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工学院“创新菁英计划” 

2020 年全日制机械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推免说明 

 

2020年我院计划招收“创新菁英计划”全日制机械硕士专业学位推免生，基本学习年限为 3年，

采取双课堂、双导师、双身份、双考核的“4双”培养模式，培养具有突出的创新精神、深厚的专业

知识和优秀的专业技能，并能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的高端创新创业人才。 

 

1、招生单位：北京大学工学院（00086） 

2、招生入口专业：机械（0855） 

3、招生方向：本专业将围绕前沿技术应用研究和产品转化，开展①现代制造和机器人、②先进材料

与装备、③生物医学工程、④环境装备、⑤工业设计等方向的研究。 

（1） 现代制造和机器人：研究复合材料制造技术及装备、金属增材制造工艺模拟技术、制造技

术及装备、信息材料核心科学仪器装备、医用机器人、水下机器人、微纳系统等。   

（2） 先进材料与装备：研究新型能源材料、先进复合材料、柔性材料、信息与光电材料等的制

造与装备。 

（3） 生物医学工程：将光学、精密机械、材料、微电子学、现代计算机技术、医学等先进技术

融合，研究医学图像处理技术、新型医学影像设备、智能化医疗设备、体外诊断医疗器械等。  

（4） 环境装备：将现代装备、材料、生物技术、控制与智能等先进技术融合，研究用于环境监

测与检测、污染治理、能源资源高效利用的装备。 

（5） 工业设计：将工业设计与工程技术相融合，拓展其应用范围和实现能力，以问题为导向，

研究高技术高设计的产品，提高设计的含金量和竞争能力。 

注：报名时不区分研究方向，最终研究方向将在生源结构和个人意愿的基础上确定。 

4、推免报名及申请材料寄送：按照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工学院通知执行。 

报名系统 2019 年 9月 19 日下午 17:00关闭。申请人进入北京大学研究生招生网，通过“网上报名”

模块在线填报志愿信息。网址 https://admission.pku.edu.cn/ 

（1） 申请办法与流程（含须提交的申请材料）： 

详见《北京大学 2020 年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办法(校本部)》（点击可查看） 

（2） 申请材料寄送要求：详见北京大学工学院通知（点击可查看） 

（3） 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理科 5 号楼 625（请使用 EMS 或者顺丰快递，不接

受到付）；邮编：100871；收件人：李推免；收件人联系电话：(010)62759755。 

（4） 材料寄送要求： 

A. 书面材料，不要装订（不需要分类，不需要订书钉，不需要曲别针），直接按顺序排放整齐，最

后使用燕尾夹即可； 

B. 北京申请者也可在截止日期前工作日日直接送达北京大学理科 5号楼 625； 

https://admission.pku.edu.cn/
https://admission.pku.edu.cn/zsxx/sszs/tjms/index.htm
https://admission.pku.edu.cn/zsxx/sszs/tjms/index.htm
http://www.coe.pku.edu.cn/xwxx/jxtz/yjstz/917972.htm
http://www.coe.pku.edu.cn/xwxx/jxtz/yjstz/917972.htm


C. 请务必使用 EMS或者顺丰快递，并注明“推免申请材料”； 

D. 材料接收截止至 9 月 19日(以当地邮戳为准，含 19日当天)，请尽早寄出，以免影响复试安排； 

E. 参加过夏令营的同学也须邮寄以上材料； 

F. 北大工学院本科生可不必提交 3、4、5，其他材料依序放置，无需装订； 

G. 报名成功后，学术型研究生请在申请表（材料 1）报考专业后面手动填写拟报考导师姓名。 

H. 成绩单和排名需为前 6个学期的成绩与排名，请与教务老师确认沟通好后填写。 

I. 推荐信的要求：需要 2位副教授（含）以上职称专家分别推荐。 

J. 全部申请材料一经收到，恕不退还。只网上报名，不提供纸质材料视为自动放弃。 

5、注意事项： 

（1）报名者须获得本科学校保送资格。 

（2）报名时须选择：北京大学工学院（00086）、机械专业（0855）。 

（3）本项目入学后确定导师，报名时不用确定导师（申请表中不用填导师）。 

（4）初审时依次考虑如下方面：申请者科研经历、科技创新或实践经历、专业相关度、所在高校及

成绩排名、外语成绩、所获奖励等。 

6、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10-62758077、60976578 

咨询邮件：ilp@coe.pku.edu.cn 

咨询微信号：18813078971（加好友备注“20推免+真实姓名”） 

咨询接待：北京大学王克桢楼 804A、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 1号楼四层 

 

 

【常见问题解答】 

1、导出的表格为乱码怎么办？ 

答：请使用火狐浏览器，或 chrome浏览器。 

2、填报信息有误需要修改怎么办？ 

答：在北大工学院未收到材料之前，本人可以随时登录系统进行修改，请保证最后邮寄到工学院的

材料是最终版本（不要再次下载或者打印），否则验证码将无法通过。 

3、申请表（材料 1）导出的表格中有推荐人信息，实际填报中并未填写怎么办？ 

答：推荐人信息可为空，也可按实际情况手动填写。 

4、导师无法选择怎么填写导师？ 

答：专业学位（机械专业）无需填写导师姓名。 

5、单位推荐意见要等公示后才能填写及盖章怎么办？ 

答：打印表格，单位推荐意见先空，邮寄材料，等能盖章了之后，再次补寄材料，补寄时间可在 9月

末之前。 

6、常见的材料不合格原因有： 

申请表（材料 1）申请人签名未完成，个人陈述（材料 2）申请人签名未完成。 

mailto:ilp@coe.pku.edu.cn


专业学位硕士博士
研 究 生 项 目 说 明

INNOVATION

LEADER

PROGRAM

创新菁英计划

“创新菁英计划”由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
(以下简称“协同院”)与北京大学、斯坦
福、密西根、康奈尔、美国西北、香港科
大、ArtCenter、Babson College等世界
一流高校联合实施，采取双课堂、双导师、
双身份、双考核的“4双”培养模式，打破
国别限制、大学围墙和知识边界，培养具有
“自由求真的探索精神、专业系统的知识体
系、知行合一的行为模式、顶天立地的创造
能力”的高端创新创业人才。

以培养具有突出的创新精神、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优秀的专业技能，能创造性地解决复杂实际问题
的高端创新创业人才为目标，开展工程技术（含制造、机器人、材料、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学
工程等方向）、科技设计、创新创业管理三类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形成高端创新创业综合性人
才培养体系。

培养模式 培养特色

培养目标

全面扎实的理论学习

学生在大学相关专业全面
学 习 该 专 业 基 础 理 论 知
识，培养创新思维与知识
整合的系统能力，为技术
创新和产业发展形成知识
支撑，保证创新的高水平
和持续性。

严格高端的创新实践

学生在协同院可获得专项科
研经费资助、组建个人实验
室、相对独立开展科研活
动，或者获得投资组建创业
公司，有效提高其独立进行
项目策划、队伍建设、工作
管理、技术转化等能力。

创有所值的经济回报

学生自在协同院从事科研
转化、创业活动起，可获
得丰厚奖学金，同时可分
享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或创
业收益，达到学习、科研
与创业的结合。

跨校多科的交流协作

来自北京大学、密西根大学
等一批一流大学的不同学科
的优秀学子，在一起共同生
活、学习和创新创业，不同
文化、知识、能力与性格的
协作，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成
果，缔结终身受益的友谊。

知行合一的人生旅程

学 知 识 、 练 能 力 、 谋 未
来，三位一体。

系统优质的创新教育

学生在协同院系统学习产品
管理与设计、技术解析、工
商管理创新创业课程，培养
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设计与
商业策划的系统能力，能够
将设计、技术、商业、用户
与文化有机整合，保证创新
的有效性。

专业理论课
创新创业课

创新创业实战

学术导师 创新导师

学生 准科研人员

专业理论

北大学历学位证书

科研成果水平

及转化绩效

双课堂

双导师

双身份

双考核

大学 协同院

协同院创新能级证书



课程设置

就业优势奖学金及学习支持

项目微信意向登记

联系方式：
电话：
010-62758077
010-60976578

邮箱：
ilp@coe.pku.edu.cn
地址：
北京大学王克桢楼804A

参加“创新创业实战”期间，硕士
生人均奖学金预算6万元/年，博士
生人均奖学金预算12万元/年，全年
级同学汇总并按照个人创新表现决
定发放额度及方式。具体资助标准
及申请办法以当年发布通知为准。

奖学金

学生毕业后若被协同院录用或与协
同院联合开展创业，经申请和评估
后将获得学费补贴。

学费补贴

协同院协助提供宿舍，学生需缴纳
住宿费。

住宿安排

学生作为准课题负责人负责实施的
项目若在就读期间实现技术转移，
将获得技术转移收益奖励。

技术转移
收益分享

创业绿色通道
优秀毕业生作为负责人组建创业团队，可获得协
同院“我创新你创业计划”绿色通道，由协同院
投入技术，协同院基金及社会资本提供资金，与
创业团队共同组建公司进行技术产业化。

协同院录用
优秀应届毕业生可获
得协同院优先录用(符
合申请条件者入职后
解决北京户口)。

名企内推资格
优秀应届毕业生可获
得协同院合作的著名
企事业单位的招聘内
推资格。

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简介
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是北京市为更好地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将北京建成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指
示，以北大、清华等14所大学为基础组建的新型
先进技术研究机构。致力于整合全球顶尖创新资
源，创造与应用新知识，培养高端创新创业人
才，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独树一帜的产学
研协同创新模式得到国内外著名大学、企业的高
度认可及积极参与，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国
人大、科技部及北京市的高度肯定和大力支持。
网址  http://www.bici.org/

创新创业实战是“创新菁英计划”的特色及核心环
节，技术类、设计类研究生须从转化课题、产业课
题、自主课题、创业课题等四种课题中任选一种或几
种提交课题策划报告，管理类研究生还可提出创新管
理课题。协同院对课题建议进行评估，立项后提供经
费，学生在协同院创新导师指导下，相对独立组建团
队完成科研或创业训练。

从协同院科研成果中，选择一项或多
项，围绕特定的应用，进行工程技术研
发及转化；

转化课题

从企业委托课题中选择一项，或自主开发
企业需求，设计解决方案；

产业课题

根据所学知识和市场需求，提出具有明确
应用前景和竞争能力，可行性强的课题；

自主课题

以协同院的项目为依托，策划及实施创
业，或者以协同院已经成立的创业公司为
依托，承担与专业对口的重要任务；

创业课题

针对科技创新管理中的难点问题开展研
究。

创新管理
课题

主要教授相关专业基础理论与方

法，培养对应专业的基础知识和科

研能力，由北京大学开设。专业理论课

创新创业课

主要教授知识融合的方法与技能，包

括“产品管理与设计”、“技术解

析”、“商业模式创新”三类课程，

由协同院与北京大学共同开设。

创新创业
实战

以真实项目为基础进行科研或创业

训练，提高实战能力。

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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