从业口径宽。教师拥有博士学位者占 96% 以上，与国内外高校有广泛联系；

承担大量国家级科研项目；与政府部门、国企央企及知名 IT 公司有良好合作关系，建有多个实习基地。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满足政府、国防、交通、金融、通信、互联网等部门行业对信息安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的巨大需求，

培养在信息安全理论与技术方面具有实践动手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和国际化视野的信息安全科技研发和管理的高级专门人

才。

 核心课程 

密码学、计算机与网络安全、信息安全概论、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原理、数据库系统原理、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

数字系统基础等。

 升学就业

毕业生可在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安全领域相关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以及交通、金融、通讯、互联网等企业中从事

信息安全相关的科研、开发、运维、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升学就业情况（近三年平均）

29.7 人 17 人 1 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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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浙江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

留学院校示例

澳门大学、伯克利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

就业单位示例

中国铁路北京局、沈阳局、济南局、乌鲁木齐局、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华为、字节跳动等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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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保密技术

 专业特色

保密技术专业是北京市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依托于国家保密局指导成立的首都地区唯一一所国家保密学院——北

京交通大学国家保密学院，保密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得到国家保密局、北京市国家保密局的大力支持，同时与相关大中型央企、

国企等建立良好合作关系。本专业在夯实信息安全 + 保密技术的基础上，有机融合保密管理和保密法特色内容，目标是培

养新时代交叉复合型保密技术人才。本专业由国家保密学院与计算机学院及其他相关学院共同建设。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服务国家安全和保密工作发展需要，培养政治可靠，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牢固的保密意识与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具有国际化视野及交流能力，掌握保密技术专业领域的基本理论和技术，能够从事保密技术相关工作，知识、

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专业人才。

 核心课程 

密码学、计算机与网络安全、保密技术概论、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原理、计算机组成原理、数据库系统原理、操作系统、

保密管理概论、保密法学等。

 升学就业

学生毕业后，可在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机关、军工企事业单位、大中型企业等单位从事保密理论研究、保密

技术开发、保密组织管理等工作。

升学就业情况（近三年平均）

29.3 人 14 人 2.7 人 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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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

留学院校示例

伯明翰大学、伦敦国王学院、香港科技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柏林工业大学等

就业单位示例

中央和国家机关保密工作机构、各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中央企业、军工企业、银行保密岗，字节跳动、腾讯、百度、

奇安信等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