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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艺术
学院

建筑与艺术学院可追溯到成立于 1946 年的原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建筑系，学院现有建筑学、城乡

规划学、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和数字媒体艺术五大专业，并具有建筑学、城乡规划学、设计学硕士点。学

院拥有众多知名学者，教学硬件先进完备，采用多样化的培养模式，科研实力雄厚，一批科研项目达到国内一

流水平。

突出优势和特色

招生专业（类）：建筑类（建筑与规划）

                             设计学类

学院网址：http://saad.bjtu.edu.cn/

招生专业咨询电话：建筑类（建筑与规划）：010-51683705

                                设计学类：010-56185477

招生专业咨询 QQ 群：建筑类（建筑与规划）：1080078743  

覆盖建筑学、城乡规划学、设计学的全创意产业学科与专业布局，建筑类（建筑与规划）和艺术类专业群

的共存，形成艺术与技术相交融的学习氛围。

实行专业大类交叉的前沿培养计划，实训采取内 + 外模式，依托高年级本硕一体化工作室制和国内一流企

业组成的校外教学实践基地群，结合设计竞赛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近年来共承担国家、省部级等各类科研项目 100 余项，出版专著和专业教材 30 多部，在国内外发表各类

学术论文 200 多篇，教师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全国环境艺术设计大展等全国性美术、设计展览。

国际化的开放教学模式，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与境外 10 余所大学建立合作交流，每年举办短期与长期

海外交流项目。

建筑学专业通过全国建筑学教学评估；城乡规划专业通过全国城乡规划专业评估，为省部级一流专业；视

觉传达设计专业获批省部级一流专业。

前沿培养
模式

雄厚的
科研实力

国际化的
培养体系

专业实力强

创意类交叉
学科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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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力量

夏海山：

建筑学学科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建筑学博士、中国建

筑学会建筑教育分会理事、北京土木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郑方：

建筑学教授、“卓越百人计划”引进人才、建筑学博士，

中国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设计总负责人。

韩林飞：

城乡规划学学科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建筑学博士、城

市经济学博士、城市地理学博士后、联合国教科文建筑科

学院莫斯科分院院士、米兰理工大学教授。

易晓：

设计学学科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设计学博士、视觉传

达设计与工业设计研究方向。

张纯：

北京市师德先锋、城乡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区

域科学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城市实验室副主任、城市交通

规划，城市形态与可达性研究。

知名学者 名师

教师职称

75 人95 人

14 人

6 人

33 人

专职教师全院教职工

教授（含研究员）

一级注册建筑师

副教授

51 人

1 人

7 人

6 人

硕士生导师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80%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

博士生导师

注册规划师

招生专业（类）：建筑类（建筑与规划）；设计学类

招生专业（类） 专业分流时间 科类 包含专业 所授学位

建筑类（建筑与规划） 一年级第二学期 理工
建筑学 建筑学学士

城乡规划 工学学士

设计学类 一年级第二学期 艺术

环境设计

艺术学学士视觉传达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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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特色

本专业学制 5 年，获评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办学历史可追溯到 1946 年，多次通过建筑学专业评估，授予国际互认

的建筑学学士学位。在交通建筑与城市设计、绿色建筑技术和大数据空间分析与设计等方向形成特色，具有高年级本硕一

体化工作室制、与国内知名大型设计企业设立的联合实践基地等。

 培养目标

学生除在校学习人文、艺术、历史以及建筑设计相关课程外，依托校内外教学实践基地开展至少半年的实践教学，培

养优秀建筑师和能够从事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及环境设计工作、或建筑学专业领域的设计、研究、教学、施工、咨询、监理、

管理的专业技术人才。

 核心课程 

建筑设计ⅠＡ、建筑设计ⅠＢ、建筑设计ⅡＡ、建筑设计ⅡＢ、中国建筑史、建筑构造技术、建筑设计 IIIA、建筑设

计 IIIB、外国建筑史、建筑物理环境、建筑设计 IVA、建筑设计 IVB、绿色建筑与系统工程、城市设计、住宅设计、大型

公共建筑设计、专题设计。

 升学就业

毕业生可保送、报考研究生或留学，可从事建筑设计、城市设计、景观设计工作及建筑学专业领域的研究、教育和管

理工作。

01       建筑学

升学就业情况（近三年平均）

50 人 13 人 19 人 9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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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重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央美术学院

留学院校示例

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米兰理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慕尼黑工业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AA 建筑联盟学院、丹麦皇家建筑与艺术学院、格拉斯哥大学

就业单位示例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设计院、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铁

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院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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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特色

本专业学制 5 年，以指导城乡人居环境的开发与建设为核

心内容，以新型城镇化和交通规划为主要特色，以“本研贯通”

和“国际互通”为核心竞争力。实现了学业导师制、本硕一体

化工作室制、国际联合教学、联合实践基地的全方位综合培养

特色。本专业是整合交叉学科优势，涉及建筑、艺术、工程、

交通、经济、管理以及社会科学的综合性专业。学生将获得城

市空间设计、城乡规划管理、城市问题研究等方面的全面训练，

并具备较强的城市问题分析能力和城乡规划设计能力。

2020 年城乡规划获批北京市一流本科专业。2010 年获

批城乡规划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11 年获批城乡规划

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16 年增设城乡规划与设计全

英文硕士项目，自 2017 年起承担“商务部援外城乡规划学硕

士学历教育”。2021 年，城乡规划专业本科和硕士教育通过

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教育评估。

 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城乡规划及建筑设计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宽视野、

高素质人才，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集合综合能力、设计

技艺和创造力、实践能力和广博的知识面。教学体系以空间规

划与设计为基础，以城市交通协同为特色，面向区域发展与规

划、城乡规划与设计、城乡生态环境规划、城乡发展历史与遗

产保护规划、城乡交通和基础设施规划等多元领域。培养能够

胜任城乡规划专业领域的设计、研究、教学、施工、咨询、监

理、管理的专业技术人才。

 核心课程 

建筑设计 1、中外建筑与城市建设史、建筑设计 2、地理

信息系统、城乡规划原理Ⅰ、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城市修建

性详细规划、城市设计、城乡规划设计专题Ⅰ：交通与规划、

城乡道路与交通规划Ⅰ / Ⅱ、城乡规划设计专题Ⅱ：数据与空间、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城乡基础设施规划、城乡规划设计专题

Ⅲ：城市与社会、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乡社会综合调查研究。

 升学就业

毕业生可保送、报考研究生或留学，可从事城乡规划与设

计，城乡规划管理，城市管理以及相关的教学、研究工作，主

要就业范围：规划设计院（城乡规划院、建筑设计院、风景园

林院）；规划管理（发改委、建设局、规自委、国土局、交通

局、园林局）；规划开发咨询机构及房地产企业。

02       城乡规划

建筑与艺术学院



北京交通大学
普通招生专业（类）简介 2022

85

升学就业情况（近三年平均）

18 人 8 人 3 人 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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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

留学院校示例

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伦敦大学学院、代尔夫特理工大学、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伦敦国王学院、

谢菲尔德大学、华盛顿大学

就业单位示例

中国城市科学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交大建筑勘

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淄博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中建八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与艺术学院

 专业特色

本专业特色在于以室内外设计为基础，与临近学科交叉培养兼具建筑、规划、景观、园林等复合能力的人才，“环境设计 -

建筑设计 - 规划设计”的专业交叉群，是本专业培养模式的核心竞争力。并构建了学业导师制、本硕一体化工作室制、国

际联合教学、联合实践基地的全流程实践育人体系。

近年来，环境艺术专业办学实力显著增强，形成了以中青年教师为骨干，结构合理、教学严谨、思想活跃、具有国际

视野的师资队伍。依托建筑最早成立的专业，与建筑、规划交叉，形成强大专业厚度和底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和环境设计专业领域发展需求，具备扎实的设计学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良好的综

合素养和创新意识，健全人格和健康身心，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素质，较强的沟通与团队合作精神，能够从事环

境设计专业领域的室内外设计、景观设计、相应施工监理等工作的复合型技术与管理人才。

 核心课程 

室内设计基础、室内外环境设计一 ( 居住空间）、景观设计基础、室内外环境设计二（住区景观）、室内外环境设计三（商

业空间）、室内外环境设计四（商业景观）、室内外环境设计五（大型室内空间）、室内外环境设计六（城市公共空间）、

室内设计原理、景观设计原理、环艺设计制图与表达、环境设计技术。

 升学就业

毕业生可在相关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专业设计院所、各类型设计和施工企业从事设计管理、设计施工经营等工作，

或从事相关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03       环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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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调查数据显示，毕业生对母校环境设计专业的培养的整体认同度及认可度均较高，部分同学就业多年后仍返回

母校继续深造。近 3 年毕业生月收入水平逐年上涨，呈现出良好的职业前景与发展趋势。

升学就业情况（近三年平均）

25 人 7 人 3 人 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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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云南大学

留学院校示例

米兰理工大学、爱丁堡大学、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伦敦艺术大学、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

就业单位示例

北京工业设计研究院、深圳市塔木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昂重设计景观设计院、中建二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中建八局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大连分院

建筑与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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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就业情况（近三年平均）

21 人 6 人 1 人 9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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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江南大学、北京城市学院

留学院校示例

蒙纳士大学、伦敦艺术学院、罗马第一大学、弘益大学

就业单位示例

北京王红卫平面设计有限公司、河北建设集团、北京蓝图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全星时空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猿力未来

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与艺术学院

 专业特色

本专业为首批北京市级一流本科专业，目前已经发展为品牌设计和文创设计两大特色方向，并积极面向未来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交叉学科方向综合发展。具备完善的学业导师制、本硕一体化工作室制、国际联合教学、联合实践基地的全流

程实践育人体系。本专业科研实力雄厚，学生有机会接触国内一流的设计实践项目。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和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领域发展需求，具备扎实的设计学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良好

的综合素养和创新意识，健全人格和健康身心，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素质，较强的沟通与团队合作精神，能够从

事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领域的平面设计、交互设计、品牌设计、文创设计相关的复合型技术与管理人才。

 核心课程 

图案与图标设计、字体与版式设计、视觉传达媒介、图形创意设计、UI 设计、品牌设计、商业设计、用户体验设计、

文化创意设计。

 升学就业

毕业生可在相关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专业设计院所、各类型设计单位从事设计管理、平面（交互）设计师、设计经

理等工作，或从事相关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04       视觉传达设计



北京交通大学
普通招生专业（类）简介2022

88

 专业特色

本专业构建了以交互设计和影像设计为核心的专业教育体系，在智能硬件设计、数据可视化、人工智能等多个交叉学

科领域形成教学研究团队。本专业国际化程度高，全部教师有海外教育背景并具有双语授课能力。本专业构建了学业导师制、

本硕一体化工作室制、国际联合教学、联合实践基地的全流程实践育人体系。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智能信息时代的发展需求，具备扎实的设计实践能力、系统的设计知识、敏捷的创新意识以及良好的

综合素养，健全人格和健康身心，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素质，较强的沟通与团队合作精神，能够从事数字媒体艺

术专业领域的艺术创作、交互设计、影视技术等相应工作的复合型技术与管理人才。

 核心课程 

媒体艺术理论基础、视听语言、图形程序设计、数字影像概念设计、UI 设计、数据可视化设计、影视数字特效、影像

艺术创作、交互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综合创作。

 升学就业

学生就业方向均为国家重点发展且市场资金集中领域，包括信息服务设计、移动应用设计、用户研究与咨询行业、新

闻与娱乐媒体、新兴自媒体行业、多媒体应用与内容制作、数字媒体艺术机构，以及游戏研发与制作行业等。

05       数字媒体艺术

升学就业情况（近三年平均）

30 人 9 人 3 人 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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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理工大学、深圳大学、

湖南大学

留学院校示例

谢菲尔德大学、伦敦艺术大学、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英国金斯顿大学、南特大西洋设计学院、英国创意艺术大学、

杜伦大学

就业单位示例

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百度、搜狐畅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快手、滴滴、华润置地华北大区、在线途游（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中视前卫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北京每日视界动画制作有限公司

建筑与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