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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发展情况介绍 

1.1 历史沿革与建设发展 

长沙理工大学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为原土木工程

(道路工程)专业，是我校最早开设的本科专业之一。在四十

多年的办学历程中，该专业从 1979 年起先后以“公路工程”、

“公路与城市道路”、“交通土建工程”、“土木工程(道路工程) ”

为专业名称进行招生，2018 年起校本部按“道路桥梁与渡河

工程”进行招生和人才培养。该专业先后获评“国家特色专业”、

“湖南省重点专业”、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本科专业，2019

年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上世纪 90 年代公路专业学生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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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90 年代学院办公楼 

 

上世纪 90 年代公路专业评估 

此外，“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于 2020 年申请获批增

设第二学士学位专业，计划每年招收 60 人，主要面向工学

和理学专业的毕业生招生，将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再次选择专

业的机会，成为备受欢迎的复合型人才。 

1.2 依托学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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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依托“交通运输工程”学科是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

科和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建

有“公路养护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公路工程”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交通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多个国

家级、省部级科研平台，以及 2 个省部级协同创新中心，分

别为现代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先进建养技术湖南省首批协同

创新中心和新一代耐久性道路结构与材料交通运输部协同

创新平台。实验中心总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设备 3800 余台

套，总值约 1 亿元；拥有价值近 2000 万元的大型加速加载

试验系统、交通行业最大的大型土工离心试验系统、国内一

流的室内大型足尺直道试验系统以及道路交通领域先进的 X

射线探伤与断层扫描试验系统。 

为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培养了近万名工程技术与

管理人才，是我国公路交通领域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重要

基地，在交通行业内享有“南路桥”之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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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高水平科研平台 

  

 价值 2000 万的足尺路面加速加载系统 中南地区最大的土工离心试验机 

近年来承担国家、省部级以及横向科研项目 400 余项，

年均科研经费 5000 万元。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参与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 项，科技

进步二等奖 2 项，其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 8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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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健龙院士团队主持完成的“膨胀土地区公路建设成套

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沥青路面状态设计法

与结构性能提升技术及工程应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 

1.3 师资力量 

在师资力量方面，本专业现有专业教师 82 名，其中教授

27 名，副教授 33 名。拥有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健龙教授领

衔，“道路工程”国家级教学团队为支撑的高水平师资团队。

师资队伍中还拥有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

家 3 人、国家杰青 1 人、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1 人等。形成

了“道路工程耐久性新技术”教育部创新团队、交通运输行业

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湖南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以及“新型道

路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团队”湖南省科技创新团队，在国内外享

有较高的声誉。 

 

国家级教学团队：道路工程系列课程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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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带头人 郑健龙 院士(原长沙理工大学校长)国家级教学名师 李宇峙 教授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国家有突出贡献专业带头人交通运输行业青年科技创
新 
 中青年专家 刘朝晖 教授 领军人才 钱国平 教授/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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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杰青 张军辉 教授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吕松涛 教

授   

 

二、人才培养情况 

2.1 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 

本专业培养学生具有系统掌握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学科

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熟悉与道路桥梁

与渡河工程领域相关的人文、伦理、环保、法律、法规、标

准及工程管理、项目决策等知识，具备复杂工程问题研究分

析和设计开发的工程实践能力，能在公路、铁路、城市道路、

机场及相关行业，从事相关的规划、设计、科研、施工和运

营管理等工作，成为“靠得住、敢担当、肯实干、勇创新、有

情怀”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工程技术及管理人才。 

专业依托“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的雄厚实力，主动对接新

工科建设要求，实施“专业基础+方向模块”的培养模式，注

重强化和拓展学生的专业基础能力，并给学生一定的自主权，

学生可根据就业方向来选择相应的课程，专业的方向模块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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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也与新形势下的就业需求紧密对接，设有道桥建养、道桥

检测、智慧道路建设等模块。其中在智慧道路方面，长沙理

工大学与华为、百度、东风汽车、湘江智能科技创新中心等

国内相关领域的领军企业合作，在 2020 年正式启动了“智慧

道路与自动驾驶技术创新研发平台”建设，将打造国际最先进

的大交通跨学科平台与高水平人才培养基地，攻关智慧道路、

智慧交通等领域的关键理论和技术，也将为在校学生提供更

好的学习、交流和实践机会。 

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本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参与建造： 

 

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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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完备的城市道路 

 

安全快速的高速铁路 

 

举世瞩目的大型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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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未来的智慧交通 

2.2 教学平台与核心课程 

专业获批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土木工程专

业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公路交通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中心，以及 1 个省级优秀实习基地和 1 个省级产学研合

作基地。 

核心专业课主要有：路基路面工程、道路勘测设计、桥

梁工程、施工组织与概预算等。专业基础课主要包括工程制

图、工程材料、测量、力学、工程经济等课程。其中主干课

程《路基路面工程》为国家虚拟仿真一流课程和国家级精品

资源共享课，人才培养条件优势明显。 

2.3 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本专业与许多大型工程建设单位建

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联合开办了“订单式”、“3+1”联培

班，例如与中国交建的“3+1”3P 项目管理人才联培班、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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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局的“新锐”人才联培班、卓越中交训练营等，形成了校

企合作的人才培养体系，为提升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及就业

质量搭建优质平台。 

在创新创业方面，目前国家积极倡导大学生创新创业，

长沙理工大学也是全国首批创新创业高校 50 强，本专业多

次举办、参与创新创业大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2.4 学术交流与国际化 

专业所在学院实施开放办学，与海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高水平大学建立了交流与合作关系，实施了“赴国(境)外学

习交流资助计划”，通过举办大型国际学术会议，选派师生访

学、合作科研、联合培养等方式，为学生拓展国际视野，培

养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习能力提供了机会。 

 

马来西亚沙巴大学研学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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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港研学团 

 

学生访问合作高校实验室 

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专业所在的交通学院成功获批

“未来智慧交通技术”国家级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

这是我校首次获批国家级创新人才国际合作项目，将在培养

复合型国际化人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将提升专业所依托

的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的国际声誉与影响力。 

2.5 学科竞赛 



13 

 

13 

 

本专业本科生近 3 年获全国交通科技大赛二等奖 2 项，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二等奖 2 项，全国

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优秀创新实践成果 1 等奖 1 项，

“挑战杯”湖南省大学生课外科技大赛二等奖 1 项；其中在我

校举办的 2018 年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上，道

路工程相关学科专业本科生获奖质量和数量均取得了突破。 

 

成功举办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交通科技大赛 

三、毕业生就业前景 

3.1 就业前景 

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新基建”等重大国家

战略的深入推进，“交通强国”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我们国

家的交通基础建设仍将稳步发展，同时已建成的庞大国家基

础设施体系的 管理和养护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对我们道桥

渡专业人才的需求仍然非常旺盛。同时正在快速发展的智慧

道路建造技术也将为本专业提供新的就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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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建宣讲会现场 

从历届毕业生就业发展看，约 65%的毕业生选择就业，

分布在国家交通建设的各个行业，主要从事生产、技术开发、

项目管理和科学研究等工作，主要就业单位有：中国交通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等

世界五百强公司，以及各省、市公路交通设计、施工、监理、

检测相关企事业单位；考研和出国学习的比例在 25%左右，

其余大多通过各级选拔、考试进入国家公务员系统、事业单

位，或自主创业。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5%以上，毕业

生质量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培养出了多位杰出校友，为

我国交通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3.2 杰出校友 

近年本专业培养了许多杰出校友，比如有上百位长沙理

工大学的校友投身到了被誉为“21 世纪第八大奇迹”的超级

工程港珠澳大桥，他们大部分是管理中坚或技术骨干，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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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专业 89 届毕业生大桥管理局副局长余烈、96 届毕业生

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大桥工程总监张劲文等等。 

 
注：按入校先后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