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入新一代工程
领袖队伍



创新。体验。引领。

东北大学工程研究生院是顶级精英型 R1 级研究机构。我们将严谨的跨学

科学术与体验式学习和聚合研究相结合，帮助新一代工程领袖为应对日益

复杂的全球挑战和造福社会做好准备。 

凭借创新的体验式教育、旗舰合作教育计划和多学科研究发展方向， 

我们已成功跻身全球一流的工程院校。

合作教育/实习领域排名第 1 
2020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最顶尖的 31 所工程研究生院之一
2021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毕业生创业领域排名第 10 
2020 普林斯顿评论

就业服务领域排名第 4 
2020 普林斯顿评论



量身定制你的发展道路

无论你的目标是实现职业发展、转换到新领域还是进行变革性研究， 

东北大学的工程类研究生课程都能帮助你走上成功之路。学校的五个工

程类院系共提供 45 个理学硕士、博士学位和研究生证书，涵盖传统学

科和应用研究领域。通过灵活的专攻方向、路线和丰富的选修课程， 

学生可根据自己的个人目标定制学习体验。 

15 种研究生证书涵盖工学、商学和领导学，帮助学生进一步定制教育 

经历。证书课程可作为研究生学位课程的补充，未来还可用于申请东 

北大学工程硕士学位的课程学分。 

灵活满足学生需求

硕士生可选择不同的学习路线，包括课

业、项目和论文。有志攻读博士学位的

学生可在获得理学学士学位之后直接进

入博士课程，或者在攻读理学硕 

士学位期间提前开始进修。学生可选择

全日制或在职攻读学位，还可以选择 

课堂、网络和混合授课形式（因课程 

而异）。

毕业生进入顶级机构任职
创新的课程将为学生今后进入工商企业、政府实验室、研究实验室和教育机构担任技术和领导职务奠定扎实的 

基础。

研究
国立卫生研究院

波士顿儿童医院

布里格姆女子医院

德雷伯实验室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

麻省理工林肯实验室

默克公司 
夏尔公司

阿贡、布鲁克海文、橡树岭等国家实

验室 
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

学术
加州大学（伯克利、洛杉矶、 

旧金山）

麻省理工学院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波士顿大学

伦斯勒理工学院

哈佛医学院

马里兰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

多伦多大学

贝勒医学院

工商

谷歌，微软，百时美施贵宝，卡特 

彼勒，思科，福特汽车，强生，维萨，

三星，英特尔，道明尼能源，MITRE，

百事，戴尔，亚马逊，BAE 系统， 

雷神，IBM，PayPal，西门子， 

苹果，EMD Millipore，施耐德电气，

宝洁，通用电气，Wayfair，Leidos 

Engineering，捷蓝，Facebook

太空探索，特斯拉



坐落在创新中心

东北大学工程学院位于波士顿，在西雅图和硅谷设有工 

程研究生学位课程，与全球大学体系一道提供灵活的 

学习与合作研究机会。东北大学的大学体系不断扩大， 

涵盖的据点包括波士顿、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伦敦、 

缅因州波特兰、旧金山、西雅图、硅谷、多伦多和 

温哥华。

90 项青年研究者奖

48 项国家科学基金会 
职业奖

DAVID MEDINA，2020 届博士生
化学工程

化学工程博士生 David Medina 在 Thomas Webster 

教授的纳米医学实验室工作期间有了开创性的 

发现。他利用细菌生成的纳米粒子能够特别有效 

地杀死培养它们的任何细胞类型，包括对传统抗 

生素耐药的菌株以及肿瘤细胞。该研究为对抗日 

益增多的抗生素耐药感染和设计基于纳米粒子的 

癌症疗法提供了新的方向。



跨学科研究

东北大学是顶尖研究机构，权威的卡内

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对其研究活动给予

了非常高的评分。学生将有机会在最先

进的设施中与成就斐然的教职员工一同

参与不同程度的跨学科研究。学生还将

受益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些伙伴

来自当地和全球的工商界、政府部门、

研究实验室、医院和学术机构。  

全校共设有 17 个多学科研究中心和研 

究所。研究课题包括卫生、可持续发展

和安全领域的全球挑战，以及机器人和

物联网等重点领域。 

我们为学生提供大量研究机会。学生将

有机会参加地区海报设计比赛、申请旅

游奖学金、担任研究助理、出席专业 

会议以及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从而

在感兴趣的领域获得丰富的教育和实践 

经验。 

6700 万美元 外部研究奖励 
(2019 年)

17 个多学科研究中心和研究所，资金来自 
8 家联邦机构



体验驱动型学习

在东北大学的教育理念中，体验是核心。 

合作教育。我们的合作教育计划闻名世界，将课堂教学与

职业工作经验合二为一。通过合作教育计划，学生在学习

学术课程之余将有机会在自己选择的领域获得长达八个月

的行业或研究工作经历——毕业时它将成为一项优势。 

2101
家雇主合 

作伙伴 

(2017-2019) 

2019 年共有近 1,000 名毕 

业生就业

我最后选择了东北大学， 

因为这里的课程非常成熟， 

而且所在城市波士顿是工业 

中心，合作教育计划也非常 

适合我这样的国际学生， 

可以帮助我获得在美国工 

作的经验。”

Vineel Kondiboyina，生物工程硕士

访问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了解更多毕业生

的事迹

bit.ly/nucoegrad

NISHITA SIKKA
电信网络

Nishita 参加了沃尔沃集团北美总部的合作教育计划，

在自动化、Web 开发和网络基础设施领域积累了宝贵

的经验。 

学生借海报设计大赛 
展示研究成果

在东北大学与国家癌症研究所出资设立的丹娜法伯/ 
哈佛癌症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 CaNCURE 海报设计大 

赛中，化学工程硕士 Aida Lopez Ruiz 设计的海报作品

《银钯和银铂抗菌抗癌剂》获得“人民选择奖”

和“最佳海报奖”。 

http://bit.ly/nucoegra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LhhkwA5A0k&list=PLvBXY8PZ-n1opmHUQ8P3jcvwjAhRM4ZE5&index=2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LhhkwA5A0k&list=PLvBXY8PZ-n1opmHUQ8P3jcvwjAhRM4ZE5&index=27


体验型博士课程。博士生可参加东北大学的体

验型博士课程。该课程提供实习、助学金、 

实践机会、领导力计划和其他特别计划。 

学生将有机会进入工商、政府、学术和非 

盈利组织等合作机构，从极富挑战性的工作 

任务中获益良多。另外，该课程还为学生 

提供在主攻方向之外进行研究的难得机会。

创业。东北大学在《普林斯顿评论》评选的 

2020 年“最具创业精神的研究生院”中排 

名第 10。借助支持性的多学科研究团体和遍 

布校园的创业生态环境，已有多名工程专业教 

职人员和学生在东北大学实验室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成立了衍生企业。

机械工程博士生 Soroush Kamrava 正在研究如何将折纸创意与超 

材料相结合，目的是研发能够收缩、吸能再恢复原状的新型材料。

为了结合实验室成果研发应用型产品，化学工程副教授 Edgar Goluch  
成立了 QSM Diagnostics 公司。该公司的传感器技术能够迅速诊断 

动物体内的细菌感染，进而加快治疗速度。 



热情好客的社区

来到东北大学，你将加入一个多元化、充满活力、热情四射的社区， 

成员们全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学生。工程学院拥有超过 50 个学生 

团体，还有丰富的校级活动和资源。其中包括博士生网络以及参加不 

同研究、活动和讲座的机会，还有地区和国家级的各类竞赛。

财务支持

全日制研究生可结合自身特质申请

多项极具竞争力的奖学金和知名的

助学金。 

所有获得学士学位的东北大学校友均

可申请 Double Husky 奖学金。该奖

学金包括免除 25% 学费，全日制或

在职攻读工程类硕士学位或研究生证

书课程的学生还适用快速申请程序。 

录取

入学方式不拘一格。整个研究生申请过程完全实现电子化。部分申

请者无需满足 GRE 和/或托福/雅思（英语水平考试）要求。学校还

定期通过特别活动和促销免除申请费用。

本科学历要求：一般情况下，申请者必须拥有（或正在攻读）工程

类本科学位，且所学专业与其感兴趣的研究生课程密切相关。部分

课程也招收科学、数学、技术、计算机科学和非理工类专业的本科

毕业生。 

如需查看具体录取条件，请访问 
coe.northeastern.edu/admissions 

http://coe.northeastern.edu/admissions


快速获得硕士学位

工程学院为拥有东北大学工程类专业学士学位并且希望在短 

时间内获得硕士学位的学生提供“PlusOne”计划。获准进入 

“PlusOne”计划的本科生可借助部分本科课程满足硕士学位 

的要求。通过这种方式，学生通常可在获得学士学位之后一 

年内获得硕士学位。
8474

2019 年工程 
学院学生总 
人数

3825
名硕士生

648
名博士生

学术课程

理学硕士
生物工程 
化学工程 
土木工程

信息物理系统

数据分析工程

数据架构与管理

数据科学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领导力

能源系统*
能源系统学术相关*– （面向非理工类专业本科生）

工程管理*
工程与公共政策

环境工程

人因工程

工业工程

信息系统

机械工程

运筹学

机器人学

软件工程系统

可持续建筑系统

电信网络

博士
生物工程 
化学工程

土木工程

计算机工程

网络安全

电气工程

工业工程

跨学科工程

机械工程 

研究生证书
区块链与智能合约工程

宽带无线系统

计算机系统工程

数据分析工程

能源系统*
能源系统管理*
工程经济决策*
工程管理*
Gordon 工程领导力

IP 电话系统

精益六西格玛*
过程安全工程

可再生能源*
供应链工程管理*
可持续能源系统

技术系统管理

* 提供网络授课选项的课程



生物工程系

生物工程是工程学中一个发展迅速的类别。

美国人口老龄化以及国民对健康问题的重视

是推动这一领域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生物

工程师的工作是增进对健康和疾病相关生理

过程的理解，同时改善诊断和治疗使用的方

法和设备。 

生物工程系的教职人员与来自工程学院、 

药物科学学院、生物学院、化学学院、 

物理治疗学院的同事建立了高度跨学科 

的合作关系。东北大学紧邻世界知名的波 

士顿隆伍德医疗区，可为学生提供进行工 

程学、医学和生物学综合研究的绝佳机会。  

地点：波士顿

bioe.northeastern.edu

146 名研究生

22 名终身/预备 
终身教职员工

1400 万美元
外部研究奖励 

(2017-2019)

理学硕士。生物工程硕士课程面向

不同背景的学生，包括理工类专业

本科毕业生，希望在申请医学院之

前提升学历或能力的学生，以及 

有志于强化技术背景、调整专业 

技能、拓宽未来就业渠道的生物科

技行业从业人员。 

学生还可参加东北大学的合作教育

计划，在学习学术课程之余获得长

达八个月的专业工作经验。

主攻方向

• 细胞与组织工程

• 生物力学

• 生物医学设备

博士。生物工程博士课程充分利用

东北大学在多个领域的优势， 

涵盖传统课程和生物工程课程。 

学生可结合自身兴趣定制专属学 

习课程，或者从四大核心研究领 

域中选择一个作为目标。有志攻 

读博士学位的本科毕业生可直接 

申请博士课程，也可先攻读硕士 

学位再申请博士课程。

研究领域

• 成像、仪器与信号处理 

• 生物力学、生物运输与 

机械生物学

• 分子、细胞与组织工程 

• 计算与系统生物学

波士顿非常适合研究生物技术或任何与生物工程

有关的课题，而东北大学在当地拥有丰富的宝贵

资源——进了东北大学，你就成功了一半。”

Millicent Gabriel，生物工程硕士

http://bioe.northeastern.edu


化学工程系

化学工程系的学生有机会攻克人类社会在

生物医学、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等领

域面临的诸多迫切挑战。研究生课程将尖

端研究与课业相结合，帮助学生深入掌握

化学工程的基本原理。学生还可通过选修

课程获得热门领域的专业知识。学生还可

参加东北大学的合作教育计划，在学习学

术课程之余结合自身兴趣获得长达八个月

的专业工作经验。                                  

地点：波士顿

che.northeastern.edu

118 名研究生

25 名终身/预备终身教
职员工

1500 万美元 外部研究奖励 

(2017-2019)

理学硕士。化学工程硕士课程通常面向化学工程或相关专业的本科毕 

业生。非相关专业毕业但有志攻读化学工程硕士学位的本科生可能需 

要修完额外的本科课程。攻读非论文硕士学位的学生可选择全日制或 

在职课程。 

博士。博士学位属于全日制课程。有志攻读博士学位的本科毕业生可直 

接申请博士课程，也可先攻读硕士学位再申请博士课程。

研究。研究生可从教职员工的各类研究课题中选择论文主题，包括两大 

战略研究领域： 

• 先进材料 

• 生物工程

利用地处波士顿市中心的优势，化学工程系积极与周边院校、医院、 

医疗中心和工商企业合作开展研究。通过教职员工及其网站和研究生 

研讨会等渠道，学生可方便地了解进行中的研究课题。研究生研讨会 

定期举办，学生可在会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大家创造一个彼此 

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东北大学的化学工程研究生课程同时提供严谨的课

程和尖端研究机会，可以说是两全其美。这里地处

波士顿市中心，丰富的合作项目为学生打开了成功

之门，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工商界。”

Zach Rogers，化学工程博士

http://che.northeastern.edu


土木与环 
境工程系
未来数十年将是关键阶段，因为气候 

变化、城市化和技术进步将彻底改变人 

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从可再生能源和 

人工智能创造的机会，到海平面升高和 

脆弱的城市基础设施带来的威胁，东北 

大学致力于为日新月异的复杂世界培养 

领导人才。 

土木工程系的战略重点是城市工程研究，

学生将有机会探讨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 

的独特互动方式，从而为迎接时代挑战 

做好充分的准备。利用模拟、智能传感、

数据与网络科学、城市信息学等领域的 

最新进展，教职员工积极开展土木基础 

设施安全、环境卫生和可持续资源工程 

等课题的研究。  

地点：波士顿

cee.northeastern.edu

242 名研究生

30 名终身/预备终身教
职员工

2400 万美元
外部研究奖励 

(2017-2019)

理学硕士。理学硕士课程提供四个学位和五个主攻方向供全日制和在 

职学生选择，涵盖土木工程和环境工程的所有领域。学生还可参加东 

北大学的合作教育计划，在学习学术课程之余获得长达八个月的专业 

工作经验。

硕士学位

• 土木工程

• 环境工程

• 工程与公共政策

• 可持续建筑系统 

土木工程主攻方向

• 施工管理

• 岩土工程/环境工程

• 结构

• 运输 

• 水、环境与海岸系统

博士。土木工程博士课程可根据土木工程和环境工程的任何主题领域进行

灵活的调整。工程研究生院还提供跨学科博士课程，内容涉及两个或多个

院系或学科的主要课程。 

研究中心

• 波多黎各污染威胁探测试验场

（PROTECT）

• 多功能车载流量嵌入式漫游 

传感器（VOTERS） 

• 儿童早期接触与发展 

研究中心（CRECE）

Udit Bhatia，跨学科工程博士

课程教会我从统计和宏观的角度而不 

是微观角度去解决工程问题。对我 

来说，这是最大的收获之一。”

http://cee.northeastern.edu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理学硕士和博士生将参与 

创新领域的研究。研究课题涵盖高性能计算 

系统的设计、分析和优化，尖端微机电驱动 

器的研制，以及智能电网、超材料、生物医 

学信号处理和通信系统的最新研究前沿。 

学生可通过一系列课程、主攻方向 

和研究领域专攻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通过严谨的课程和丰富的研究机会，学生将掌

握电气和计算机工程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实

用知识。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的使命是培养

掌握必要技能的新一代高素质工程师和研究

人员，为满足行业、政府和人类的未来需求

做贡献。

另外，学生还可参加东北大学的合作教育 

计划，在学习学术课程之余获得长达八个 

月的专业工作经验。 

地点：波士顿

ece.northeastern.edu

630 名研究生

58 名终身/预备终身教
职员工

9100 万美元 外部研究奖励 

(2017-2019)

研究领域

• 通信、控制与信号处理

• 计算机网络与安全

• 计算机系统与软件 

• 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与算法 

• 电磁学与光学

• 微系统与设备

• 电力电子、系统与控制

• 机器人学

研究中心和研究所

• 爆炸物相关威胁的意识与定位 

（ALERT）

• Bernard M. Gordon 地下传感与

成像系统研究中心（Gordon-

CenSSIS）

• 硬件与嵌入式系统安全和信任

研究中心（CHEST）

• 生物医学综合计算研究中 

心（CIBC） 

• 多铁纳米系统转化应用研究 

中心（TANMS）

• 超广域弹性电能传输网络研 

究中心（CURENT）

• 体验式机器人研究所

• 信息保障研究所（IIA）

• 无线物联网研究所

• 东北大学 SMART

我去 [丰田研究所] 面试时被问到的问题

全是我在机器人学课堂上学过的东西。

学校提供的实操项目和课堂上用到的工

具非常实用。”

Amanda Zhu，计算机工程硕士

http://ece.northeastern.edu


机械与工业工程系

机械与工业工程系为攻读理学硕士（MS）

和博士（PhD）学位的学生提供全面的 

研究和教育课程。学生将与世界知名的 

教职员工合作，在积累研究经验的同时 

实现职业发展目标。通过东北大学的合 

作教育计划，学生将有机会把学术知识 

与行业经验相结合。合作教育计划可提 

供长达八个月的专职工作经验，不仅培 

养竞争优势，而且为毕业生的履历锦上 

添花。近期合作伙伴包括：特斯拉、 

博世、Mathworks、Wayfair 和丹 

娜法伯癌症研究所。 

地点：波士顿； 
数据分析工程也位于西雅图； 
能源系统—网络授课选项；
工程管理—网络授课选项

mie.northeastern.edu

1666 名研究生

54 名终身/预备终身教
职员工

2800 万美元
外部研究奖励 

(2017-2019)

理学硕士。硕士课程包括机械工程（含主攻方向）和工业工程两大类。硕

士课程的研究领域包括能源系统、工程管理、人因工程、运筹学、数据分

析工程和机器人学。学生可通过丰富的课程和主攻方向并结合个人和专业

目标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位。 

攻读硕士课程的学生可选择不同的学习路线，包括课业、项目和论文。学

生也可选择全日制或在职攻读学位，但是可能需要满足特定限制。另外，

能源系统硕士和工程管理硕士学位还提供网络授课方式，可满足上班族的

需求。

博士。充满活力的前沿博士课程，涵盖工业工程博士、机械工程博士和跨

学科博士课程（由工程研究生院提供）。

研究领域

• 生物力学与软物质——固体

和液体

• 能源系统

• 医疗保健系统 

• 冲击力学

• 机电一体化与系统—— 

控制、机器人与人机工程

• 多相结构物质

• 多功能复合材料

• 弹性系统

• 智能可持续制造

研究中心

• 高速纳米制造研究中心

• 医疗保健系统工程研究所

http://mie.northeastern.edu


多学科研究生工程系

多学科理学硕士（MS）课程结合来自技术 

和商业领域的工程解决方案，旨在帮助学 

生为就业做好准备。通过学习软件、数据 

和网络系统等领域的高级课程并钻研复杂 

的技术项目，学生将掌握必要的技术和工 

程技能。每一门课程都注重知识和技能在 

商业和工业环境中的应用。教职人员全部 

来自工商界，授课内容也不断演进，以反 

映最新的技术和市场需求。  

课程将学术内容与实战经验相结合，帮助 

学生巩固专业能力，继而促进职业转型。 

在注重应用的同时，每一门课程都提供学 

习机会，帮助学生培养制定创新、实用、 

高效的解决方案所需的技能，让学生能 

够克服他们面临的职业挑战。                                      

coe.northeastern.edu/mgen

1705 名研 
究生

地点*：波士顿、西雅图、硅谷

*因课程而异

攻读方式：全日制、在职、校内

理学硕士学位

• 信息物理系统

• 数据架构与管理

 

• 信息系统

• 软件工程系统

• 电信网络

我们通过创新、严谨的学术课程提供既广泛又深入的理学硕士学位。 

学生将成为解决问题的能手，设计出开创性的网络、数据和软件解 

决方案来应对日益复杂的世界并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灵活的学位课程将软件放在工程范例的最前沿，目的是满足当代社会的

技术需求。学生将具备突破技术工程局限的能力，成为安全、可靠的领

先系统交付者并克服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

重点领域

• 区块链与智能合约

• 商业情报与数据分析

• 云计算

• 网络安全工程

• 数据架构

• 数据中心网络

• 数字商务

• 嵌入式系统

 

• 大数据系统工程

• 全栈软件工程

• 物联网

• 机器学习与数据科学工程

• 移动计算

• 软件定义的网络

• 用户体验设计 

学生团体

• Husky Systers Code—— 

理工类专业女生进行分享、

学习、成长和社交的平台

• AI Skunkworks——侧重于人

工智能、深度学习、机器 

学习、计算生物学和游 

戏开发 
• NU IoT Connect——对互联

设备感兴趣的学生互相交流

的平台

http://coe.northeastern.edu/m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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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
工程研究生院
地址：130 Snell Engineering Center
360 Huntington Avenue
Boston, MA  02115, USA

电话：+1 617.373.2711
传真：+1 617.373.2501

工程学院现有 180 多位终身/预备终身教职员工、17 个多

学科研究中心和研究所，资金来自 8 家联邦机构，在体

验式教育与跨学科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我们致力于

发现应对全球挑战的解决方案，最终实现造福社会。

东北大学 

成立于 1898 年的东北大学是一所全球知名的研究型大学，

也是体验驱动型终身学习领域公认的领导者。借助世界闻名

的体验式教学方法，我们帮助学生、教职员工、校友以及

合作伙伴突破学科、学位和校园的界限发挥深远的影响。

我们的据点涵盖波士顿、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伦敦、 

缅因州波特兰、旧金山、西雅图、硅谷、多伦多和温 

哥华，而且我们的全球性大学体系还在不断扩大。通过

这张庞大的网络，我们为更多人提供以学生为中心的

灵活学习机会以及注重解决方案的合作研究机会。

东北大学开设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涵盖各个学科，授课形式

包括课堂、网络和混合授课。全校共设九个学院，拥有博士

学位授予权。其中，我们提供 140 多个多学科专业和学位，

旨在帮助学生为迎接有意义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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