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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称号
博士学位授权点（项目）

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天津市一流学科（含培育）
天津市优势特色学科（群）

天津市重点学科（含培育）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国家优势特色专业建设点

天津市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

天津市优势特色专业
建设项目

天津市应用型专业
建设项目

学科专业名称
双师型职教师资人才培养项目
教育学、数学、机械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交通运输
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软件工程、
心理学、材料科学与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
机械工程、教育学（培育）
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能技术、职教师资培养
教育学、机械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交通运输工程、数
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培育）、信息与通信工程（培育）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教育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机械工艺技术、机电技术教育、自动化、通信工程
汽车维修工程教育、机电技术教育、自动化、电子信息工
程、交通运输、网络工程、动画、测控技术与仪器、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人力资源管理、电子科学与技术、汽车服务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艺技术、机电技术
教育、汽车维修工程教育、交通运输、自动化、电子信
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工业设计、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
程、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软件工
程、网络工程、产品设计、艺术与科技、人力资源管理

学校设有11个学院、1个教学部
和 1个工程实训中心。现有本科专
业51个，2021年新增“学前教育”和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2个本科专
业，其中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3个、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3门、
国家优势特色专业建设点4个、天津
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2个、天津
市优势特色专业建设项目8个、天津

市应用型专业建设项目12个。专业
涵盖教育学、工学、理学、管理学、经
济学、文学、艺术学7大学科门类，拥
有天津市一流学科2个、天津市特色
学科群4个、省部级重点学科5个、省
部级重点培育学科2个；拥有服务国
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1个、
一级学科硕士点 11个、专业学位硕
士点8个。

—— 师资队伍 ——

学校将建设高水平、特色鲜明的师资队
伍作为提升学校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
首要任务。学校现有国家级教学团队建设
点1个、天津市教学团队13个、天津市教学
创新团队2个；国家级教学名师2人，天津市
教学名师9人；具有博士学位和副高级以上
职称的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分别达到
49.2%和48.6%；现有国家特支计划-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天津市特聘教授、天津市
“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人选等
高层次人才21人；天津市创新人才推进计
划-A类重点领域创新团队1支；“双师双能
型”特色师资占“双证书”专业教师总数的
70%以上，实训教师中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
资格证书的比例达到90%，其中全国技术能
手10人、津门工匠1人，建有国家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和天津市技能大师工作室各1个。

近五年，教师承担国家“863”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
项目、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
金项目、人社部科技项目、全国教育科学
规划项目等省部级以上项目379项，获
得省部级以上奖励30项，授权专利986
项，出版学术专著15部。

—— 科学研究 ——
学校积极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成立世

界技能大赛中国研究中心、非盟研究中
心、职业教育教师研究院等高水平智库，
为国家地方高校转型发展、高技能人才培
养、职业教育教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2019年，助力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
代表团荣获16枚金牌、14枚银牌、5枚铜
牌和17个优胜奖，荣登金牌榜、奖牌榜团
体总分第一名。学校建有“智能车路协同
与安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汽车模具智能制造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
程实验室”；省部级重点实验室4个（高速
切削与精密加工实验室、信息传感与智能
控制实验室、天津市汽车模具技术〈企业〉
重点实验室、天津市汽车轻量化注塑模具
〈企业〉重点实验室），省部级技术工程中
心5个（现场总线控制技术工程中心、模
具数字化制造技术工程中心、天津市智能
交通技术工程中心、天津市新能源汽车驱
动技术工程中心〈合作〉、天津市高压清洗
设备技术工程中心〈合作〉），省部级
“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心1个（天津市
2011协同创新中心），省部级科技成果转
化服务中心1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省部级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天津市职业教育发
展研究中心）；建有职业教育教师研究院、
非盟研究中心、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研究中
心；设有38个学术研究机构。出版的学
术刊物《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学报》、
《职业教育研究》被评为天津市一级期刊，
其中《职业教育研究》连续多年获得“全国
职教期刊评比一等奖”。

—— 国际交流 ——
学校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在埃塞俄比亚建设鲁班工坊、援建
“埃塞-中国职业技术学院”，指导巴
基斯坦建设“旁遮普天津技术大学”；
作为教育部首批“教育援外基地”及
外交部“东盟教育培训中心”，派遣援
外教师200余人次，培养、培训当地师
生2万余人；为60多个国家开展各类
职业教育培训，培训学员 1200 余人
次。在海外设立3所孔子学院和7个
孔子课堂和 3个汉语教学点；致力于
培养国际化人才，与爱尔兰斯莱戈理
工学院开展“双学位”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与全球50余所高校开展合作与
交流。提升国际学生人才培养层次，
每年来校学习的长短期国际学生
1000人左右。

—— 就业前景 ——
学校的办学特色得到了用人单位和

社会的高度评价，被社会誉为“中国培养
职教师资的摇篮”。多年来，毕业生由于
上手快、业务熟练、动手能力强，在工作
中有见解、有思考、有创新，成为受各类
企事业单位欢迎的高水平应用型专门人
才。毕业生具备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
务实的工作态度，成为全国中高等职业
院校师资的首选。多家省、市教育厅
（局）、人社厅（局）组团上门聘考，专程为
所属的中等职业学校招聘师资。招聘单
位带着事业单位编制，直接把公开招考
的考场设在我校，毕业生经过考核合格
后即可现场签约，顺利取得教师编制。
近年来，学校相继荣获“全国毕业生就业
典型经验高校50强”和“天津市创新创
业与就业工作示范校10强”殊荣。

——— 2021年在津招生计划统计表 ———

学校始终秉承“动手动脑、全面发
展”的办学理念，坚持为全国培养高素
质职教师资的办学定位不动摇，在全国
首创“实行‘双证书’制，培养‘一体化’
职教师资”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并荣获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学校瞄准国家
急需，不断丰富“双证书”内涵，“培养高
等技术应用人才的一种新模式——‘本
科＋技师’”再次荣获国家级优秀教学

成果一等奖。学校还创立了“双导师、
双基地、双证书”研究生培养新模式，获
得第三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特别奖，培
养出我国首批“双师型”硕士研究生和
“双证书”留学生硕士。

学校注重学生专业技能水平与创
新精神培养，鼓励学生参加学科专业技
能竞赛并取得优异成绩。近五年，学生
在各类科技竞赛中共获国家级奖、省部

级奖项1200余项。2017年度，学校在
中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暨学科竞赛评
估中排名第66位。2016-2020年，学
校在全国地方本科院校大学生竞赛排
行榜中排名第80位。

2020年12月，在由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
届职业技能大赛中，我校学生贺涛涛、
李云鹏代表天津队出战，经过激烈角

逐，沉着应战，从来自全国的27支代
表队，54名选手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
工业4.0项目金牌。自动化与电气工
程学院韩朝羽、郑杨笛获得机器人系
统集成项目第七名，荣获优胜奖。艺
术学院学生芦祎阳获得商品展示技术
项目第七名，获优胜奖，进入国家集训
队。高职部学生张腾获得CAD机械
设计第十八名。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以培养职业教育师资为主要任务的普通高等师范院校，成立于1979年，隶属于原国家劳动部；
2000年，转制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天津市管理为主；2010年，更名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2012年，教育部与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建天津职
业技术师范大学；2017年，进入天津市高水平特色大学建设行列。
学校现占地5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5.5余万平方米；现有各类全日制在校生1.6万余人，其中：博士、硕士研究生1000余人；建有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天津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5个；拥有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5.5亿余元。
2017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校考察，要求学校当好职业教育孵化器，传承工匠精神，不仅培养“工匠之

师”，也要培养“中国制造卓越雕塑师”。
2018年5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到学校考察调研职业教育工作，勉励广大学生展现新时代“工匠之师”的良好风采。

———— 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 ———— ———————————— 双证书一体化特色人才培养模式 ————————————

咨询热线：400-022-9678
咨询QQ群（天津）：757846973
微信公众号：天职师大招办

E-mail：tutezsb@tute.edu.cn
招生信息网：http：//zb.tute.edu.cn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1310号

2021年，学校面向全国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招生，在津招生计划577
人。在津招生专业涵盖了教育学、工
学、理学、文学、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
七大学科门类，其中师范类专业25个，
双证书专业28个。新能源汽车工程、
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学
前教育等新增专业在津均投放有招生
计划。在津招生专业选考科目主要分
为不限选考科目、限选物理两大类，建
议考生在报考时参照历年各专业录取
分数和位次，专业志愿之间拉开一定梯
度，并选择服从专业调剂，减少因专业
志愿不能满足被退档的风险。

学校继续与爱尔兰斯莱戈理工学
院合作办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项目
采取“3+1”合作办学模式，学生前三年
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学习，达到规
定的出国学习条件的学生可赴爱尔兰
斯莱戈理工学院进行第四年学习。赴

爱尔兰斯莱戈理工学院留学的学生，经
考核合格后，可获得由天津职业技术师
范大学颁发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
位证书以及爱尔兰斯莱戈理工学院授
予的学士学位。

学校继续与天津交通职业学院、天
津职业大学、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城市职业
学院、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等六所高
职院校开展联合培养技术应用型、高端
技能型人才试点工作。高职院校负责
联合培养专业的教学实施、学生管理和
日常生活管理，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对教育教学质量进行全程监控。学生
在规定时间内修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规定课程，达到毕业要求的，颁发天津
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证书，达到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学士学位标准
的学生，授予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学
士学位证书。

学校实施灵活的转专业政策，
充分体现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和
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的原则。在校
生均可以在一、二年级的春季学期
提出转专业申请，各学院结合自身
专业特点，制定并公示考核方式（如
笔试、面试、平时考查等），经转入学
院考核合格即可以实现专业调整。

学生转专业后，其所学课程按
转入年级的专业培养计划要求执
行，学籍及组织关系转入新专业所
在学院。学生在原专业所学的必修
课程，如学时数和基本要求相当于
或高于转入专业相应课程，则承认
该课程的成绩和学分，其它已获学
分课程可记入公选课学分。

—————— 转专业政策 ——————

——— 2021年在津招生577人 ———

学校优势学科及特色专业一览表

专业组
序号

12531

12532

12533

12534

12535

32538

32539

32537

3253A

3253B

32536

录取批次

普通类本科批A阶段

普通类本科批A阶段

普通类本科批A阶段

艺术类本科批校考阶段

艺术类本科统考A
（美术及设计学）类

普通类本科批A阶段

普通类本科批A阶段

普通类本科批A阶段

普通类本科批A阶段

普通类本科批A阶段

普通类本科批A阶段

招生
计划

65

161

20

1

30

60

90

60

30

30

30

选考
科目要求
不限

选考科目

限选物理

限选物理

不限
选考科目
不限

选考科目

限选物理

限选物理

限选物理

限选物理

不限
选考科目

限选物理

2020年录取
最低分/位次

563/22098

536/28132

518/32072

332

527.495/915

481/39836

496/36824

505/34919

504/35152

——

——

培养地点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天津职业大学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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