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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简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是1931年诞生

于江西瑞金的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是毛
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率先创建的工
程技术学校。 1958年学校迁址西安，1966
年转为地方建制，1988年定为现名。 建校
80余年来，学校始终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
度重视，是我国“一五”重点建设的项目之
一，20世纪60年代，学校就以“西军电”之
称蜚声海内外。 毛泽东同志曾先后两次为
学校题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
朴素”。 学校现建设有南北两个校区，总占
地面积约270公顷。 现有各类在校生3万余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1700余人，硕士研究生
近9000人， 本科生2万余人。 设有研究生
院。 设有通信工程学院等16个学院。 现有
2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 （覆盖6个二级学
科）、1个国家二级重点学科，33个省部级
重点学科，12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0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7个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50个本科专业。全国第三轮一级
学科评估结果中，“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科
全国排名第二，“电子科学与技术” 学科全
国排名第四。

二、师资力量
学校树立了以人为本、教师是大学核

心竞争力的理念， 锻造了一支结构合理、
富有创新精神的教师队伍。 现有专任教师
1900余名，其中，博士生导师279人，硕士生
导师845人。 学校有院士4人， 双聘院士13
人，“千人计划”入选者8人，首届“青年拔
尖人才计划”1人，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
座教授14人， 国家教育部门创新团队6个，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9人， 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5人，国家教学名师4人，国
家教学团队6个，973项目首席科学家3人，
国家教育部门新世纪优秀人才50人，中国
青年科技奖获得者4人，“何梁何利” 科学
与技术奖获得者4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
程”培养对象8人，陕西青年科技奖获得者7
人，国家教育部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17
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50人。

三、学生竞赛获奖
学科竞赛已成为西电链接社会的又

一名片，形成独特的特色品牌，学生参加
科技实践创新活动成绩斐然，突出表现如
下：

四、拔尖人才培养模式
1.教改班
生源结构：
（1）在陕西省提前批次录取的教改班

专业考生；
（2）来自全国各省份，入学成绩在我

校录取的该省一本理工类考生中排名前
20%， 入学后经教改班选拔考试合格的优
秀新生；

（3）自主选拔录取且入学后经教改班选
拔考试合格的优秀理科新生；

（4）录取的非外语类理科保送生中自
愿报名进入教改班学习者。

多种继续深造的机会
（1）单独编班、单独教学，配备优秀任

课教师，提供优良的实验环境，包括科研
实验室；

（2）凡第四学年第一学期在读 、满足

推免条件的学生， 具有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
究生资格；

（3）学校将按当年国家教育部门批复的
推荐免试研究生指标， 对各教改班给予推荐
免试研究生外校指标的倾斜；

（4）第四学年第一学期在读的教改班学生
也可以自愿放弃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选择直
接就业或通过考试攻读硕士学位。

2.卓越工程师试点班
选拔考试
新生入学后自愿报名，在入学后一个月内

由学校统一组织笔试，面试由开设“卓越工程
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的各学院组织。 各
学院根据笔试和面试的成绩确定录取名单。

培养模式及学制
学制四年，原则上按照“3+1”模式实施，

即前3学年在校内进行专业理论学习， 第4学
年到企业进行联合培养。

试点班的特色与优势
1.凡符合学校相关规定者，可获得推荐

免试攻读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资格。
2.采用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模式，注重

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就业
前景好， 学校已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等
大型知名企业合作联合培养本试点班学生，
在同等条件下， 企业将优先录用本试点班的
学生就业。

3.专业是我校的优势专业（专业排名在
国内高校中名列前茅）， 拥有一支学术水平
高、教学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

五、出国留学项目
截至目前，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已与世界

上80多个国家的300余所大学、 科研机构和跨
国公司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交流与合作。 在此
基础上， 与20多个国家的近百所知名高校签
署了校际合作交流协议， 共同设立了多种形
式的学生联合培养模式，开展的“本科生联合
培养”、“本硕连读”、“双硕士”、“硕博连读”、“双
博士”等交流项目多达40多个。 目前比较成熟
的有法国“3+3本硕连读联合培养项目”、德国
“本硕连读项目”、美国“3+2本硕连读联合培
养项目”、英国“3+2本硕连读联合培养项目”、
中国政府奖学金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

六、中外合作办学
电子信息工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法国南特大学综合

理工学院合作举办的本硕连读教育项目，经
国家教育部门批准，每年可招生100人，学制
为四年， 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招生计
划，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入学考试，录
取学生的高考成绩达到所在省（市、区）同批
次录取控制线后，择优录取。

毕业及授位
学生达到毕业条件后可获得由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颁发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毕业
证书和学位证书， 并获得在法国包括南特大
学综合理工学院在内的综合理工集团13所学
院攻读工程师学位的资格， 完成法国工程师
阶段学习后可被法方授予法国工程师文凭，
该文凭是我国教育部门认可的硕士文凭。

七、国防生
国防生是根据军队建设需要， 由军队依

托普通高校从参加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
应届考生中招收培养的青年学生。 招收国防
生旨在培养造就既具有地方大学生基础扎
实、知识面宽、创新能力强等特点，又具备军
人意志坚强、忠于职守、令行禁止的高素质新
型专业技术军官和指挥军官。 经解放军总政
部门批准，2001年空军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设立选培办，并开展国防生招收选拔工作，累
计招选国防生1900余名， 目前在校就读国防
生500余名。

报考条件：
*20周岁以下普通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

可以报考。
*身体健康，符合《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

格检查标准》。
*须在提前批次填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国防生及报考专业。
*须参加由各省军区统一组织的政审、面

试、体检。
相关政策：
*理论基础扎实，知识面宽，个人综合素

质将得到全面培养锻炼。
*国防生的录取在提前批次进行，未被录

取的考生不影响后续批次高校的录取， 考生

增加了一次被录取的机会。
*一般利用双休日和暑假进行军政训练，

不影响正常学习。
*国防生自入校之日起，享受军队支付的

每学年10000元国防奖学金，几乎无学费生活
费负担。

*无就业压力，毕业后定向分配到军队工
作，由军队任命为现役军官，并统一分配到部
队或院校、训练和科研机构等单位工作。

*国防生的专业设置比较好，是我校优势
强项专业，也是军队急需紧缺人才的专业。

八、本科生就业
学校先后为国家输送了16万余名电子信

息领域的高级人才，产生了120多位解放军将
领，成长起了16位两院院士，近10位国家副部
级以上领导， 培养了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
传志，国际GSM奖获得者李默芳，欧洲科学

院院士、著名的纳米技术专家王中林，“神五”
和“神六”飞船副总设计师、“天宫一号”目标
飞行器总设计师杨宏等一大批IT行业领军人
物和技术骨干， 以及数十位科研院所所长和
大学校长等。

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一直
保持在98%和96%以上， 位居全国高校前列。
2012年， 学校入选全国50所毕业生就业典型
经验高校之一。

还记得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的电影
吗？ 片中极具辨识度的大礼堂正是东南大学四
牌楼校区的标志性建筑。

大学之大， 不在大楼， 而在大师、 大爱与
大美。 东大的校园是青春的校园， 也是充满大
爱和大美的家园。 在这里， 东南大学将为你搭
建青春的舞台， 青春激扬处， 时时有温情， 处
处显大爱， 这是一个无形的气场。 从入学、 在
学到毕业， 东大用大爱与大美为你安放青春、
筑梦圆梦。

作为教育部率先试行高考自主招生改革的
高校， 东南大学不拘一格降人才， 于细微之处
见真章， 力争让每个怀揣梦想的学子都能在走
进东大后释放活力， 健康成长， 今年东大又开
始实施2014年自主选拔专项 “筑梦计划”， 让边
远、 贫困、 民族地区县及县以下中学勤奋好学、
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圆梦东大。 “不让一个学
生因为贫困而辍学”， 东大将对每位新生的呵护
关爱做到实处， 不仅开辟了入学绿色通道， 还
专门制定了完善的奖、 贷、 助、 勤方案。

穆穆学府 ,郁郁乎文。 为了让 “精彩人生
从东大启航”， 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是专为新
生打造的新生文化季， 这里有上百个社团为你
提供兴趣的舞台， 有精彩的文艺汇演让你展现
自我， 你可以尽情地参与、 励翅东南、 绽放青
春， 在享受精神盛宴和文化高峰体验的同时，
充分感受东南大学作为江左文枢的深厚文化底
蕴， 以及百年学府崇高、 沉静、 雄毅的精神气
质， 从而开启新的文化之旅， 叩开瑰丽和壮美
的人生之门。

“学在东大”， 你可以在严谨的学风中与
大师面对面， 感受科学的魅力， 感悟大爱的力
量。 包括院士、 长江学者、 博导在内的2500名
教师将为你开设丰富多彩的课程， 在 “理论教
学、 实践教学、 自主研学、 网络助学” 四位一
体的教学模式中， 你可以在课堂上跟随名师追
踪学科前沿， 也可以在实验室动手实现科技创
新， 更可以在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中释放科研

潜能。 在灵活的学分制和弹性学制中， 你可以拥
有更多的转院系、 转专业等选择权和选择空间。
在以吴健雄先生命名的 “人才培养特区” 吴健雄
学院， 你可以有机会进入 “高等理工实验班 ”，
接受 “卓越化、 个性化、 国际化” 培养。 在土木
建筑类、 电子信息类、 机械能环类等国家级特色
专业和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你可以
选择进入本、 硕、 博贯通的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 “， 接受研发型、 复合型、 创新型高层次
工程人才培养。 在国家大学科技园， 你可以在创
业的舞台上一展身手， 东大校友、 途牛总裁于敦
德等将做你的创业导师……

大学时光 ， 你可以徜徉在古老庄严的校园
里， 直面百年学府的风雅， 你可以在人文大讲堂
里零距离聆听人文名家的不吝教诲， 感受人文东
南的春风细雨。 在名扬天下的东南大学人文大讲
堂上， 余秋雨、 王蒙、 白先勇、 刘墉、 席慕容、
谢晋、 张艺谋、 萧平、 水均益、 易中天、 于丹、
六小龄童、 濮存昕、 彭林……已有数百位文化大
师、 学术巨匠、 艺术名家以及社会各界成功人士
纷纷走进东大， 让东大学子浸润文化的力量和生
命的真义。 10余年来， 依托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
教育基地 ， 东大已有近 500门人文选修课程 、
1500余场高水平人文讲座、 200余场高层次文化
活动在东南大学呈现。 昆曲等传统艺术、 新年音
乐会等高雅艺术在这里盛开。 如今, “华灯初上，
大师入席； 群生拥座， 校歌声起” 成为东大人追
求博雅文化最为动人的场面。

缤纷毕业季， 十大最有影响力的评选将为你
搭建更加个性化的青春舞台， 精彩人生从此起飞
远航。 “勤奋努力、 功底扎实、 动手能力强、 综
合素质好”， 东大学子一贯以而备受用人单位和
社会各界的赞誉。 在平均每年东大校园里的1200
场招聘会上， 就可以找到分布于重点行业、 高新
技术行业等领域的满意工作。 多年来， 东大的就
业率保持在98%以上。

轻轻地， 你来了， 在即将绽放的青春里， 东
南大学与你同行……

致 青 春
———百年名校东南大学写给青春的你

又是一年春华， 青
葱的脚步正纷纷地踏
近， 在古都南京， 百年
名校东南大学正敞开怀
抱， 等待你的到来……

112年前， 一个注
定要在中国现代高教史
上留下深刻印记、 并与
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大
学诞生在古都南京， 她
曾有“北大以文史哲著
称， 东大以科学名世”
之称； 她曾是全国院系
最全、 规模最大的大学
之一， 亚洲排名第一；
她曾培养出了200余位
两院院士……她就是素
有“学府圣地” 和“东
南学府第一流” 之美誉
的———东南大学。

“六朝松下听箫
韶”， 千年的文脉在这
里生长， 不朽的青春在
这里激扬。 东南大学，
她始终敞开怀抱欢迎
你， 当你不经意地停下
脚步， 唯愿你能聆听这
段致青春的心语。

六朝松的年轮， 镌刻着东南大学从
三江师范学堂肇始， 到两江优级师范学
堂 “嚼得菜根， 做得大事” 的理念， 从
“民族、 民主、 科学” 的南高精神， 到国
立东南大学 “止于至善” 的校训， 从国
立中央大学 “诚、 朴、 雄、 伟” 之学风，
再到南京工学院 “严谨 、 求实 、 团结 、
奋进” 的校风， 上世纪80年代复更名为东
南大学后， “止于至善” 之精神再次成
为东大人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

这里曾是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 ， 南
高—东大被誉为 “中国自然科学的发祥
地”， 同时， 这里还是 “学衡派 “的诞生
地， 成为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地。 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南大学声誉鹊起。 在
“科学名世 ” 的同时 ， 东南大学人文日
新， “东大文史哲教授， 实在不亚于北
大”。

在东大， 科学巨匠竺可桢开创中国
气象事业之先河， 茅以升首创工科。 作
为中国现代建筑学教育的发源地， “中
国建筑四杰 “中刘敦桢、 童寯、 杨廷宝
三位都在东大执教， 其中素有 “南杨北
梁” 美誉的杨廷宝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
北京人民大会堂、 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工
程， 处处凝结着他的智慧。

在东大 ， 人文大师吴宓 、 梅光迪 、
刘伯明、 柳诒徵等曾创办 《学衡》 杂志，

“学衡 “自成一派。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
戈尔， 英国著名学者、 逻辑实证派大师
罗素， 美国教育家杜威等大家都曾在这
里激情演讲。 两江师范学堂时期， 时任
校长李瑞清在此设立图画手工科， 首开
我国现代艺术教育先河。 随后， 音乐教
育家李叔同 ， 戏曲研究和教育家吴梅 ，
美学大师宗白华， 绘画大师吕凤子、 陈
之佛、 徐悲鸿、 傅抱石、 吴作人等诸多
艺术教育大师都曾执教于此。 东大校园
里散播着艺术教育的种子， 为代代东大
学子插上了隐形的翅膀， 如今在这里诞
生的国内首个艺术学专业， 仍然在传承
着人文大美的风华。

“以科学名世 以人才报国”， 卓越
的工科是东南大学的特色 ， 科学创新 、
为国奉献是东南大学勇攀高峰的动力 。
无论是 “板凳宁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
空” 的治学态度， 还是 “学在东大” 的
严谨学风， 抑或是 “苦练内功、 宁静致
远” 的科研精神， 都潜移默化地铸就着
一代代东大人的品格与内涵， 激励他们
在国家各个行业战线躬身奋斗。

尤肖虎，他领衔的移动通信国家重点
实验室团队，历经20年如一日的刻苦攻关，

终于解决了宽带移动通信容量逼近传输的
世界性难题， 荣获2011年度国家技术发明
一等奖，这是通信领域首获国家最高奖项。
从2G到3G再到4G，尤肖虎团队的创新研究
让中国的移动通信比肩世界， 成为中国少
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产业之一，不
仅让全国几亿人受益， 更证明今日的东南
大学同样可以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

2012年 ,承传东南大学建筑学教育衣
钵的校友王澍被授予誉为建筑界 “诺贝
尔奖” 的普利兹克建筑奖， 成为首位获

得该奖的中国建筑师。 王澍曾言， “我的传
统文化理念是在东南大学形成的。 在当建筑
师之前 ,我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 ,一个文人。
不能唯利是图， 要有立场， 存风骨， 过有信
念的生活。” 王澍坦言， 东南大学蕴藏的是
一种凝重的文化。 “这种文化气氛在潜移默
化中影响着我， 也正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
化浸润， 影响了我的一生。”

不仅在建筑学科、 信息学科， 在2012年
第三轮全国学科评估中， 东南大学生物医学
工程、 交通运输工程、 艺术学理论三个学科
更是名列全国之首， 排名之冠的学科数并列
全国高校第七位， 共计12个学科进入全国前
七位， 这些学科翘楚都写下创新殿堂里的绚
丽篇章。

付出总有回报。 从2010年起， 东南大学
已连续4年每年均获得3项以上国家大奖， 近
5年共牵头摘得15项国家大奖， 这是东南大
学瞄准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目标、 潜心提升核
心竞争力、 扎实服务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显著成果的缩影， 也是东南大学坚持始终围
绕 “政府最关心、 企业最感兴趣、 老百姓最
需要” 的理念进行产学研合作， 服务地方经
济发展的结晶。

青春的舞台上， 大爱与大美助你圆梦

历史的厚重里， 科学与人文交相辉映

创新的殿堂里， 大师与校友不懈追求

1931年建成的大礼堂是无数校友心中镌刻的纪念 来吧， 到东南大学来

全国重点大学 国家教育部门直属高校 全国设有研究生院的56所高校之一 首批设有示范性软件学院的35所高校之一
全国具有自主选拔录取资格的高校之一 国家“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之一 国家“211工程”项目重点建设高校之一
1959年中央首批批准的全国20所重点大学之一 首批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61所高校之一 首批设有国家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基地的9所高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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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西军电 西北电讯工程学院）

2014年微软创新杯中国区总决赛一等奖

� 西电学子获得2013年微软创新杯
中国区决赛第一名

2013届本科毕业生去向分布情况

十大军工集团 375人
电子信息一流标志性单位 1230人
C9大学深造 225人
中科院深造 72人
出国留学 308人
世界前100名大学深造 10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