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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类 专业名称及方向 专业备注 招生类型

1100 中央民族大学 T1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告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TC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U6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U7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TI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UH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V3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T1 文科 文科试验班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2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3 文科 考古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4 文科 历史学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5 文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6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7 文科 哲学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8 文科 社会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9 文科 国际政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A 文科 经济学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B 文科 法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D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E 文科 公共管理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F 文科 工商管理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G 文科 历史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TH 文科 哲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TI 文科 社会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TJ 文科 国际政治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TK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TL 文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TM 文科 文科试验班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TN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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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北京大学 TO 文科 考古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TP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TQ 文科 文科试验班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TR 文科 经济学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TS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TT 文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TU 文科 法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TV 文科 国际政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TW 文科 社会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TX 文科 哲学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TY 文科 历史学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TZ 文科 考古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U1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U2 文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U3 文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U4 文科 公共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U5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U8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U9 文科 公共管理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UA 文科 工商管理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UB 文科 考古学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UC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UD 文科 文科试验班类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UE 文科 历史学类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UF 文科 哲学类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UG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T1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2 理科 城乡规划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3 理科 环境科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4 理科 地球物理学类 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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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北京大学 T5 理科 地质学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6 理科 生物科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7 理科 电子信息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8 理科 化学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9 理科 天文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A 理科 物理学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B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C 理科 数学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D 理科 经济学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E 理科 公共管理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F 理科 法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G 理科 新闻传播学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H 理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J 理科 数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TK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TL 理科 物理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TM 理科 心理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N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O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P 理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Q 理科 考古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R 理科 哲学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S 理科 国际政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T 理科 工商管理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TU 理科 天文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TV 理科 电子信息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TW 理科 国际政治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TX 理科 哲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TY 理科 考古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TZ 理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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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北京大学 U1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U2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U3 理科 心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U4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U5 理科 城乡规划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U6 理科 环境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U7 理科 地球物理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U8 理科 地质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U9 理科 生物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UA 理科 化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UB 理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UC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UD 理科 公共管理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UE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UF 理科 新闻传播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UG 理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UI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UJ 理科 天文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UK 理科 化学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UL 理科 生物科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UM 理科 地质学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UN 理科 地球物理学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UO 理科 环境科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UP 理科 城乡规划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UQ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UR 理科 数学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US 理科 物理学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UT 理科 电子信息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UU 理科 经济学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UV 理科 国际政治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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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北京大学 UW 理科 哲学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UX 理科 考古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UY 理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UZ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V1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V2 理科 心理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V4 理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V5 理科 新闻传播学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V6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V7 理科 公共管理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V8 理科 法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V9 理科 城乡规划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VA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VB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VC 理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VD 理科 考古学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VE 理科 数学类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VF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VG 理科 物理学类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VH 理科 天文学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VI 理科 电子信息类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VJ 理科 化学类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VK 理科 生物科学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VL 理科 地质学类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VM 理科 地球物理学类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VN 理科 环境科学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VO 理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VP 理科 哲学类 自主招生

1106 北京大学医学部 T1 理科 基础医学(八年制) 自主招生

1106 北京大学医学部 T2 理科 临床医学(八年制)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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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 北京大学医学部 T3 理科 临床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06 北京大学医学部 T4 理科 口腔医学(八年制) 自主招生

1106 北京大学医学部 T5 理科 预防医学(七年制) 自主招生

1106 北京大学医学部 T6 理科 口腔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06 北京大学医学部 T7 理科 英语(医学英语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06 北京大学医学部 T8 理科 药学(六年制) 自主招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T4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T1 文科 信息资源管理 高校专项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T2 文科 经济学类 高校专项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T3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高校专项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T5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自主招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T1 理科
理科试验班(物理、化学
与心理学)

高校专项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T2 理科 统计学类 高校专项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T3 理科 新闻传播学类 高校专项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T4 理科 信息资源管理 高校专项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T5 理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自主招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T6 理科
理科试验班(物理、化学
与心理学)

自主招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T7 理科
理科试验班(信息与数
学)

自主招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T8 理科
理科试验班(信息与数
学)

高校专项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T9 理科
理科试验班(环境理工、
环境经管)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T1 文科
文科试验班类(人文与社
会)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T2 文科 法学(含国际班)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T3 文科
文科试验班类(经济、金
融与管理)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T4 文科 法学(含国际班)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T5 文科
文科试验班类(新雅书
院)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T6 文科
文科试验班类(人文与社
会)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T7 文科
文科试验班类(人文与社
会)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T8 文科 建筑类(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T9 文科 法学(含国际班)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T1 理科 建筑类(五年制)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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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清华大学 T2 理科 土木类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T3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环境、化
工与新材料)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T4 理科 建筑类(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T5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机械、航
空与动力)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T6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能源)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T7 理科 电子信息类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T8 理科 计算机类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T9 理科 土木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TA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机械、航
空与动力)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TB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环境、化
工与新材料)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TC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能源)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TD 理科 电子信息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TE 理科 计算机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TF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自动化与
工业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TG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化生)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TH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数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TI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经济、金
融与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TJ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自动化与
工业工程)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TK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数理)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TL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化生)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TM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新雅书
院)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TN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环境、化
工与新材料)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TO 理科 土木类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TP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机械、航
空与动力)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TQ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能源)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TR 理科 建筑类(五年制)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TS 理科 土木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TT 理科 电子信息类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TU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环境、化
工与新材料)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TV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机械、航
空与动力)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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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清华大学 TW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能源)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TX 理科 计算机类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TY 理科 电子信息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TZ 理科 计算机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U1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自动化与
工业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U2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自动化与
工业工程)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U3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数理)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U4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化生)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U5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数理)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U6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化生)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U7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经济、金
融与管理)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U8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人文与社
会)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U9 理科 临床医学(协和八年制)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UA 理科 建筑类(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UB 理科 法学(含国际班)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1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2 文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3 文科
文科试验班类(语言与传
播)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4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5 文科
文科试验班类(语言与传
播)

高水平运动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6 文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7 文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8 文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9 文科
文科试验班类(语言与传
播)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1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
能源国际班)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2 理科 电气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3 理科 机械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4 理科 土木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5 理科 交通运输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6 理科 软件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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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7 理科 计算机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8 理科
电子信息类(通信与控
制)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9 理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A 理科
文科试验班类(语言与传
播)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B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C 理科 建筑类(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D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E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
能源国际班)

高水平运动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F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G 理科 建筑类(五年制) 高水平运动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H 理科 交通运输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I 理科 土木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J 理科 计算机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K 理科 软件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L 理科 电气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M 理科 机械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N 理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O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P 理科
文科试验班类(语言与传
播)

高水平运动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Q 理科
电子信息类(通信与控
制)

高水平运动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R 理科
文科试验班类(语言与传
播)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S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T 理科 机械类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U 理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V 理科 电气类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W 理科 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X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
能源国际班)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Y 理科 建筑类(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TZ 理科 交通运输类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U1 理科 土木类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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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北京交通大学 U2 理科 计算机类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U3 理科
电子信息类(通信与控
制)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U4 理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U5 理科
电子信息类(通信与控
制)

高校专项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U6 理科 计算机类 高校专项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U7 理科 交通运输类 高校专项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U8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 高校专项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U9 理科 机械类 高校专项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UA 理科 电气类 高校专项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UB 理科 土木类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TE 理科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机器人工程。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TY 理科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机器人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TB 理科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U6 理科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T1 文科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T2 文科 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T3 文科 日语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T4 文科
文科试验班类(郭秉文
班)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T5 文科
文科试验班类(郭秉文
班)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T1 理科 能源动力类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T2 理科 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T3 理科 化工与制药类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T4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类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T5 理科 建筑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T6 理科 城乡规划(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T7 理科 风景园林(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T8 理科 机械工程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T9 理科 物理学类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TA 理科 信息工程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TC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类)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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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东南大学 TD 理科 数学类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TF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TG 理科 交通运输类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TH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TI 理科 工业工程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TJ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类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TK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TL 理科 工程力学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TM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TN 理科 化工与制药类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TO 理科 测绘类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TP 理科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TQ 理科 预防医学(五年制)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TR 理科 生物工程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TS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TT 理科 工业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TU 理科 工程力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TV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TW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类第四
年在无锡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TX 理科 数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TZ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1 理科 软件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2 理科 能源动力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3 理科 环境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4 理科 信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5 理科
信息工程(第四年在无锡
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7 理科 城乡规划(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8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
安全)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9 理科 物理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A 理科 建筑学(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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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东南大学 UB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学制七
年，本硕连读)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C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D 理科 工程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E 理科 机械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F 理科 交通运输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G 理科 风景园林(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H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I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J 理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K 理科 工科试验班(吴健雄班)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L 理科 生物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M 理科 医学检验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N 理科 临床医学类(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O 理科
临床医学(“5+3”一体
化培养含拔尖创新人才
试点班)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P 理科 预防医学(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Q 理科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R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S 理科 测绘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UT 理科 化工与制药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T9 文科
英语(含英国曼彻斯特大
学“2+2”双学位项目)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含赴英国华威大学、
美国贝洛伊特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校
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D 文科
英语(含英国曼彻斯特大
学“2+2”双学位项目)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含赴英国华威大学、
美国贝洛伊特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校
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T5 理科
英语(含英国曼彻斯特大
学“2+2”双学位项目)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含赴英国华威大学、
美国贝洛伊特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校
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H 理科
英语(含英国曼彻斯特大
学“2+2”双学位项目)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含赴英国华威大学、
美国贝洛伊特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校
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TN 文科
英语(含英国曼彻斯特大
学“2+2”双学位项目)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含赴英国华威大学、
美国贝洛伊特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校
免学费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U9 理科
英语(含英国曼彻斯特大
学“2+2”双学位项目)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含赴英国华威大学、
美国贝洛伊特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校
免学费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UI 理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国家
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色盲色弱不宜。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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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复旦大学 T4 理科 历史学类(旅管方向)
旅游管理方向，含赴加拿大女王大学、丹
麦哥本哈根大学、日本新泻大学等校免学
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Q 理科 历史学类(旅管方向)
旅游管理方向，含赴加拿大女王大学、丹
麦哥本哈根大学、日本新泻大学等校免学
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U4 理科 历史学类(旅管方向)
旅游管理方向，含赴加拿大女王大学、丹
麦哥本哈根大学、日本新泻大学等校免学
费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T9 理科 理科试验班

含自然科学试验班、技术科学试验班、核
工程与核技术、历史学类（旅游管理方
向）、哲学类、经济学类、经济管理试验
班、数学类、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航空航
天类、软件工程等11个专业类别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O 理科 理科试验班

含自然科学试验班、技术科学试验班、核
工程与核技术、历史学类（旅游管理方
向）、哲学类、经济学类、经济管理试验
班、数学类、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航空航
天类、软件工程等11个专业类别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U1 理科 理科试验班

含自然科学试验班、技术科学试验班、核
工程与核技术、历史学类（旅游管理方
向）、哲学类、经济学类、经济管理试验
班、数学类、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航空航
天类、软件工程等11个专业类别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UE 理科 理科试验班

含自然科学试验班、技术科学试验班、核
工程与核技术、历史学类（旅游管理方
向）、哲学类、经济学类、经济管理试验
班、数学类、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航空航
天类、软件工程等11个专业类别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TX 文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国际政治
、社会学、社会工作5个专业；含赴美国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华盛顿大学、英国三
一学院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部分专业课
程英语授课。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U3 文科
哲学类(含复旦-英国伯
明翰大学“2+2”双学位
项目)

含哲学、宗教学2个专业。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UM 理科
哲学类(含复旦-英国伯
明翰大学“2+2”双学位
项目)

含哲学、宗教学2个专业。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TZ 文科
英语(含复旦-英国曼彻
斯特大学“2+2”双学位
项目)

含英语、翻译2个专业；含赴英国华威大学
、美国贝洛伊特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等
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UP 理科
数学类(拔尖人才培养计
划)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3个专业。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T1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社会科学试验班、中国语言文学类、英
语、新闻传播学类（卓越新闻人才计划）
、历史学类、哲学类、法学（卓越法律人
才基地）、经济学类等8个专业类别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G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社会科学试验班、中国语言文学类、英
语、新闻传播学类（卓越新闻人才计划）
、历史学类、哲学类、法学（卓越法律人
才基地）、经济学类等8个专业类别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TQ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社会科学试验班、中国语言文学类、英
语、新闻传播学类（卓越新闻人才计划）
、历史学类、哲学类、法学（卓越法律人
才基地）、经济学类等8个专业类别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TV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社会科学试验班、中国语言文学类、英
语、新闻传播学类（卓越新闻人才计划）
、历史学类、哲学类、法学（卓越法律人
才基地）、经济学类等8个专业类别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UQ 理科
软件工程(国家示范性软
件学院)

含软件工程（卓越班）、软件工程等专
业；含赴美国斯蒂文斯理工学院、新加坡
管理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色盲不
宜，4年总学费人民币31000元。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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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复旦大学 TE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卓越新闻
人才计划，含日本早稻
田大学“3+1”、美国密
苏里大学“3+2”)

含美国北卡莱罗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
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TB 理科

新闻传播学类(卓越新闻
人才计划，含日本早稻
田大学“3+1”、美国密
苏里大学“3+2”)

含美国北卡莱罗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
项目。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8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卓越新闻
人才计划，含日本早稻
田大学“3+1”、美国密
苏里大学“3+2”)

含美国北卡莱罗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
项目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M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卓越新闻
人才计划，含日本早稻
田大学“3+1”、美国密
苏里大学“3+2”)

含美国北卡莱罗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
项目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TW 理科

新闻传播学类(卓越新闻
人才计划，含日本早稻
田大学“3+1”、美国密
苏里大学“3+2”)

含美国北卡莱罗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
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UC 理科

新闻传播学类(卓越新闻
人才计划，含日本早稻
田大学“3+1”、美国密
苏里大学“3+2”)

含美国北卡莱罗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
项目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U2 文科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旅游管理、文物与博物馆学3个
专业；含赴加拿大女王大学、丹麦哥本哈
根大学、日本新泻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
目，其中文物与博物馆学色盲不宜。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UN 理科
经济学类(含复旦-荷兰
格罗宁根大学“2+2”双
学位项目)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经济学
方向）、金融学、财政学、保险学5个专
业；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德国哥廷根大
学、慕尼黑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大学等校
免学费交流项目；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U5 文科
经济学类(含复旦-荷兰
格罗宁根大学“2+2”双
学位项目)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经济学
方向）、金融学、财政学、保险学5个专
业；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德国哥廷根大
学、慕尼黑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大学等校
免学费交流项目。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TY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2个专业。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T5 文科

法学(卓越法律人才基
地，含美国亚利桑那州
立大学“3+2”、美国杜
兰大学“3)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赴美国威廉玛丽学
院、加拿大皇后大学、德国汉堡大学等校
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I 文科

法学(卓越法律人才基
地，含美国亚利桑那州
立大学“3+2”、美国杜
兰大学“3)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赴美国威廉玛丽学
院、加拿大皇后大学、德国汉堡大学等校
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TT 文科

法学(卓越法律人才基
地，含美国亚利桑那州
立大学“3+2”、美国杜
兰大学“3)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赴美国威廉玛丽学
院、加拿大皇后大学、德国汉堡大学等校
免学费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TE 理科

法学(卓越法律人才基
地，含美国亚利桑那州
立大学“3+2”、美国杜
兰大学“3)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赴美国威廉玛丽学
院、加拿大皇后大学、德国汉堡大学等校
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U 理科

法学(卓越法律人才基
地，含美国亚利桑那州
立大学“3+2”、美国杜
兰大学“3)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赴美国威廉玛丽学
院、加拿大皇后大学、德国汉堡大学等校
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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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复旦大学 U8 理科

法学(卓越法律人才基
地，含美国亚利桑那州
立大学“3+2”、美国杜
兰大学“3)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赴美国威廉玛丽学
院、加拿大皇后大学、德国汉堡大学等校
免学费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T3 文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赴美国南加州大学
、英国华威大学、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等
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K 文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赴美国南加州大学
、英国华威大学、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等
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TS 文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赴美国南加州大学
、英国华威大学、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等
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TG 理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赴美国南加州大学
、英国华威大学、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等
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S 理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赴美国南加州大学
、英国华威大学、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等
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UD 理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赴美国南加州大学
、英国华威大学、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等
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TJ 文科
经济学类(含荷兰格罗宁
根大学“2+2”双学位项
目)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德国哥廷根大学、
慕尼黑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大学等校免学
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T4 文科
经济学类(含荷兰格罗宁
根大学“2+2”双学位项
目)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德国哥廷根大学、
慕尼黑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大学等校免学
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R 文科
经济学类(含荷兰格罗宁
根大学“2+2”双学位项
目)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德国哥廷根大学、
慕尼黑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大学等校免学
费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TF 理科
经济学类(含荷兰格罗宁
根大学“2+2”双学位项
目)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德国哥廷根大学、
慕尼黑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大学等校免学
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T 理科
经济学类(含荷兰格罗宁
根大学“2+2”双学位项
目)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德国哥廷根大学、
慕尼黑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大学等校免学
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U7 理科
经济学类(含荷兰格罗宁
根大学“2+2”双学位项
目)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德国哥廷根大学、
慕尼黑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大学等校免学
费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U1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卓越新闻
人才计划)

含复旦-日本早稻田大学“3+1”、复旦-美
国密苏里大学“3+2”双学位项目。含新闻
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广告学4个专
业；含美国北卡莱罗纳大学、德国慕尼黑
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等校免学费
交流项目。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U4 文科
法学(卓越法律人才基
地)

含复旦-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3+2”、
复旦-美国杜兰大学“3+1”双学位项目。
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赴美国威廉玛丽学
院、加拿大皇后大学、德国汉堡大学等校
免学费交流项目。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UK 理科 核工程与核技术
含赴瑞典隆德大学、日本群马大学等校免
学费交流项目；色盲不宜，部分专业课程
英语授课。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TN 理科 核工程与核技术
含赴瑞典隆德大学、日本群马大学等校免
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T1 理科 核工程与核技术
含赴瑞典隆德大学、日本群马大学等校免
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Z 理科 核工程与核技术
含赴瑞典隆德大学、日本群马大学等校免
学费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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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复旦大学 T8 理科

自然科学试验班(拔尖人
才培养计划，含英国伯
明翰大学、美国亚利桑
那大学等“2+2”双?)

含赴美国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日本东京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P 理科

自然科学试验班(拔尖人
才培养计划，含英国伯
明翰大学、美国亚利桑
那大学等“2+2”双?)

含赴美国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日本东京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U2 理科

自然科学试验班(拔尖人
才培养计划，含英国伯
明翰大学、美国亚利桑
那大学等“2+2”双?)

含赴美国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日本东京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T7 理科 技术科学试验班
含赴美国斯蒂文斯理工学院等校免学费交
流项目。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K 理科 技术科学试验班
含赴美国斯蒂文斯理工学院等校免学费交
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TX 理科 技术科学试验班
含赴美国斯蒂文斯理工学院等校免学费交
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TI 理科
软件工程(国家示范性软
件学院)

含赴美国斯蒂文斯理工学院、新加坡管理
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T2 理科
软件工程(国家示范性软
件学院)

含赴美国斯蒂文斯理工学院、新加坡管理
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U6 理科
软件工程(国家示范性软
件学院)

含赴美国斯蒂文斯理工学院、新加坡管理
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TB 文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华盛顿大
学、英国三一学院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TC 理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华盛顿大
学、英国三一学院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2 文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华盛顿大
学、英国三一学院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P 文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华盛顿大
学、英国三一学院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TV 理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华盛顿大
学、英国三一学院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UB 理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华盛顿大
学、英国三一学院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TF 文科 历史学类
含赴加拿大女王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日本新泻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T7 文科 历史学类
含赴加拿大女王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日本新泻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L 文科 历史学类
含赴加拿大女王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日本新泻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UJ 理科 航空航天类
含飞行器设计与工程、理论与应用力学2个
专业。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UG 理科
自然科学试验班(拔尖人
才培养计划)

含：物理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大
气科学、材料物理、材料化学、电子科学
与技术、化学、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环
境科学、心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含复旦-英国伯明翰大学、复旦-美国亚利
桑那大学等“2+2”双学位项目。含赴美国
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日本东
京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材料物理专
业色盲不宜，后11个专业色盲色弱不宜。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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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复旦大学 UO 理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工商管理（战略、国际商务、人力资
源方向）、财务管理（金融工程方向）、
管理科学（供应链方向）、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电子商务方向）、会计学、市场
营销、统计学、旅游管理、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含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及赴美国
南加州大学、英国华威大学、法国巴黎高
等商学院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部分专业
课程英语授课。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UH 理科 技术科学试验班

含：电子信息类（卓越班）、光电信息类
（卓越班）、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
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生物医学工
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信息安全、电
子科学与技术、材料化学、材料物理、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含赴美国斯蒂文斯理工学院等校免学费
交流项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材料物理
专业色盲不宜，前10个专业色盲色弱不宜
。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UL 理科
历史学类(旅游管理方
向)

管理学学位。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T6 文科
哲学类(含英国伯明翰大
学“2+2”双学位项目)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A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C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TH 文科
哲学类(含英国伯明翰大
学“2+2”双学位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TO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TU 文科
哲学类(含英国伯明翰大
学“2+2”双学位项目)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T3 理科
数学类(拔尖人才培养计
划)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6 理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国家
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A 理科 航空航天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D 理科
哲学类(含英国伯明翰大
学“2+2”双学位项目)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TJ 理科
数学类(拔尖人才培养计
划)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TL 理科 航空航天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TM 理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国家
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TR 理科
哲学类(含英国伯明翰大
学“2+2”双学位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TY 理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国家
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U3 理科 航空航天类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U5 理科
数学类(拔尖人才培养计
划)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UA 理科
哲学类(含英国伯明翰大
学“2+2”双学位项目)

自主招生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S 理科 基础医学 色盲色弱不宜，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高校专项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U 理科 公共事业管理 色盲色弱不宜，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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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C 理科 医学试验班(五年制)

含临床医学（8年制本博连读）（卓越医生
计划）、临床医学（5年制）（卓越医生计
划）、临床医学（5年制，儿科学方向）
（卓越医生计划）、基础医学、预防医学
、公共事业管理、药学等7个专业类别

高校专项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1 文科 护理学 含赴香港中文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2 文科 护理学(助产士方向) 含赴香港中文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3 文科 护理学(助产士方向) 含赴香港中文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4 文科 护理学 含赴香港中文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1 理科 护理学 含赴香港中文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3 理科 护理学(助产士方向) 含赴香港中文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F 理科 护理学 含赴香港中文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H 理科 护理学(助产士方向) 含赴香港中文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V 理科 药学

含赴美国加州大学圣迭亚哥分校、瑞典哥
德堡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等校免学费
交流项目；色盲色弱不宜，部分专业课程
英语授课。

高校专项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4 理科 药学
含赴美国加州大学圣迭亚哥分校、瑞典哥
德堡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等校免学费
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G 理科 药学
含赴美国加州大学圣迭亚哥分校、瑞典哥
德堡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等校免学费
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T 理科
预防医学(含复旦-美国
夏威夷大学“4+1+1”本
硕连读项目)

含赴美国哈佛大学、杜兰大学、加拿大阿
尔伯塔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色盲色
弱不宜，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高校专项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6 理科
预防医学(含美国夏威夷
大学“4+1+1”本硕连读
项目五年制)

含赴美国哈佛大学、杜兰大学、加拿大阿
尔伯塔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I 理科
预防医学(含美国夏威夷
大学“4+1+1”本硕连读
项目五年制)

含赴美国哈佛大学、杜兰大学、加拿大阿
尔伯塔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P 理科
临床医学(8年制本博连
读,卓越医生计划)

含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
分校、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等校免学费
交流项目；色盲色弱不宜，部分专业课程
英语授课。

高校专项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Q 理科
临床医学(5年制卓越医
生计划)

含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
分校、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等校免学费
交流项目；色盲色弱不宜，部分专业课程
英语授课。

高校专项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R 理科
临床医学(5年制，儿科
学方向卓越医生计划)

含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
分校、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等校免学费
交流项目；色盲色弱不宜，部分专业课程
英语授课。

高校专项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2 理科
临床医学(儿科学方向，
卓越医生计划，五年制)

含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
分校、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等校免学费
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8 理科
临床医学(卓越医生计
划,五年制)

含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
分校、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等校免学费
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9 理科
临床医学(8年制本博连
读，卓越医生计划)

含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
分校、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等校免学费
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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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K 理科
临床医学(儿科学方向，
卓越医生计划五年制)

含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
分校、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等校免学费
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L 理科
临床医学(卓越医生计划
五年制)

含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
分校、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等校免学费
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M 理科
临床医学(8年制本博连
读，卓越医生计划)

含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
分校、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等校免学费
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5 理科 公共事业管理 自主招生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7 理科 基础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A 理科 医学试验班(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B 理科 法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D 理科 法医学(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E 理科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J 理科 基础医学(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TN 理科 医学试验班(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1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35 湖南大学 T9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G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T7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35 湖南大学 TD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3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135 湖南大学 TB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告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E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告学。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TF 理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告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2 理科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自主招生

1135 湖南大学 TG 理科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U4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6 理科 机械类 工程力学 自主招生

1135 湖南大学 T2 文科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135 湖南大学 T3 文科 历史学 自主招生

1135 湖南大学 T4 文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5 文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6 文科 金融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第 19 页



院校
代号

院校名称
专业

代号
科类 专业名称及方向 专业备注 招生类型

1135 湖南大学 T7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8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A 文科 日语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C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D 文科 历史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F 文科 行政管理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T1 理科 土木类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T4 理科 化学 自主招生

1135 湖南大学 T5 理科 生物技术 自主招生

1135 湖南大学 T8 理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9 理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A 理科 金融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B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C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E 理科 日语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H 理科 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I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J 理科 生物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K 理科 统计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L 理科 机械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M 理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N 理科 工业设计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O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P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Q 理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R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S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T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U 理科 通信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V 理科 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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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湖南大学 TW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X 理科 软件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Y 理科 信息安全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TZ 理科 土木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U1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U2 理科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U3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U5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U6 理科 建筑学(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U7 理科 城乡规划(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U8 理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U9 理科 会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UA 理科 电子商务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UB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UC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UD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UE 理科 自动化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UF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UG 理科 通信工程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UH 理科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UI 理科 机械类 高校专项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1 理科
医学实验技术(医学科学
实验班)

硚口区航空路13号。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2 理科 预防医学(五年制) 硚口区航空路13号。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3 理科 药学 硚口区航空路13号。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4 理科 药学 硚口区航空路13号。 高校专项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5 理科 预防医学(五年制) 硚口区航空路13号。 高校专项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5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W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类
含生物信息学、生物信息学<基地班>、生
物医学工程。

高校专项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2 文科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4 文科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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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V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物联网
工程。

高校专项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K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物联网
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G 理科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
仪器<精密仪器>、工业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9 理科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X 理科 土木类
含工程力学、土木工程、交通工程、工程
管理。

高校专项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I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
成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T 理科 海洋工程类 含船舶与海洋工程、轮机工程。 高校专项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1 文科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3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6 文科 财政学(税务)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7 文科 市场营销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6 理科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7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8 理科 物理学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A 理科 功能材料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B 理科 核工程与核技术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C 理科 船舶与海洋工程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D 理科 生物技术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E 理科 信息安全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F 理科 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H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J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L 理科 城乡规划(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M 理科 建筑学(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N 理科 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O 理科 金融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P 理科 经济学(实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Q 理科 物流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R 理科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S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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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U 理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高校专项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TY 理科 水利水电工程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T7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TE 文科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TH 文科 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TI 文科 朝鲜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TL 文科 朝鲜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TM 文科 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TO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TT 文科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UH 理科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UI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T1 理科 通信工程 南湖大路5372号。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T2 理科 机械工程 南关区人民大街5988号南岭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T3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南关区人民大街5988号南岭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T4 理科 农林经济管理 南关区人民大街5988号南岭校区。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T5 理科 包装工程 南关区人民大街5988号南岭校区。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T6 理科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南关区人民大街5988号南岭校区。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T7 理科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南关区人民大街5988号南岭校区。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T8 理科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南关区人民大街5988号南岭校区。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T9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南关区人民大街5988号南岭校区。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TA 理科 物流工程 南关区人民大街5988号南岭校区。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TB 理科 机械工程 南关区人民大街5988号南岭校区。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TC 理科 包装工程 南关区人民大街5988号南岭校区。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TD 理科 档案学 南关区人民大街5988号南岭校区。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T1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45 吉林大学 T2 文科 新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45 吉林大学 T3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45 吉林大学 T4 文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145 吉林大学 T5 文科 社会学 高水平运动队

第 23 页



院校
代号

院校名称
专业

代号
科类 专业名称及方向 专业备注 招生类型

1145 吉林大学 T6 文科 社会工作 高水平运动队

1145 吉林大学 T8 文科 新闻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T9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TA 文科 金融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TB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TC 文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TD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TF 文科 历史学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TG 文科 考古学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TJ 文科 哲学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TK 文科 社会工作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TN 文科 哲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TP 文科 考古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TQ 文科 历史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TR 文科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TS 文科 社会工作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TE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45 吉林大学 TF 理科 工商管理(商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1145 吉林大学 TG 理科 市场营销(商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1145 吉林大学 TH 理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145 吉林大学 TI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145 吉林大学 TJ 理科 人力资源管理(商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1145 吉林大学 TK 理科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水平运动队

1145 吉林大学 TL 理科 应用心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TM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TN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TO 理科 物联网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TP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TQ 理科 财务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TR 理科 信用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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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 吉林大学 TS 理科 工商管理(商学院)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TT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TU 理科 金融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TV 理科 材料物理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TW 理科 资源勘查工程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TX 理科 地理科学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TY 理科 地球物理学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TZ 理科 测绘工程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U1 理科 地理信息科学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U2 理科 勘查技术与工程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U3 理科 护理学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U4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U5 理科 药学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U6 理科 地质学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U7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公
共卫生学院五年制)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U8 理科 康复治疗学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U9 理科 地质工程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UA 理科 植物生产类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UB 理科 生物技术(动科学院)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UC 理科 动物科学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UD 理科 动物医学(五年制)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UE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UF 理科 食品质量与安全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UG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UJ 理科 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UK 理科 化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UL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UM 理科 核物理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UN 理科 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UO 理科 物理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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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 吉林大学 UP 理科 金融数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UQ 理科 统计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UR 理科 材料化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US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UT 理科 药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UU 理科 生物科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UV 理科
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学
院)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UW 理科 生物制药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UX 理科 药物制剂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UY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UZ 理科 物联网工程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V1 理科 土地资源管理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V2 理科 测绘工程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V3 理科 地理信息科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V4 理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V5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V6 理科 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V7 理科 生物技术(动科学院)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V8 理科 动物科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V9 理科 动物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VA 理科 地质工程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VB 理科 食品质量与安全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VC 理科 勘查技术与工程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VD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VE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公
共卫生学院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VF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T5 理科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T4 理科 生物工程类 含：生物工程、生物技术、酿酒工程。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T2 文科 教育学类(师范) 含：教育技术学、小学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150 江南大学 T4 文科 教育学类(师范) 含：教育技术学、小学教育。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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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 江南大学 T2 理科 教育学类(师范) 含：教育技术学、小学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150 江南大学 TA 理科 教育学类(师范) 含：教育技术学、小学教育。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TH 理科 机械类
含：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过程装备
与控制工程。

高校专项

1150 江南大学 T3 文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T9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T1 文科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T5 文科 法学类 高校专项

1150 江南大学 T1 理科 纺织工程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T3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T6 理科 物联网工程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T7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T8 理科 工业设计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TB 理科 临床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TC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TD 理科 生物工程类 高校专项

1150 江南大学 TE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150 江南大学 TF 理科 自动化类 高校专项

1150 江南大学 TG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6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O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UJ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UT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W 文科 政治学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U3 文科 政治学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2 理科 政治学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6 理科 政治学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8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S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Z 理科 水利类 含：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UL 理科 水利类 含：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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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 兰州大学 U7 理科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基地班)、数学与应
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UB 理科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基地班)、数学与应
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W 理科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基地班)、生物技术(基地
班)、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U4 理科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基地班)、生物技术(基地
班)、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D 文科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基地班)、历史学、世界史、
文物与博物馆学。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R 文科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基地班)、历史学、世界史、
文物与博物馆学。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U2 文科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基地班)、历史学、世界史、
文物与博物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55 兰州大学 UW 理科 化学类
含：基地班、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应
用化学、功能材料。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V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UK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U 理科 核工程类
含：核工程与核技术、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UN 理科 核工程类
含：核工程与核技术、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C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基地班）、电
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UD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基地班)、电子
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S 理科 地质学类
含：地质学、地质学(资源勘查方向)、地
球化学。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UV 理科 地质学类
含：地质学、地质学(资源勘查方向)、地
球化学。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U1 理科 地理科学类
含：地理科学(基地班)、自然地理与资源
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
学。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UM 理科 地理科学类
含：地理科学(基地班)、自然地理与资源
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
学。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U8 理科 大气科学类
含：大气科学(基地班)、大气科学、应用
气象学。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UU 理科 大气科学类
含：大气科学(基地班)、大气科学、应用
气象学。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1 文科 护理学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2 文科 俄语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3 文科 法学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4 文科 德语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5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7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9 文科 广告学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A 文科 社会学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B 文科 哲学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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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 兰州大学 TC 文科 工商管理类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E 文科 汉语言文学(戏影方向)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F 文科 经济学类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G 文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H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I 文科 知识产权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J 文科 俄语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K 文科 德语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L 文科 日语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M 文科 法语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N 文科 工商管理类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P 文科 广告学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Q 文科 汉语言文学(戏影方向)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T 文科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U 文科 民族学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V 文科 经济学类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X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
管理方向)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Y 文科 社会学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Z 文科 哲学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U1 文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55 兰州大学 T1 理科 化学类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3 理科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
管理方向)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4 理科 临床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5 理科 物理学类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7 理科 土木工程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8 理科
理论与应用力学(基地
班)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9 理科 药学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A 理科 口腔医学(五年制)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B 理科 医学检验技术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D 理科 草业科学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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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 兰州大学 TE 理科 护理学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F 理科 医学检验技术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G 理科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
管理方向)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H 理科 预防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I 理科
理论与应用力学(基地
班)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J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K 理科 农林经济管理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L 理科 草业科学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M 理科 医学影像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N 理科 麻醉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TO 理科 预防医学(五年制)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P 理科 地质工程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Q 理科 草业科学(基地班)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R 理科 医学影像学(五年制)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T 理科
应用化学(核科学与技术
基地班放化方向)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X 理科
应用物理学(核科学与技
术基地班原子核方向)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TY 理科 临床医学(五年制)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U2 理科 药学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U3 理科 口腔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U5 理科
应用物理学(核科学与技
术基地班原子核方向)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U6 理科
应用化学(核科学与技术
基地班放化方向)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U9 理科 草业科学(基地班)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UA 理科 德语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UC 理科 物理学类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UE 理科 计算机类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UF 理科 地质工程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UG 理科 法语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UH 理科 计算机类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UI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UO 理科 工商管理类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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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 兰州大学 UP 理科 经济学类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UQ 理科 法语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UR 理科 日语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US 理科 俄语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I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通信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
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1 文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法学、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
劳动与社会保障、国际政治、社会学、社
会工作、应用心理学、图书馆学、档案学
、编辑出版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60 南京大学 T1 理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法学、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
劳动与社会保障、国际政治、社会学、社
会工作、应用心理学、图书馆学、档案学
、编辑出版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60 南京大学 T2 文科 日语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3 文科 社会学类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4 文科 俄语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5 文科 历史学类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6 文科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7 文科 朝鲜语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8 文科 哲学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9 文科 工商管理类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A 文科 经济学类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B 文科 社会学类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C 文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D 文科 历史学类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E 文科 法学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F 文科 公共管理类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G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H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2 理科 朝鲜语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3 理科 历史学类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4 理科 哲学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5 理科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6 理科 社会学类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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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0 南京大学 T7 理科 俄语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8 理科 天文学类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9 理科 大气科学类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A 理科 地理科学类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B 理科 地质学类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C 理科 生物科学类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D 理科 化学类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E 理科 物理学类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F 理科 数学类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G 理科 日语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H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TJ 理科
临床医学(本硕连读5+3
一体化培养)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K 理科 生物科学类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L 理科 化学类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M 理科 物理学类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N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O 理科 经济学类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P 理科 自动化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Q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R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S 理科 材料类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T 理科 大气科学类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U 理科 工业工程类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V 理科 地理科学类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TW 理科 地质学类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UJ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与天津大学合办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T3 文科 俄语 南开区卫津路94号。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4 文科 德语 南开区卫津路94号。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5 文科 法语 南开区卫津路94号。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6 文科 西班牙语 南开区卫津路94号。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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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 南开大学 T7 文科 日语 南开区卫津路94号。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H 文科 英语 南开区卫津路94号。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TI 文科 德语 南开区卫津路94号。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TK 文科 西班牙语 南开区卫津路94号。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TM 文科 日语 南开区卫津路94号。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T4 理科 俄语 南开区卫津路94号。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5 理科 德语 南开区卫津路94号。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6 理科 法语 南开区卫津路94号。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7 理科 西班牙语 南开区卫津路94号。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8 理科 日语 南开区卫津路94号。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N 文科 经济学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包含经济学、财政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TN 理科 经济学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包含经济学、财政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T2 文科 汉语言文学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8 文科 数学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9 文科 物理学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A 文科 化学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B 文科 生物科学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C 文科 汉语言文学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TD 文科 编辑出版学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TE 文科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TF 文科 汉语言文学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TG 文科 广播电视学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TJ 文科 工商管理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TL 文科 编辑出版学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T3 理科 汉语言文学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9 理科 数学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A 理科 物理学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B 理科 化学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C 理科 生物科学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D 理科 物理学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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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 南开大学 TE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TF 理科 化学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TG 理科 生物科学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TH 理科 物理学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TI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TJ 理科 数学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TK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TL 理科 化学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TM 理科 生物科学类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TO 理科 会计学(国际会计) 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T1 文科 软件工程 滨海新区经济开发区宏达街23号。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1 理科 软件工程 滨海新区经济开发区宏达街23号。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2 理科 软件工程 滨海新区经济开发区宏达街23号。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TO 文科 口腔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P 文科 药学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Q 文科 历史学类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R 文科 哲学类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S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T 文科 电子信息类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U 文科 计算机类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V 文科
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
养)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W 文科 法学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TX 文科 行政管理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TY 文科 历史学类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TZ 文科 旅游管理类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U1 文科 社会学类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U2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U3 文科 文物与博物馆学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U4 文科 哲学类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U5 文科 政治学类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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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 南开大学 U6 文科 金融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U7 文科 哲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U8 文科 文物与博物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U9 文科 历史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UA 文科 政治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UB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UC 文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UD 文科 社会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UE 文科 旅游管理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UF 文科 城市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TP 理科 口腔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Q 理科 药学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R 理科 历史学类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S 理科 哲学类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T 理科 思想政治教育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U 理科 电子信息类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V 理科 计算机类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W 理科
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
养)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TX 理科 材料类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TY 理科 电子信息类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TZ 理科 法学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U1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U2 理科 计算机类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U3 理科 口腔医学(五年制)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U4 理科
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
养)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U5 理科 旅游管理类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U6 理科 药学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U7 理科 应用心理学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U8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U9 理科 材料类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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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 南开大学 UA 理科 应用心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UB 理科 保险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UC 理科 金融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UD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UE 理科
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
养)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UF 理科 药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UG 理科 信息安全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UH 理科 计算机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UI 理科 自动化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UK 理科 电子信息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70 山东大学 T1 文科 法学类 青岛市即墨市。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T1 理科 法学类 青岛市即墨市。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T2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青岛市即墨市。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T3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青岛市即墨市。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T4 理科 生物科学类 青岛市即墨市。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T5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青岛市即墨市。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T6 理科 电子信息类 青岛市即墨市。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T7 理科 生物科学类 青岛市即墨市。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T2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T3 文科 历史学类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T4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T5 文科 英语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T6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T7 文科 工商管理类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T8 文科 历史学类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T9 文科 英语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TA 文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70 山东大学 T8 理科 材料类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T9 理科 物理学类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TA 理科 数学类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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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0 山东大学 TB 理科 英语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TC 理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TD 理科 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TE 理科 自动化类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TF 理科 化学类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TG 理科 新闻传播学类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TH 理科 机械类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TI 理科 物理学类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TJ 理科 机械类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TK 理科 材料类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TL 理科 化学类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TM 理科 能源动力类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TN 理科 药学类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TO 理科 自动化类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TP 理科 土木类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TQ 理科 预防医学(五年制)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TR 理科 临床医学(五年制)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TS 理科 护理学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TT 理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T1 文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T2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T3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T4 文科 英语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T5 文科 历史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T6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T7 文科 国际政治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T8 文科 俄语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T9 文科 历史学(基地班)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TA 文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TB 文科 法语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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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5 四川大学 TC 文科 社会工作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TD 文科 旅游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TE 文科 公共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TF 文科 哲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TG 文科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TH 文科 日语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TI 文科 西班牙语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TJ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TK 文科 历史学类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TL 文科 英语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TM 文科 哲学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TN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TO 文科 经济学类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T1 理科 金融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T2 理科 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T3 理科 工程力学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T4 理科 化工与制药类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T5 理科 计算机类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T6 理科 化学类(含基地班)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T7 理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T8 理科 数学类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T9 理科 历史学类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TA 理科 英语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TB 理科 生物科学类(含基地班)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TC 理科 物理学类(含基地班)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TD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TE 理科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TF 理科 电子信息类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TG 理科 生物科学类(含基地班)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TH 理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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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5 四川大学 TI 理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TJ 理科 轻化工程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TK 理科 医学技术类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TL 理科 临床医学(五年制)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TM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TN 理科 计算机类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TO 理科 土木类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TQ 理科
金融学类(数理经济与数
理金融试验班)

含：金融学(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试验班)
。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T1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T3 文科 经济学类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T6 文科 社会学类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T7 文科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
(五年制)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T9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TA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TB 文科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TC 文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TD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TE 文科 公共管理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TF 文科 公共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TG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TH 文科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TI 文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TJ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TK 文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TM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 自主招生

1180 武汉大学 TN 文科 文科试验班类 自主招生

1180 武汉大学 TO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自主招生

1180 武汉大学 TP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自主招生

1180 武汉大学 TQ 文科 哲学类 自主招生

1180 武汉大学 T1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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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 武汉大学 T3 理科 数学类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T5 理科 化学类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T6 理科 地理科学类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T7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T8 理科 水利类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TB 理科 能源动力类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TC 理科 自动化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TE 理科 土木类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TF 理科 计算机类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TG 理科 电子信息类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TI 理科 测绘类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TJ 理科 轻工类(印刷与包装)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TL 理科
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
养)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TN 理科 药学类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TO 理科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
(五年制)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TP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信
管)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TR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TS 理科 数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TT 理科 物理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TU 理科 化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TV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TW 理科 生物科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TX 理科 水利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TY 理科 地球物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TZ 理科 机械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U1 理科 建筑类(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U2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U3 理科 能源动力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U4 理科 电子信息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U5 理科 测绘类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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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 武汉大学 U6 理科 遥感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U7 理科 临床医学(八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U8 理科 口腔医学(八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U9 理科 土木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UA 理科 软件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UB 理科 物理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UC 理科 化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UD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UE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UF 理科 能源动力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UG 理科 水利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UH 理科 机械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UI 理科 遥感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UJ 理科 电子信息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UK 理科 建筑类(五年制)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UL 理科 临床医学(八年制)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UM 理科 测绘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UN 理科 土木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UO 理科 软件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UP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信
管)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UQ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UR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US 理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UT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UU 理科 数学类 自主招生

1180 武汉大学 UV 理科 化学类 自主招生

1180 武汉大学 UW 理科 物理学类 自主招生

1180 武汉大学 UX 理科 生物科学类 自主招生

1180 武汉大学 UY 理科 计算机类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1 理科 经济学类
雁塔校区：朱雀大街205号。分流专业见招
生章程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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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2 理科
医学试验班(侯宗濂班五
年制)

雁塔校区：朱雀大街205号。分流专业见招
生章程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3 理科
临床医学类(5+3规培五
年制)

雁塔校区：朱雀大街205号。分流专业见招
生章程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B 理科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运动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T 理科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U7 理科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I 理科 理科试验班(物理) 含：应用物理学。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H 理科 理科试验班(数学)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实验班)。分流专业
见招生章程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9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分
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运动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R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分
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U5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分
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E 理科
工科试验班(工科与管理
贯通)

含：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商管理类。分
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W 理科
工科试验班(工科与管理
贯通)

含：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商管理类。分
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Q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信息工程。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U4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信息工程。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O 理科
会计学(ACCA国际注册会
计师)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入校需一次缴纳课
本费等3.9万元。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1 文科 文科试验班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运动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2 文科 文科试验班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运动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3 文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运动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4 文科 法学试验班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5 文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6 文科 文科试验班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4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校专项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5 理科 工科试验班(机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校专项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6 理科 工科试验班(机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运动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7 理科 数学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运动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8 理科 电气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运动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A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运动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C 理科 文科试验班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运动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D 理科 工科试验班(钱学森班)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F 理科 工科试验班(机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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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G 理科 理科试验班(化学生物)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J 理科 理科试验班(计算机)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K 理科 数学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L 理科 物理学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M 理科 化学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N 理科 公共管理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P 理科 电气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S 理科 软件工程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U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V 理科 工科试验班(机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X 理科 数学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Y 理科 物理学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TZ 理科 化学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U1 理科 公共管理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U2 理科
会计学(ACCA国际注册会
计师)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U3 理科 电气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U6 理科 软件工程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U8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类 分流专业见招生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3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4 文科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5 文科 法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6 文科 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7 文科 德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8 文科 西班牙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B 文科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C 文科 法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E 文科 德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F 文科 西班牙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K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L 理科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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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 厦门大学 TM 理科 法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N 理科 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O 理科 德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P 理科 西班牙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2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翔安南路校区。含环境科学、生态学、环
境生态工程。

高校专项

1190 厦门大学 T1 理科 航空航天类

翔安南路校区。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测控技术与仪器、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
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自
动化专业。学生入学后专业分流前学费
5460元/生·学年；专业分流后到飞行器动
力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学费6760
元/生·学年，分流到其他专业学费5460元
/生·学年

高校专项

1190 厦门大学 T5 理科 航空航天类 翔安南路校区。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6 理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翔安南路校区。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7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翔安南路校区。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A 理科 药学 翔安南路校区。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B 理科 航空航天类 翔安南路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E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翔安南路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F 理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翔安南路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G 理科 药学 翔安南路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Z 理科 软件工程 含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UE 理科 软件工程 含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K 文科 会计学 含会计学、财务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U5 理科 会计学 含会计学、财务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S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UA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生物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A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
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4 理科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翔安南路校区
。

高校专项

1190 厦门大学 T9 理科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翔安南路校区
。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C 理科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翔安南路校区
。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Y 理科 建筑类(五年制) 含：建筑学、城乡规划。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UF 理科 建筑类(五年制) 含：建筑学、城乡规划。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I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
智能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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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 厦门大学 TH 理科 化学类 含：化学、能源化学、化学生物学。 高校专项

1190 厦门大学 TT 理科 化学类 含：化学、能源化学、化学生物学。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U9 理科 化学类 含：化学、能源化学、化学生物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2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汉语言文学、戏剧影视文学、汉语言
、历史学(含世界史方向)、考古学、哲学
(含国学方向)、人类学。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9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汉语言文学、戏剧影视文学、汉语言
、历史学(含世界史方向)、考古学、哲学
(含国学方向)、人类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J 理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汉语言文学、戏剧影视文学、汉语言
、历史学(含世界史方向)、考古学、哲学
(含国学方向)、人类学。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3 理科 海洋科学类
含：海洋科学、海洋技术。翔安南路校区
。

高校专项

1190 厦门大学 T8 理科 海洋科学类
含：海洋科学、海洋技术。翔安南路校区
。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D 理科 海洋科学类
含：海洋科学、海洋技术。翔安南路校区
。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I 文科 政治学类 含：国际政治、外交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1 文科 法学类 含：法学。 高校专项

1190 厦门大学 TG 文科 法学类 含：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U2 理科 法学类 含：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W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
工程、电子信息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
成系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UD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
工程、电子信息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
成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R 理科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UB 理科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D 文科 新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90 厦门大学 TH 文科 公共管理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J 文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L 文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TQ 理科 计算机类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U 理科 物理学类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V 理科 数学类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TX 理科 土木类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U1 理科 新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90 厦门大学 U3 理科 公共管理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U4 理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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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 厦门大学 U6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U7 理科 数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U8 理科 物理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UC 理科 计算机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90 厦门大学 UG 理科 土木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T1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T2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传媒)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T3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外国语
言文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T4 文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T1 理科
工科试验班(材料与化
工)

高校专项

1195 浙江大学 T2 理科
工科试验班(建筑与土木
五年制)

高校专项

1195 浙江大学 T3 理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 高校专项

1195 浙江大学 T4 理科 工科试验班(信息) 高校专项

1195 浙江大学 T5 理科
工科试验班(机械与能
源)

高校专项

1195 浙江大学 T6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 高校专项

1195 浙江大学 T7 理科
工科试验班(建筑与土木
不含建筑学)

自主招生

1195 浙江大学 T8 理科 工科试验班(信息)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T9 理科 工科试验班(信息) 自主招生

1195 浙江大学 TA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生命、环
境、化学与地学)

自主招生

1195 浙江大学 TB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 自主招生

1195 浙江大学 TC 理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 自主招生

1195 浙江大学 TD 理科
工科试验班(航空航天与
过程装备)

自主招生

1195 浙江大学 TE 理科
工科试验班(机械与能
源)

自主招生

1195 浙江大学 TF 理科
工科试验班(材料与化
工)

自主招生

1195 浙江大学 TG 理科
工科试验班(电气与自动
化)

自主招生

1195 浙江大学 TH 理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TI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TJ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生命、环
境、化学与地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TK 理科
工科试验班(机械与能
源)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TL 理科
工科试验班(材料与化
工)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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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 浙江大学 TM 理科
工科试验班(建筑与土木
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TN 理科
工科试验班(电气与自动
化)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TO 理科
工科试验班(航空航天与
过程装备)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TP 理科 科技与创意设计试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TQ 理科
工科试验班(电气与自动
化)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4 文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翻译。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7 文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翻译。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B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I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6 理科 能源动力类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E 理科 能源动力类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 自主招生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9 理科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3 理科 土木类 含：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1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
工程、信息安全。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F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
工程、信息安全。

自主招生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4 理科 机械类
含：机械工程(输电线路工程)、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过程装
备与控制工程。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K 理科 机械类
含：机械工程(输电线路工程)、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过程装
备与控制工程。

自主招生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2 文科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6 文科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 自主招生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5 理科 工业工程类 含：工业工程。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1 文科 法学类 含：法学。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5 文科 法学类 含：法学。 自主招生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3 文科 公共管理类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2 理科 自动化类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7 理科 数学类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8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A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C 理科 电气类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D 理科 电气类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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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G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自主招生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H 理科 自动化类 自主招生

1200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TJ 理科 数学类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6 文科 英语 首义校区。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S 文科 英语 首义校区。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6 理科 英语 首义校区。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V 理科 英语 首义校区。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7 文科 日语 首义校区。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R 文科 日语 首义校区。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7 理科 日语 首义校区。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U 理科 日语 首义校区。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1 文科 法学(刑事司法方向)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2 文科 国际政治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3 文科 哲学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4 文科 社会学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5 文科 法学(政府法制方向)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8 文科 旅游管理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9 文科 农林经济管理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A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B 文科 劳动关系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C 文科 劳动与社会保障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D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E 文科 国际政治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F 文科 劳动关系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G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H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I 文科 哲学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J 文科 社会学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K 文科 旅游管理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L 文科
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
理方向)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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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M 文科
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
理方向)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N 文科 法学(刑事司法方向)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O 文科 法学(政府法制方向)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P 文科 劳动与社会保障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Q 文科 农林经济管理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1 理科 法学(刑事司法方向)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2 理科 国际政治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3 理科 哲学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4 理科 社会学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5 理科 法学(政府法制方向)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8 理科 旅游管理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9 理科 农林经济管理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A 理科 公共事业管理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B 理科 劳动关系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C 理科 劳动与社会保障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D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E 理科 环境工程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F 理科 安全工程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G 理科 国际政治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H 理科 环境工程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I 理科 劳动关系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J 理科 公共事业管理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K 理科 哲学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L 理科 社会学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M 理科 旅游管理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N 理科 安全工程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O 理科
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
理方向)

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P 理科
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
理方向)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Q 理科 法学(刑事司法方向)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R 理科 法学(政府法制方向)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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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S 理科 劳动与社会保障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T 理科 农林经济管理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TW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U4 理科
土木类(中外合作办
学)(澳大利亚蒙纳士大
学)

含：土木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U5 理科
材料类(中外合作办
学)(澳大利亚蒙纳士大
学)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1 文科 数字出版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2 文科 英语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3 文科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4 文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5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6 文科 社会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7 文科 劳动与社会保障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8 文科 护理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9 文科 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TA 文科 广播电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TB 文科 数字出版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TC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TD 文科 法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TE 文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TF 文科 金融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TG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TH 文科 日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TI 文科 西班牙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TJ 文科 会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TK 文科 市场营销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TL 文科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TM 文科 社会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TN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TO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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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中南大学 TP 文科 财务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TQ 文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TR 文科 日语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TS 文科 法语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TT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TU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TV 文科 数字出版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TW 文科 广播电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TX 文科 英语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TY 文科 西班牙语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TZ 文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U1 文科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U2 文科 社会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U3 文科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U4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U5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U6 文科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U7 文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U8 文科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U9 文科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UA 文科 护理学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UB 文科 法学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UC 文科 社会学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UD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T1 理科 车辆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2 理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3 理科 制药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4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5 理科 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6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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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中南大学 T7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8 理科 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9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A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B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C 理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D 理科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E 理科 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F 理科 物联网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G 理科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H 理科 安全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I 理科 测绘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J 理科 遥感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K 理科 地理信息科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L 理科 工程力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M 理科 物流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N 理科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O 理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P 理科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Q 理科 英语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R 理科 数字出版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S 理科 生物信息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T 理科 生物技术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U 理科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V 理科 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W 理科 冶金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X 理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Y 理科 材料化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TZ 理科 劳动与社会保障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U1 理科 社会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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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中南大学 U2 理科 思想政治教育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U3 理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U6 理科 生物科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U7 理科 预防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U8 理科 护理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U9 理科 法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UA 理科 医学检验技术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UB 理科 精神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UC 理科 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D 理科 法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E 理科 西班牙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F 理科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G 理科 思想政治教育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H 理科 社会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I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J 理科 日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K 理科 金融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L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M 理科 数字出版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N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O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P 理科 应用物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Q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R 理科 地理信息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S 理科 地球物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T 理科 生物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U 理科 生物信息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V 理科 统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W 理科 工程力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X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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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中南大学 UY 理科 广播电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UZ 理科 车辆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1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2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3 理科 材料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4 理科 冶金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5 理科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6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7 理科 粉体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8 理科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9 理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A 理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B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C 理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D 理科 通信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E 理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F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G 理科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H 理科 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I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J 理科 软件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K 理科 信息安全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L 理科 物联网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M 理科 智能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N 理科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O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P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Q 理科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R 理科 矿物加工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S 理科 遥感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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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中南大学 VT 理科 资源勘查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U 理科 地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V 理科 制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W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X 理科 采矿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Y 理科 测绘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VZ 理科 铁道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W1 理科 交通运输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W2 理科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W3 理科 航空航天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W4 理科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W5 理科 财务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W6 理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W7 理科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W8 理科 环境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W9 理科 建筑学(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WA 理科 城乡规划(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WB 理科 安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WC 理科 市场营销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WD 理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WE 理科 工程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WF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WG 理科 消防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WH 理科 会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WI 理科 电子商务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WJ 理科 物流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WK 理科 社会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WL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WM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WN 理科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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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中南大学 WO 理科 法语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WP 理科 英语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WQ 理科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WR 理科 思想政治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WS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WT 理科 西班牙语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WU 理科 日语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WV 理科 广播电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WW 理科 数字出版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WX 理科 地理信息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WY 理科 地球物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WZ 理科 生物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1 理科 生物信息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2 理科 统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3 理科 工程力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4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5 理科 应用物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6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7 理科 通信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8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9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A 理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B 理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C 理科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D 理科 粉体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E 理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F 理科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G 理科 冶金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H 理科 材料化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I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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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中南大学 XJ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K 理科 车辆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L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M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N 理科 软件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O 理科 铁道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P 理科 测绘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Q 理科 遥感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R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S 理科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T 理科 智能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U 理科 物联网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V 理科 信息安全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W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X 理科 制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Y 理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XZ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1 理科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2 理科 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3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4 理科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5 理科 资源勘查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6 理科 采矿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7 理科 矿物加工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8 理科 交通运输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9 理科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A 理科 航空航天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B 理科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C 理科 环境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D 理科 建筑学(五年制)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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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中南大学 YE 理科 城乡规划(五年制)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F 理科 安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G 理科 消防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H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I 理科 工程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J 理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K 理科 地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L 理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M 理科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N 理科 物流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O 理科 电子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P 理科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Q 理科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R 理科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YS 理科 生物技术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YT 理科 生物信息学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YU 理科 矿物加工工程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YV 理科 安全工程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YW 理科 工程管理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YX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YY 理科 资源勘查工程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YZ 理科 地球物理学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Z1 理科 测绘工程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Z2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Z3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V9 理科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
学)(法国民用核能工程
师教学联盟)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水平艺术团

1215 中山大学 VH 理科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
学)(法国民用核能工程
师教学联盟)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W4 理科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
学)(法国民用核能工程
师教学联盟)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TG 文科 金融学(国际金融学院)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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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中山大学 TH 文科 旅游管理类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I 文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J 文科
工商管理类(国际金融学
院)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K 文科 金融学(国际金融学院)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L 文科 汉语言文学(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M 文科 历史学(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N 文科 汉语言文学(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O 文科 旅游管理类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P 文科 国际政治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Q 文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R 文科
工商管理类(国际金融学
院)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S 文科 金融学(国际金融学院)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T 文科 哲学(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U 文科 汉语言文学(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TV 文科 历史学(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TW 文科 金融学(国际金融学院)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TX 文科
工商管理类(国际金融学
院)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TY 文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TZ 文科 国际政治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1 文科 旅游管理类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2 文科 哲学(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VA 理科 金融学(国际金融学院)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VB 理科 旅游管理类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VC 理科 物理学(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VD 理科 数学类(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VE 理科 地质学类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VF 理科 海洋科学(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VG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VI 理科 大气科学类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VJ 理科 金融学(国际金融学院)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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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中山大学 VK 理科 大气科学类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VL 理科 历史学(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VM 理科 汉语言文学(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VN 理科
工商管理类(国际金融学
院)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VO 理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VP 理科 国际政治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VQ 理科 旅游管理类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VR 理科 数学类(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VS 理科 物理学(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VT 理科 哲学(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VU 理科 海洋科学(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VV 理科 地质学类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VW 理科
工商管理类(国际金融学
院)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VX 理科 金融学(国际金融学院)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VY 理科 哲学(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VZ 理科 历史学(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W1 理科 汉语言文学(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W2 理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W3 理科 国际政治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W5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W6 理科 地质学类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W7 理科 海洋科学(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W8 理科 大气科学类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W9 理科 物理学(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WA 理科 数学类(珠海)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WB 理科 旅游管理类 珠海校区：香洲区唐家湾。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R 理科 临床医学(深圳五年制) 深圳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15 中山大学 US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深圳) 深圳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UT 理科 电子信息类(深圳) 深圳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UU 理科 自动化(深圳) 深圳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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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中山大学 UV 理科 预防医学(深圳五年制) 深圳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UW 理科 智能科学与技术(深圳) 深圳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UX 理科 临床医学(深圳五年制) 深圳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UY 理科 理论与应用力学(深圳) 深圳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Z 理科 材料类(深圳) 深圳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V1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深圳) 深圳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V2 理科 自动化(深圳) 深圳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V3 理科 电子信息类(深圳) 深圳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V4 理科 智能科学与技术(深圳) 深圳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V5 理科 药学(深圳) 深圳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V6 理科 预防医学(深圳五年制) 深圳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V7 理科 临床医学(深圳五年制) 深圳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V8 理科 海洋科学(深圳) 深圳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T1 文科 法学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2 文科 公共管理类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3 文科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4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5 文科 工商管理(管理学院)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6 文科 法学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7 文科 公共管理类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8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9 文科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A 文科 法学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TB 文科 公共管理类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TC 文科 工商管理(管理学院)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TD 文科 会计学(管理学院)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TE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TF 文科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T1 理科 理论与应用力学(广州)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2 理科 土木工程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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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中山大学 T3 理科 材料类(广州)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4 理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5 理科 计算机类(广州)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6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7 理科 心理学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8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9 理科 工商管理(管理学院)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A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B 理科 药学(广州)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C 理科 保密管理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D 理科 软件工程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TE 理科 计算机类(广州)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F 理科 电子信息类(广州)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G 理科 交通工程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H 理科 理论与应用力学(广州)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I 理科 化学类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J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K 理科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L 理科 新闻传播学类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M 理科 心理学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N 理科 公共管理类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O 理科 法学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P 理科 药学(广州)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Q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TR 理科 法学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TS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TT 理科 化学类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TU 理科 会计学(管理学院)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TV 理科 公共管理类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TW 理科 工商管理(管理学院)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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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中山大学 TX 理科 心理学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TY 理科 新闻传播学类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TZ 理科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1 理科 电子信息类(广州)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2 理科 材料类(广州)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3 理科 土木工程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4 理科 交通工程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5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工
学)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6 理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7 理科 计算机类(广州)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8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9 理科 保密管理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A 理科 理论与应用力学(广州)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B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C 理科 软件工程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D 理科 药学(广州)
广州东校园：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
。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E 理科 口腔医学(五年制) 广州北校园：越秀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15 中山大学 UF 理科 法医学(五年制) 广州北校园：越秀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UG 理科 护理学 广州北校园：越秀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UH 理科 基础医学(五年制) 广州北校园：越秀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UI 理科 护理学 广州北校园：越秀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UJ 理科 预防医学(广州五年制) 广州北校园：越秀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UK 理科 临床医学(广州五年制) 广州北校园：越秀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UL 理科 口腔医学(五年制) 广州北校园：越秀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M 理科 法医学(五年制) 广州北校园：越秀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N 理科 基础医学(五年制) 广州北校园：越秀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O 理科 临床医学(广州五年制) 广州北校园：越秀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P 理科 预防医学(广州五年制) 广州北校园：越秀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Q 理科 护理学 广州北校园：越秀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3 文科 英语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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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中山大学 U4 文科 法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U5 文科 历史学(广州)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U6 文科 哲学(广州)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U7 文科 人类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U8 文科 社会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U9 文科 经济学类(岭南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UA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UB 文科 人类学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UC 文科 社会学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UD 文科 汉语言文学(广州)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E 文科 历史学(广州)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F 文科 社会学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G 文科 经济学类(岭南学院)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H 文科 英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I 文科 德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J 文科 法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K 文科 日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L 文科 人类学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UM 文科 哲学(广州)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WC 理科 逻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WD 理科 经济学类(岭南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WE 理科 地理科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WF 理科 城乡规划(五年制)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WG 理科 生物科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WH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理
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WI 理科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WJ 理科 逻辑学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WK 理科 生物科学类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WL 理科 地理科学类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WM 理科 城乡规划(五年制)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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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中山大学 WN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理
学)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WO 理科 人类学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WP 理科 汉语言文学(广州)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WQ 理科 历史学(广州)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WR 理科 哲学(广州)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WS 理科 逻辑学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WT 理科 人类学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WU 理科 经济学类(岭南学院)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WV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岭南
学院)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WW 理科 数学类(广州)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WX 理科 物理学(广州)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WY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理
学)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WZ 理科 地理科学类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X1 理科 城乡规划(五年制)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X2 理科 生物科学类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X3 理科 社会学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X4 理科 英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X5 理科 德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X6 理科 法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X7 理科 日语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1 文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5 文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9 理科 能源动力类(新能源) 新能源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M 理科 能源动力类(新能源) 新能源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B 理科 能源动力类(能动)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P 理科 能源动力类(能动)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2 文科 公共管理类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3 文科 工商管理类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4 文科 法学类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6 文科 法学类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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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7 文科 工商管理类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1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2 理科 电子信息类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3 理科 电气类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4 理科 材料类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5 理科 计算机类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6 理科 机械类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7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8 理科 核工程类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A 理科 数学类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C 理科 经济学类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D 理科 水利类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E 理科 土木类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F 理科 自动化类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G 理科 材料类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H 理科 电气类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I 理科 电子信息类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J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K 理科 核工程类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L 理科 计算机类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N 理科 数学类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O 理科 自动化类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TQ 理科 能源动力类(新能源)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7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I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5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D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A 文科 公共管理类 含：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H 文科 公共管理类 含：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E 理科 公共管理类 含：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第 66 页



院校
代号

院校名称
专业

代号
科类 专业名称及方向 专业备注 招生类型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A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V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4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高校专项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1 文科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
向)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2 文科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方向)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3 文科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方向)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4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5 文科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
向)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6 文科
财务管理(财务与金融方
向)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8 文科
物流管理(物联网与智能
化方向)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9 文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B 文科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
向)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C 文科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D 文科
财务管理(财务与金融方
向)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E 文科
物流管理(物联网与智能
化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F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G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1 理科 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2 理科 制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3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4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5 理科 环境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6 理科
生物工程类(生物工程、
生物技术、生物医学工
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7 理科 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8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9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B 理科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金
融数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C 理科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方向)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D 理科
机械类(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过程装备与
控制工程、安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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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E 理科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
向)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F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G 理科 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H 理科 能源化学工程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I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J 理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K 理科 功能材料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L 理科
生物工程类(生物工程、
生物技术、生物医学工
程)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M 理科 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N 理科 化学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O 理科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金
融数学)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P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Q 理科 制药工程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R 理科
机械类(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过程装备与
控制工程、安全工程)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S 理科 自动化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T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U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W 理科 环境工程 高校专项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X 理科
生物工程类(生物工程、
生物技术、生物医学工
程)

高校专项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Y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TZ 理科 化学 高校专项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1 理科
数学类(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金
融数学)

高校专项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2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3 理科
机械类(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过程装备与
控制工程、安全工程)

高校专项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6 理科
物流管理(物联网与智能
化方向)

高校专项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7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8 理科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9 理科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
向)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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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A 理科
财务管理(财务与金融方
向)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B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C 理科
物流管理(物联网与智能
化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F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大
数据管理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G 理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H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大
数据管理方向)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I 理科 能源化学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J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K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L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M 理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N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UO 理科 功能材料 高水平运动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E 理科 自动化类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自动化、智能科
学与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学习。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L 理科 自动化类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自动化、智能科
学与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学习。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9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工程管理专业学习。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P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工程管理专业学习。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S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工程管理专业学习。

高校专项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U4 理科 数学类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学习。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B 理科 计算机类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专业学习。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K 理科 计算机类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专业学习。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A 理科 机械类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机械工程、车辆
工程、物流工程、工业设计专业学习。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O 理科 机械类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机械工程、车辆
工程、物流工程、工业设计专业学习。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X 理科 机械类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机械工程、车辆
工程、物流工程、工业设计专业学习。

高校专项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Q 理科 经济与贸易类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国际经济与贸易
、金融工程专业学习。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1 文科 工商管理类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工商管理、会计
学专业学习。

高水平运动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1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工商管理、会计
学专业学习。

高水平运动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R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工商管理、会计
学专业学习。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W 理科 矿业类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采矿工程、矿物
加工工程专业学习。

高校专项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U5 理科 矿业类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采矿工程、矿物
加工工程专业学习。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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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4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纳米材料与
技术专业学习。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F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纳米材料与
技术专业学习。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2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3 理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5 理科 安全工程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6 理科 通信工程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7 理科 土木工程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8 理科 冶金工程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C 理科 生物技术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D 理科 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G 理科 生物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H 理科 通信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I 理科 冶金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J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M 理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N 理科 环境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T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校专项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U 理科 冶金工程 高校专项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V 理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校专项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Y 理科 安全工程 高校专项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TZ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高校专项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U1 理科 环境工程 高校专项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U2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U3 理科 应用物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U6 理科 安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U7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H 理科 软件工程

前两年在宏福校区，后两年在西土城路校
区。后两年学费为16000元/年。本专业部
分课程采用英语授课，建议非英语考生慎
重报考。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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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6 理科
理科试验班(信息与通信
基础科学)

含：应用物理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R 理科
理科试验班(信息与通信
基础科学)

含：应用物理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1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智能
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F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智能
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自主招生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M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智能
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高校专项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A 理科 科技与创意设计试验班 含：工业设计、数字媒体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I 理科 科技与创意设计试验班 含：工业设计、数字媒体技术。 自主招生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V 理科 科技与创意设计试验班 含：工业设计、数字媒体技术。 高校专项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5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电子商务、市场营销、会
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4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Q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2 理科 电子信息类(电子工程)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
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E 理科 电子信息类(电子工程)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
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O 理科 电子信息类(电子工程)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
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3 理科 电子信息类(信息通信)
含：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信息工程
。

高水平艺术团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D 理科 电子信息类(信息通信)
含：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信息工程
。

自主招生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N 理科 电子信息类(信息通信)
含：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信息工程
。

高校专项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2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专业部分课程采用英语授课，建议非英
语考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运动队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J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包含：工商管理、电子商务、市场营销、
会计学专业。前两年在沙河校区，后两年
在西土城路校区。

自主招生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P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包含：工商管理、电子商务、市场营销、
会计学专业。前两年在沙河校区，后两年
在西土城路校区。

高校专项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1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3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7 理科 网络空间安全 高水平艺术团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8 理科 邮政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9 理科 邮政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B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水平艺术团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C 理科 机械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G 理科 自动化 自主招生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K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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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L 理科 机械工程 高校专项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S 理科 信息安全 高校专项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T 理科 邮政管理 高校专项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TU 理科 邮政工程 高校专项

1237
北京邮电大学
(宏福校区)

T1 理科
计算机类(中外合作办
学)(英国伦敦玛丽女王
大学)

含：物联网工程。宏福校区。本专业部分
课程采用英语授课，建议非英语考生慎重
报考。

自主招生

1240 长安大学 T5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U8 理科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国
际工程班)

英语语种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U9 理科 交通工程(国际工程班) 英语语种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2 理科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工程造价。

高校专项

1240 长安大学 T6 理科 水利类
含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地
下水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240 长安大学 T5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
程、物联网工程。

高校专项

1240 长安大学 T1 理科 机械类
含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工业设计。

高校专项

1240 长安大学 T3 理科 地质学类 含地质学、资源勘查工程。 高校专项

1240 长安大学 T4 理科 测绘类
含测绘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地理信息
科学。

高校专项

1240 长安大学 T7 理科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

高校专项

1240 长安大学 UA 理科 地质工程 高校专项

1240 长安大学 U4 理科 建筑类(五年制)
考生需要有一定的美术基础，含建筑学、
城乡规划。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1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告学、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40 长安大学 T6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告学、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X 理科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工程造价。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2 文科 法学类 含思想政治教育、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40 长安大学 T4 文科 法学类 含思想政治教育、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U 理科 水利类
含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地
下水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U7 理科 水利类
含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地
下水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40 长安大学 U6 理科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M 理科 地质类 含勘查技术与工程、地球物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E 理科 经济学类 含经济统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I 理科 交通运输类
含交通运输、物流工程、汽车服务工程、
物流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S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
程、物联网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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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 长安大学 TH 理科 机械类
含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工业设计。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V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3 文科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40 长安大学 T7 文科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9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
理、旅游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40 长安大学 TG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
理、旅游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C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
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1240 长安大学 TT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
商务。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R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A 理科 地质学类 含地质学、资源勘查工程。 自主招生

1240 长安大学 U1 理科 地质学类 含地质学、资源勘查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O 理科 测绘类
含测绘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地理信息
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U3 理科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8 文科 建筑类(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8 理科 土地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40 长安大学 TB 理科 地质工程 自主招生

1240 长安大学 TD 理科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F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J 理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K 理科 车辆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L 理科 交通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N 理科 地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P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Q 理科 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W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Y 理科 土地资源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TZ 理科 矿物加工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U2 理科 安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U5 理科 工程力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UB 理科 土地整治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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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2 理科 软件工程

开发区校区：图强街321号。含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专业。学费前两年每人每年5200
元，后两年每人每年16000元。非英语语种
考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4 理科 软件工程

开发区校区：图强街321号。含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专业。学费前两年每人每年5200
元，后两年每人每年16000元。非英语语种
考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7 理科 软件工程

开发区校区：图强街321号。含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专业。学费前两年每人每年5200
元，后两年每人每年16000元。非英语语种
考生慎重报考。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A 理科 软件工程

开发区校区：图强街321号。含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专业。学费前两年每人每年5200
元，后两年每人每年16000元。非英语语种
考生慎重报考。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5 理科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
统

开发区校区：图强街321号。非英语语种考
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6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开发区校区：图强街321号。非英语语种考
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8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开发区校区：图强街321号。非英语语种考
生慎重报考。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9 理科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
统

开发区校区：图强街321号。非英语语种考
生慎重报考。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1 理科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
统

开发区校区：图强街321号。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3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开发区校区：图强街321号。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R 理科 城乡规划(五年制) 建议有绘画基础的考生报考。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X 理科 建筑学(五年制) 建议有绘画基础的考生报考。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A 理科 工业设计 建议有绘画基础的考生报考。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Y 理科 建筑学(五年制) 建议有绘画基础的考生报考。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5 理科 工业设计 建议有绘画基础的考生报考。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6 理科 城乡规划(五年制) 建议有绘画基础的考生报考。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D 理科 物理学类 含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B 理科 物理学类 含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Y 理科 物理学类 含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L 理科 物理学类 含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O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含物流管理、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9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含物流管理、工商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4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含物流管理、工商管理。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F 理科 土木工程(含国际班) 含土木工程、土木工程（国际班）。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D 理科 土木工程(含国际班) 含土木工程、土木工程（国际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R 理科 土木工程(含国际班) 含土木工程、土木工程（国际班）。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6 理科 水利类
含水利水电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第 74 页



院校
代号

院校名称
专业

代号
科类 专业名称及方向 专业备注 招生类型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H 理科 水利类
含水利水电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S 理科 水利类
含水利水电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3 理科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华
罗庚班。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3 理科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华
罗庚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X 理科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华
罗庚班。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C 理科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华
罗庚班。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B 理科 能源动力类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4 理科 能源动力类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W 理科 能源动力类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D 理科 能源动力类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U 理科 金融学类
含金融学（英语强化）、国际经济与贸易
（英语强化）。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P 理科 金融学类
含金融学（英语强化）、国际经济与贸易
（英语强化）。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3 理科 金融学类
含金融学（英语强化）、国际经济与贸易
（英语强化）。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Z 理科
机械类(机械类创新实验
班)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
仪器、能源与动力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Z 理科
机械类(机械类创新实验
班)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
仪器、能源与动力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B 理科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
仪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国际
班）。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G 理科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
仪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国际
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S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S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J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D 理科
化工与制药类(化工环境
生命类创新实验班)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生物工程、环境科学
、环境工程、制药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
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H 理科
化工与制药类(化工环境
生命类创新实验班)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生物工程、环境科学
、环境工程、制药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
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W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含国际
班)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工程与工艺（国
际班）。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O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含国际
班)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工程与工艺（国
际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P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含国际
班)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工程与工艺（国
际班）。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2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含国际
班)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工程与工艺（国
际班）。

自主招生

第 75 页



院校
代号

院校名称
专业

代号
科类 专业名称及方向 专业备注 招生类型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F 理科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含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安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U 理科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含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安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Q 理科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含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安全工程。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H 理科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含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安全工程。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P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含英语强
化班)

含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英语强
化）。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8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含英语强
化班)

含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英语强
化）。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N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含英语强
化班)

含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英语强
化）。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8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含英语强
化班)

含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英语强
化）。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N 理科
电子信息类(电气信息类
创新实验班)

含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
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L 理科
电子信息类(电气信息类
创新实验班)

含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
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Q 理科 材料类
含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金属材料工程、
功能材料。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7 理科 材料类
含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金属材料工程、
功能材料。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U 理科 材料类
含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金属材料工程、
功能材料。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E 理科 材料类
含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金属材料工程、
功能材料。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L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日语
强化五年制)

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1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日语强化五年制)

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2 理科
金属材料工程(日语强化
五年制)

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9 理科 车辆工程(英语强化) 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R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日语
强化五年制)

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1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日语强化五年制)

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2 理科
金属材料工程(日语强化
五年制)

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F 理科 车辆工程(英语强化) 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6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日语
强化五年制)

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M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日语强化五年制)

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C 理科 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E 理科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
英班)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G 理科 生物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H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I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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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J 理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K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M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T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V 理科 制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TY 理科 工程力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4 理科 交通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5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7 理科
工程力学(钱令希力学创
新实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8 理科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C 理科
应用物理学(王大珩物理
科学班)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E 理科 船舶与海洋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I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J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K 理科 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M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N 理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Q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T 理科 生物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V 理科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
英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W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UX 理科 制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A 理科 工程力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C 理科
应用物理学(王大珩物理
科学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E 理科 船舶与海洋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G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I 理科
工程力学(钱令希力学创
新实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J 理科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K 理科 交通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L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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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M 理科 自动化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VT 理科 船舶与海洋工程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1 理科 自动化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5 理科 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7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9 理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A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B 理科
应用物理学(王大珩物理
科学班)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F 理科 工程力学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G 理科 船舶与海洋工程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I 理科 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WK 理科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
英班)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E 理科 自动化(按大类招生)
含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两年后
学生按照志愿及成绩情况选择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V 理科 自动化(按大类招生)
含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两年后
学生按照志愿及成绩情况选择专业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X 理科 自动化(按大类招生)
含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两年后
学生按照志愿及成绩情况选择专业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7 理科 通信工程(按大类招生)
含通信工程、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专
业，两年后学生按照志愿及成绩情况选择
专业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D 理科 通信工程(按大类招生)
含通信工程、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专
业，两年后学生按照志愿及成绩情况选择
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P 理科 通信工程(按大类招生)
含通信工程、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专
业，两年后学生按照志愿及成绩情况选择
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8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按大类招
生)

含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对抗技术、电磁场
与无线技术、电波传播与天线专业，两年
后学生按照志愿及成绩情况选择专业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G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按大类招
生)

含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对抗技术、电磁场
与无线技术、电波传播与天线专业，两年
后学生按照志愿及成绩情况选择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R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按大类招
生)

含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对抗技术、电磁场
与无线技术、电波传播与天线专业，两年
后学生按照志愿及成绩情况选择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2 理科 通信工程(按大类招生)
含：通信工程、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
两年后学生按照志愿及成绩情况选择专业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8 理科 数学类(按大类招生)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专
业，一年后学生按照志愿及成绩情况选择
专业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9 理科 数学类(按大类招生)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专
业，一年后学生按照志愿及成绩情况选择
专业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T 理科 数学类(按大类招生)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专
业，一年后学生按照志愿及成绩情况选择
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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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3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按大类招
生)

含：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对抗技术、电磁
场与无线技术、电波传播与天线。两年后
学生按照志愿及成绩情况选择专业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A 理科
工商管理类(管理—电子
工程复合培养实验班)

管理-电子工程复合培养，只录取有专业志
愿的考生。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1 文科 行政管理(按大类招生) 高水平运动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2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3 文科 英语 高水平运动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4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5 文科 行政管理(按大类招生)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6 文科 翻译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7 文科 日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8 文科 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9 文科 法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1 理科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4 理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5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6 理科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9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A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B 理科 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C 理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D 理科 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F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G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水平运动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H 理科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I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J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物理电
子与光电子技术)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K 理科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L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M 理科 信息安全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N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物理电
子与光电子技术)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O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第 79 页



院校
代号

院校名称
专业

代号
科类 专业名称及方向 专业备注 招生类型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P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Q 理科 信息安全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R 理科 数字媒体技术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S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互
联网＋”复合培养实验
班)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T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U 理科 数字媒体技术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W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Y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TZ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1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2 理科 工业工程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3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4 理科
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复
合培养实验班)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5 理科
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复
合培养实验班)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6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7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B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C 理科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E 理科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F 理科 智能电网信息工程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H 理科 智能电网信息工程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I 理科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J 理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K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L 理科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M 理科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N 理科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O 理科 航空航天工程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Q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US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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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8 理科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
统

示范性微电子学院计划，按教学成本收费
。

自主招生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F 理科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
统

示范性微电子学院计划，按教学成本收费
。

高水平艺术团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L 理科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
统

示范性微电子学院计划，按教学成本收费 高水平运动队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1 理科 软件工程(系统与技术) 示范性软件学院计划，按教学成本收费。 自主招生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2 理科
软件工程(数字信息处
理)

示范性软件学院计划，按教学成本收费。 自主招生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3 理科 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 示范性软件学院计划，按教学成本收费。 自主招生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4 理科 软件工程(互联网安全) 示范性软件学院计划，按教学成本收费。 自主招生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5 理科 软件工程(数字动漫) 示范性软件学院计划，按教学成本收费。 自主招生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9 理科
软件工程(数字信息处
理)

示范性软件学院计划，按教学成本收费。 高水平艺术团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A 理科 软件工程(系统与技术) 示范性软件学院计划，按教学成本收费。 高水平艺术团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B 理科 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 示范性软件学院计划，按教学成本收费。 高水平艺术团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C 理科 软件工程(互联网安全) 示范性软件学院计划，按教学成本收费。 高水平艺术团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G 理科 软件工程(互联网安全) 示范性软件学院计划，按教学成本收费 高水平运动队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H 理科 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 示范性软件学院计划，按教学成本收费 高水平运动队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I 理科 软件工程(系统与技术) 示范性软件学院计划，按教学成本收费 高水平运动队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J 理科
软件工程(数字信息处
理)

示范性软件学院计划，按教学成本收费 高水平运动队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K 理科 软件工程(数字动漫) 示范性软件学院计划，按教学成本收费 高水平运动队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M 理科
软件工程(“互联网+”
实验班)

示范性软件学院计划，按教学成本收费 自主招生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N 理科
软件工程(“互联网+”
实验班)

示范性软件学院计划，按教学成本收费 高水平艺术团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6 理科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
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含：通信工程。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只录
取有专业志愿的考生。

自主招生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E 理科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
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含：通信工程。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只录
取有专业志愿的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7 理科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
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含：电子信息工程。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只录取有专业志愿的考生。

自主招生

1251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TD 理科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
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含：电子信息工程。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只录取有专业志愿的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255 东北大学 T3 文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俄语、日语、德语。只招英语
、俄语、日语、德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255 东北大学 T6 理科 工科试验班
含：冶金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新能源
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资源循环科学与
工程。

高校专项

1255 东北大学 TA 理科 工科试验班
含：冶金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新能源
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资源循环科学与
工程。

自主招生

1255 东北大学 T7 理科 工科试验班
含：土木工程、测绘工程、环境工程、安
全工程、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资源
勘查工程。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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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5 东北大学 T8 理科 工科试验班
含：土木工程、测绘工程、环境工程、安
全工程、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资源
勘查工程。

自主招生

1255 东北大学 T2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思想政治教育、哲学。 自主招生

1255 东北大学 T9 理科 理科试验班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应用化学、应用物理学、工程力学、应用
统计学。

自主招生

1255 东北大学 TB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类(中外合
作办学)

含：生物医学工程。外语语种为英语。 自主招生

1255 东北大学 T3 理科 建筑类(五年制)
含：建筑学、城乡规划。要求考生具备一
定的绘画基础。

高校专项

1255 东北大学 T1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高校专项

1255 东北大学 T4 理科 机械类
含：机械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车
辆工程、工业设计。

高校专项

1255 东北大学 T2 理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工业
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国际经济与
贸易、金融学、经济学。

高校专项

1255 东北大学 T1 文科 公共管理类
含：法学、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新
闻学。

自主招生

1255 东北大学 T5 理科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功能材料、材料成
型及控制工程、材料物理。

高校专项

1255 东北大学 TC 理科 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TO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UG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TP 理科 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T1 理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延安路校区：延安西路1882号。市场营销
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1260 东华大学 T3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延安路校区：延安西路1882号。含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学费6500元/年)、电子商务
、物流管理专业。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T6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延安路校区：延安西路1882号。含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学费6500元/年)、电子商务
、物流管理专业。

高校专项

1260 东华大学 T8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延安路校区：延安西路1882号。含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学费6500元/年)、电子商务
、物流管理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T4 理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延安路校区：延安西路1882号。含市场营
销、财务管理、会计学、旅游管理、会展
经济与管理、工商管理专业。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T9 理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延安路校区：延安西路1882号。含市场营
销、财务管理、会计学、旅游管理、会展
经济与管理、工商管理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T2 理科 经济与贸易类
延安路校区：延安西路1882号。含国际经
济与贸易、金融学专业。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T7 理科 经济与贸易类
延安路校区：延安西路1882号。含国际经
济与贸易、金融学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T5 理科 服装设计与工程 延安路校区：延安西路1882号。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TA 理科 服装设计与工程 延安路校区：延安西路1882号。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TN 理科
物理学类(光电与能源新
技术)

含应用物理学（新能源与微电子）、光电
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U4 理科
物理学类(光电与能源新
技术)

含应用物理学（新能源与微电子）、光电
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TM 理科 数学类(金融与统计)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工程）、统计学
（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专业。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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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 东华大学 U6 理科 数学类(金融与统计)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工程）、统计学
（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TC 理科 功能材料
含生物医用纺织材料与技术、生物材料、
新能源与光电材料方向。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UB 理科 功能材料
含生物医用纺织材料与技术、生物材料、
新能源与光电材料方向。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TI 理科 化学类 含轻化工程、生物工程、应用化学专业。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TY 理科 化学类 含轻化工程、生物工程、应用化学专业。 高校专项

1260 东华大学 U8 理科 化学类 含轻化工程、生物工程、应用化学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TG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费6500元/年)、软
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安全专业。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TW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费6500元/年)、软
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安全专业。

高校专项

1260 东华大学 UF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费6500元/年)、软
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安全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TJ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专业。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U7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TH 理科 材料类
含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
程、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TX 理科 材料类
含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
程、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

高校专项

1260 东华大学 U9 理科 材料类
含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
程、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TB 理科 纺织类
含纺织工程(有8个专业方向，详见专业介
绍)、非织造材料与工程专业。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TT 理科 纺织类
含纺织工程(有8个专业方向，详见专业介
绍)、非织造材料与工程专业。

高校专项

1260 东华大学 UA 理科 纺织类
含纺织工程(有8个专业方向，详见专业介
绍)、非织造材料与工程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TQ 理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法学、行政管理专业。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TZ 理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法学、行政管理专业。 高校专项

1260 东华大学 UJ 理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法学、行政管理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TF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通信工
程(学费6500元/年)、电子信息工程(学费
6500元/年)专业。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TV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通信工
程(学费6500元/年)、电子信息工程(学费
6500元/年)专业。

高校专项

1260 东华大学 UE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通信工
程(学费6500元/年)、电子信息工程(学费
6500元/年)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TR 理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传播学、公共关系学、教育技术学（媒
体制作与传播）专业。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U1 理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传播学、公共关系学、教育技术学（媒
体制作与传播）专业。

高校专项

1260 东华大学 UI 理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传播学、公共关系学、教育技术学（媒
体制作与传播）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TE 理科 工业设计 含产品设计、设计管理方向。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UD 理科 工业设计 含产品设计、设计管理方向。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TD 理科 机械工程 含4个专业方向，详见专业介绍。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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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 东华大学 TU 理科 机械工程 含4个专业方向，详见专业介绍。 高校专项

1260 东华大学 UC 理科 机械工程 含4个专业方向，详见专业介绍。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TK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TL 理科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TS 理科 理科试验班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U2 理科 理科试验班 高校专项

1260 东华大学 U3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U5 理科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UH 理科 理科试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T1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T2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T3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T4 理科 土木工程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T5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T6 理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T7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T8 理科 资源勘查工程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T9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TA 理科 生物技术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TB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TC 理科 制药工程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TD 理科 车辆工程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TE 理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TF 理科 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268
合肥工业大学
(宣城校区)

T1 理科 机械工程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
(宣城校区)

T2 理科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
(宣城校区)

T3 理科
土木工程(城市地下空
间)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
(宣城校区)

T4 理科 环境工程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
(宣城校区)

T5 理科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
(宣城校区)

T6 理科 物联网工程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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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8
合肥工业大学
(宣城校区)

T7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
(宣城校区)

T8 理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
(宣城校区)

T9 理科 自动化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
(宣城校区)

TA 理科 经济学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
(宣城校区)

TB 理科 能源化学工程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
(宣城校区)

TC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
(宣城校区)

TD 理科 物流管理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
(宣城校区)

TE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
(宣城校区)

TF 理科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高校专项

1270 河海大学 T9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F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U2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T3 理科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校专项

1270 河海大学 TL 理科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Z 理科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T1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2 文科 会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3 文科 财务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4 文科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5 文科 广播电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6 文科 土地资源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7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8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A 文科 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TB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TC 文科 劳动与社会保障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TD 文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TE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TG 文科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70 河海大学 T1 理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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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 河海大学 T2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校专项

1270 河海大学 T4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5 理科 交通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6 理科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7 理科 环境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8 理科 环境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9 理科 环境生态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A 理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B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C 理科 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D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E 理科 通信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F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G 理科 工程力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H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I 理科 测绘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J 理科 地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K 理科 海洋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M 理科 应用物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N 理科 工程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O 理科 会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P 理科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Q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TR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TS 理科 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TT 理科 土木工程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TU 理科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TV 理科 农业水利工程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TW 理科 水利水电工程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TX 理科 海洋科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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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 河海大学 TY 理科 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U1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U3 理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U4 理科 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U5 理科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U6 理科 水务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U7 理科 水利水电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U8 理科 农业水利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U9 理科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UA 理科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UB 理科 地质工程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UC 理科 工程力学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UD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UE 理科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Y 理科 德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口吃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Z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口吃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F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口吃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H 理科 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口吃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X 理科 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口吃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G 理科 德语 只招英语、德语语种考生。口吃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E 理科 风景园林 色弱、色盲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I 理科 工业设计 色弱、色盲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1 理科 食品质量与安全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2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3 理科 应用化学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4 理科 材料化学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5 理科 制药工程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6 理科 药学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7 理科 药物制剂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8 理科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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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9 理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A 理科 复合材料与工程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B 理科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C 理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D 理科 环境工程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E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F 理科 油气储运工程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G 理科 轻化工程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H 理科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I 理科 生物工程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J 理科 生物科学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K 理科 生物技术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L 理科 化学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M 理科 安全工程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J 理科 复合材料与工程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K 理科 化学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L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M 理科 药物制剂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N 理科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O 理科 生物科学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P 理科 轻化工程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Q 理科 油气储运工程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R 理科 药学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S 理科 食品质量与安全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T 理科 材料化学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U 理科 生物技术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V 理科 环境工程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V1 理科 安全工程 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N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色盲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O 理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色盲者不取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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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P 理科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色盲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Q 理科
安全工程(安全检测技
术)

色盲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R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色盲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S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色盲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T 理科 信息工程 色盲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U 理科 自动化 色盲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Z 理科 应用物理学 色盲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1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色盲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V2 理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色盲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V3 理科
安全工程(安全检测技
术)

色盲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V4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色盲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V5 理科 信息工程 色盲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V7 理科 应用物理学 色盲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V8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色盲者不取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V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不能准确在显示器上识别红、黄、绿、蓝
、紫各颜色中任何一种颜色的数码、字母
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W 理科 软件工程
不能准确在显示器上识别红、黄、绿、蓝
、紫各颜色中任何一种颜色的数码、字母
者不取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1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X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TY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2 理科 经济学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3 理科 金融学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4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5 理科 工程管理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6 理科 物流管理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7 理科 工商管理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8 理科 市场营销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9 理科 人力资源管理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A 理科 会计学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B 理科 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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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C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D 理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UW 理科 法学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V6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V9 理科 工程管理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VA 理科 物流管理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VB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VC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VD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校专项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T 理科 建筑学(五年制) 入校后加试素描，不招色盲色弱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U 理科 城乡规划(五年制) 入校后加试素描，不招色盲色弱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W 理科 风景园林(五年制) 入校后加试素描，不招色盲色弱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E 理科 化学类(创新班)
含：应用化学。不招色盲色弱，本硕、本
博连读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H 理科 数学类(创新班)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本硕、本博连读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O 理科 机械类(创新班)
含：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不招色
盲，本硕、本博连读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K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C 理科 材料类(全英创新班)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不招色
盲色弱，本硕、本博连读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3 理科 制药工程 不招有过敏性疾病、色盲色弱。 高校专项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V 理科 制药工程 不招有过敏性疾病、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1 理科 材料化学 不招色盲色弱。 高校专项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2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不招色盲色弱。 高校专项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4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高校专项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6 理科 生物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高校专项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F 理科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G 理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K 理科 医学影像学(五年制)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M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N 理科 材料化学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O 理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P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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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S 理科 应用化学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T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U 理科 能源化学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W 理科 资源环境科学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X 理科 轻化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Y 理科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Z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4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光
电信息)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A 理科 环境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B 理科 环境科学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C 理科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D 理科 生物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E 理科 生物制药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F 理科 生物技术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E 文科 新闻学 不招色盲色弱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F 文科 传播学 不招色盲色弱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G 文科 广告学 不招色盲色弱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3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不招色盲色弱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4 理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D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F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不招色盲色弱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G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Q 理科 环境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R 理科 传播学 不招色盲色弱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X 理科 核工程与核技术 不招色盲色弱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A 理科 机械工程 不招色盲。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B 理科 车辆工程 不招色盲。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C 理科 安全工程 不招色盲。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I 理科 信息工程 不招色盲。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L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不招色盲。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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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Q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材
料与元器件)

不招色盲。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R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光
电器件)

不招色盲。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G 理科 机械电子工程 不招色盲。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9 理科 自动化(创新班) 不招色盲，本硕连读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N 理科 机械电子工程 不招色盲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P 理科 机械工程(卓越双语班) 不招色盲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Q 理科 机械工程 不招色盲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R 理科 车辆工程 不招色盲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S 理科 安全工程 不招色盲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Z 理科 交通运输 不招色盲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5 理科
信息工程(冯秉铨实验
班)

不招色盲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6 理科 信息工程 不招色盲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7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卓越
班)

不招色盲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8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不招色盲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A 理科 自动化 不招色盲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B 理科 智能科学与技术 不招色盲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S 理科 工业设计 不招色盲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1 文科 行政管理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6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7 理科 网络工程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8 理科 信息安全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9 理科 软件工程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第一、二年学费
6850元/生.学年，第三、四年按照示范性
软件学院16000元/生.学年收取。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P 理科 软件工程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第一、二年学费
6850元/生.学年，第三、四年按照示范性
软件学院16000元/生.学年收取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M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全英
创新班)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本硕、本博连读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D 文科 行政管理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N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O 理科 网络工程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2 文科 商务英语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3 文科 日语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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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4 文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5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6 文科 金融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7 文科 旅游管理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8 文科 会展经济与管理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9 文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A 文科 商务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B 文科 经济学(创新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C 文科 法学(卓越法律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H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I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J 文科 金融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5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7 理科 法学 高校专项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8 理科 金融学 高校专项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9 理科 电子商务 高校专项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D 理科 知识产权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E 理科 电子商务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H 理科 物流工程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TJ 理科 经济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1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2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3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5 理科 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H 理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I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J 理科 金融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K 理科 旅游管理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L 理科 会展经济与管理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M 理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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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V 理科 土木工程(卓越全英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X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UY 理科 交通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1 理科 船舶与海洋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2 理科 工程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I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J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L 理科 会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T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U 理科 金融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V 理科 电子商务 高水平艺术团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VW 理科 经济学(创新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T1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TB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T1 理科 通信工程
根据考生申请情况编制分省招生计划，依
据考生高考成绩和志愿进行录取。

高校专项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T2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根据考生申请情况编制分省招生计划，依
据考生高考成绩和志愿进行录取。

高校专项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T3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根据考生申请情况编制分省招生计划，依
据考生高考成绩和志愿进行录取。

高校专项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T4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根据考生申请情况编制分省招生计划，依
据考生高考成绩和志愿进行录取。

高校专项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T6 理科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根据考生申请情况编制分省招生计划，依
据考生高考成绩和志愿进行录取。

高校专项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T7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根据考生申请情况编制分省招生计划，依
据考生高考成绩和志愿进行录取。

高校专项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T9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根据考生申请情况编制分省招生计划，依
据考生高考成绩和志愿进行录取。

高校专项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TA 理科 自动化
根据考生申请情况编制分省招生计划，依
据考生高考成绩和志愿进行录取。

高校专项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TH 理科 软件工程 本科教学外语课程主要开设英语课 自主招生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T5 理科 轮机工程(陆上专业)
1.陆上专业；2.根据考生申请情况编制分
省招生计划，依据考生高考成绩和志愿进
行录取。

高校专项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T8 理科 软件工程
1.根据考生申请情况编制分省招生计划，
依据考生高考成绩和志愿进行录取；2.本
科教学外语课程主要开设英语课。

高校专项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TC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自主招生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TD 理科 海洋科学 自主招生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TE 理科 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TF 理科 自动化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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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5 大连海事大学 TG 理科 通信工程 自主招生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TI 理科 海洋资源与环境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Q 理科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
学)(交大密西根学
院)(美国密西根大学)

仅录取有专业志愿的考生。全英语授课。
包含机械工程、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K 理科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
学)(交大巴黎高科卓越
工程师学院)(法国巴黎
高科技工程师学校集团)

仅录取有专业志愿的考生。零法语基础，
英语+法语授课。包含机械工程、信息工程
、能源与动力工程。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6 文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包含工商管理、
会计学。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F 文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包含工商管理、
会计学。

高校专项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5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包含工商管理、
会计学。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U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包含工商管理、
会计学。

高校专项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Z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包含自动化、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信息安全、软件工
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B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含致远)
包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类。进入致
远需通过专门面试。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V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含致远)
包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类。进入致
远需通过专门面试。

高校专项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8 理科 生物技术 包含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T 理科 经济学类 包含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 高校专项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F 理科
机械类(国际化人才培养
试点班)

包含机械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U1 理科
机械类(国际化人才培养
试点班)

包含机械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校专项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G 理科 机械类
包含机械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工业工
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X 理科 机械类
包含机械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工业工
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A 理科 化学类 包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I 理科 海洋工程类
包含船舶与海洋工程、交通运输、土木工
程、工程力学。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Y 理科 海洋工程类
包含船舶与海洋工程、交通运输、土木工
程、工程力学。

高校专项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1 文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2 文科
汉语言文学(中外文化交
流)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3 文科 文化产业管理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4 文科 行政管理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5 文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7 文科 经济学类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8 文科 传播学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9 文科 广播电视编导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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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A 文科 英语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B 文科 日语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C 文科 德语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D 文科 行政管理 高校专项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E 文科 法学 高校专项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1 理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2 理科 经济学类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3 理科 行政管理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4 理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6 理科 药学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7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9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C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D 理科
电子信息类(IEEE试点
班)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E 理科 电子信息类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H 理科 建筑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J 理科 航空航天工程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L 理科 传播学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M 理科 工业设计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N 理科 广播电视编导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O 理科 英语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P 理科 日语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R 理科 德语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S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高校专项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TW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1 文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2 文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3 文科 工商管理类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4 文科 经济学类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1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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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2 理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3 理科 工商管理类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4 理科 油气储运工程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5 理科 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6 理科 能源化学工程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7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8 理科 石油工程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9 理科 经济学类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A 理科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B 理科 海洋油气工程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C 理科 资源勘查工程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D 理科 安全工程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E 理科 勘查技术与工程(物探)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F 理科 自动化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G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H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I 理科 石油工程 高校专项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J 理科 资源勘查工程 高校专项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K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295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TL 理科 油气储运工程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5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1 文科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2 文科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3 文科 会计学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4 文科 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6 文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1 理科 地理信息科学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2 理科 地球物理学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3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4 理科 海洋油气工程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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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5 理科 石油工程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6 理科 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7 理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8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9 理科 油气储运工程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A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B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C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D 理科 工程管理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E 理科 材料物理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F 理科 资源勘查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G 理科
勘查技术与工程(物探方
向)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H 理科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I 理科 测绘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J 理科 地理信息科学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K 理科 地质学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L 理科 地球物理学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M 理科 石油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N 理科 船舶与海洋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O 理科 海洋油气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P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Q 理科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R 理科 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S 理科 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T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U 理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V 理科 安全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W 理科 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X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Y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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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TZ 理科 油气储运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U1 理科 土木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U2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U3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U4 理科 通信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U5 理科 工程管理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U6 理科 会计学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U7 理科 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U8 理科 材料物理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U9 理科 材料化学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U8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UU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V9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T2 文科 工商管理 卫津路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305 天津大学 UD 理科 软件工程 前两年学费5800元/年，后两年14000元/年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UR 理科 软件工程 前两年学费5800元/年，后两年14000元/年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T1 文科 法学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305 天津大学 T1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保
密方向)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T2 理科 工商管理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T3 理科 药学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T4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T5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保
密方向)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T6 理科 工业工程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T7 理科 电子商务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T8 理科 物流工程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T9 理科 生物科学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TA 理科 法学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TB 理科 海洋技术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TC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TD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保
密方向)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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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 天津大学 TE 理科 工业工程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TF 理科 工商管理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TG 理科 电子商务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TH 理科 物流工程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TI 理科 法学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TJ 理科 海洋技术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TK 理科 生物科学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TL 理科 药学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TM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TN 理科 药学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TO 理科 电子商务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TP 理科 物流工程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TQ 理科 工业工程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TR 理科 工商管理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TS 理科 生物科学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TT 理科 海洋技术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TU 理科 法学 南开区卫津路92号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TV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TW 理科 应用化学(工)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TX 理科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
统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TY 理科 水利水电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TZ 理科 应用化学(工)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U1 理科 船舶与海洋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U2 理科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U3 理科 生物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U4 理科 制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U5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U6 理科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U7 理科 教育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U9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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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 天津大学 UA 理科 应用物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UB 理科 功能材料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UC 理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UE 理科 环境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UF 理科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
统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UG 理科 水利水电工程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UH 理科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UI 理科 船舶与海洋工程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UJ 理科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UK 理科 生物工程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UL 理科 制药工程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UM 理科 应用化学(工)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UN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UO 理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UP 理科 应用物理学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UQ 理科 功能材料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US 理科 环境科学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UT 理科 教育学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UV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UW 理科 教育学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UX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UY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UZ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V1 理科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
统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V2 理科 水利水电工程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V3 理科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V4 理科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V5 理科 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V6 理科 制药工程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V7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第 101 页



院校
代号

院校名称
专业

代号
科类 专业名称及方向 专业备注 招生类型

1305 天津大学 V8 理科 船舶与海洋工程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VA 理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VB 理科 功能材料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VC 理科 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VD 理科 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VE 理科 环境科学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VF 理科 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T1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哲学、文化产业管理、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TC 理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哲学、文化产业管理、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UO 理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哲学、文化产业管理、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10 同济大学 TW 理科 理科试验班(物理类) 含：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UL 理科 理科试验班(物理类) 含：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TU 理科 理科试验班(化学类) 含：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UG 理科 理科试验班(化学类) 含：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TQ 理科 理科试验班(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UK 理科 理科试验班(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TG 理科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UM 理科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TK 理科 工科试验班(交通类) 含：交通工程、交通运输、物流工程。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U1 理科 工科试验班(交通类) 含：交通工程、交通运输、物流工程。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TM 理科 工科试验班(能源类)
含：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能源与动
力工程。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U8 理科 工科试验班(能源类)
含：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能源与动
力工程。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TJ 理科 工科试验班(电子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UA 理科 工科试验班(电子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TN 理科 工科试验班(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工程
。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TZ 理科 工科试验班(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工程
。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TL 理科 工科试验班(环境类)
含：环境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环境
科学。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TX 理科 工科试验班(环境类)
含：环境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环境
科学。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TA 理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经济
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U5 理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经济
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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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同济大学 T5 理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广播电视学、广告学。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TB 理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管理
类)

含：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
流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行政管理。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U6 理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管理
类)

含：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
流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行政管理。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UQ 理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管理
类)

含：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
流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10 同济大学 TI 理科 工科试验班(电气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UI 理科 工科试验班(电气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TV 理科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含：地质学、地球物理学、海洋资源开发
技术。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UC 理科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含：地质学、地球物理学、海洋资源开发
技术。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T3 理科
工科试验班(地质与水利
工程类)

含：地质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U3 理科
工科试验班(地质与水利
工程类)

含：地质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TH 理科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
学)(德国埃斯林根应用
技术大学)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T1 理科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T2 理科 测绘工程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T4 理科 土木工程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T6 理科 工业设计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T7 理科 风景园林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T8 理科 城乡规划(五年制)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T9 理科 建筑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TD 理科
工科试验班(轨道交通五
年制)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TE 理科 车辆工程(五年制)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TF 理科 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TO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TP 理科 口腔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TR 理科
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
养)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TS 理科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TT 理科 飞行器制造工程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TY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U2 理科 测绘工程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U4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U7 理科 车辆工程(五年制)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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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同济大学 U9 理科 工科试验班(轨道交通)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UB 理科 飞行器制造工程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UD 理科 口腔医学(五年制)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UE 理科
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
养)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UF 理科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五年
制)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UH 理科 软件工程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UJ 理科 工程力学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UN 理科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1310 同济大学 UP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2 理科 数学类 含：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校专项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P 理科 数学类 含：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A 理科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含：物流管理、物流工程。 高校专项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O 理科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含：物流管理、物流工程。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4 理科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H 理科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工程管理。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6 文科
社会学类(政治与社会、
思想政治教育)

含：社会工作。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1 理科 交通运输类
含：交通运输、交通工程、道路桥梁与渡
河工程。

高校专项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5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
网工程。

高校专项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L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
网工程。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3 理科 机械类(机电工程) 含：机械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高校专项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D 理科 机械类(机电工程) 含：机械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5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广告学、编辑出版学。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1 文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4 文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E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7 理科 电子信息类(工学)
含：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通
信工程、信息工程。

高校专项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K 理科 电子信息类(工学)
含：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通
信工程、信息工程。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F 理科
海洋工程类(船舶与海
洋)

含：船舶与海洋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
程。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I 理科 机械类(车辆)
含：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能源与动
力工程。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8 理科 矿业类(安全与资源) 含：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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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J 理科 矿业类(安全与资源)
含：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安全工程
。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C 理科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材料化
学、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复合材料与工程、新能源材料与器
件。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2 文科 经济学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3 文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6 理科 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9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校专项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B 理科 经济学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G 理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M 理科 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N 理科 海事管理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TQ 理科 制药工程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3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4 文科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6 文科 翻译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1 文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2 文科 哲学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5 文科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7 文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1 理科 通信工程 高校专项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2 理科 空间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3 理科 通信工程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4 理科 信息工程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5 理科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6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7 理科 信息对抗技术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8 理科 智能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9 理科 遥感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A 理科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B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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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C 理科 物联网工程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D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E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F 理科 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G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H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I 理科 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J 理科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K 理科 电波传播与天线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L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M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N 理科 统计学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O 理科 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P 理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Q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R 理科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
统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S 理科 生物技术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T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U 理科 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V 理科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W 理科 信息安全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X 理科 网络工程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Y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TZ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校专项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U1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U2 理科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U3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K 理科 自动化 外语语种要求见我校2017年招生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S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技术方向)

外语语种要求见我校2017年招生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T 理科 通信工程 外语语种要求见我校2017年招生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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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V 理科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外语语种要求见我校2017年招生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D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技术方向)

外语语种要求见我校2017年招生章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E 理科 通信工程 外语语种要求见我校2017年招生章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H 理科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外语语种要求见我校2017年招生章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I 理科 自动化 外语语种要求见我校2017年招生章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Y 理科 土木类(茅以升学院) 含：土木工程。包含土木工程专业。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F 理科
土木类(中外合作办
学)(英国利兹大学)

含：土木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3 理科
电子信息类(茅以升学
院)

含：通信工程。包含通信工程专业。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Z 理科
生物工程类(中外合作办
学)(美国乔治亚州立大
学)

含：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1 理科
交通运输类(茅以升学
院)

含：交通运输。包含交通运输专业。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I 理科
计算机类(中外合作办
学)(英国利兹大学)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2 理科 机械类(茅以升学院)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包含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H 理科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
学)(英国利兹大学)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X 理科 力学类(茅以升学院) 含：工程力学。包含工程力学专业。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G 理科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
学)(英国利兹大学)

含：电子信息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Z 理科 电气类(茅以升学院)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包含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专业。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4 理科 测绘类(茅以升学院) 含：测绘工程。包含测绘工程专业。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W 理科 材料类(茅以升学院)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包含材料科学与工
程专业。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2 理科 工商管理类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11号。包含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会计学、
电子商务、工程管理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5 理科 工商管理类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11号。包含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会计学、
电子商务、工程管理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9 理科 工商管理类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11号。包含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会计学、
电子商务、工程管理专业。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1 理科 经济与贸易类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11号。包含经
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4 理科 经济与贸易类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11号。包含经
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A 理科 经济与贸易类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11号。包含经
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专业。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1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高校专项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2 文科 法学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3 文科 政治学与行政学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4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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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5 文科 法学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6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7 文科 政治学与行政学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8 文科 法学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3 理科 公共事业管理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6 理科 政治学与行政学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7 理科 法学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8 理科 公共事业管理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C 文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包括英语、翻译、日语、德语、法语专业
。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J 文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包括英语、翻译、日语、德语、法语专业
。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P 文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包括英语、翻译、日语、德语、法语专业
。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V 理科 建筑类(五年制) 包括城乡规划、风景园林专业。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R 理科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包含物流管理、物流工程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C 理科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包含物流管理、物流工程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J 理科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包含物流管理、物流工程专业。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Q 理科 交通运输类 包含交通运输、交通工程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B 理科 交通运输类 包含交通运输、交通工程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X 理科 交通运输类 包含交通运输、交通工程专业。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5 理科 计算机类
包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
网工程专业。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U 理科 计算机类
包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
网工程专业，外语语种要求见我校2017年
招生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F 理科 计算机类
包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
网工程专业，外语语种要求见我校2017年
招生章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H 理科 机械类
包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
与仪器、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能源
与动力工程、工业工程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5 理科 机械类
包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
与仪器、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能源
与动力工程、工业工程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D 理科 机械类
包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
与仪器、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能源
与动力工程、工业工程专业。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N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包含环境工程、消防工程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J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包含环境工程、消防工程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R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包含环境工程、消防工程专业。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L 理科 测绘类
包含地理信息科学、测绘工程、遥感科学
与技术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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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N 理科 测绘类
包含地理信息科学、测绘工程、遥感科学
与技术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P 理科 测绘类
包含地理信息科学、测绘工程、遥感科学
与技术专业。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P 理科 材料类
包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9 理科 材料类
包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T 理科 材料类
包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专业。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9 文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高校专项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A 文科 广告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B 文科 汉语国际教育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D 文科 传播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E 文科 应用心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F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G 文科 传播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H 文科 广告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I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K 文科 汉语国际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L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M 文科 传播学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N 文科 广告学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O 文科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Q 文科 汉语国际教育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B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校专项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C 理科 机械类 高校专项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D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E 理科 交通运输类 高校专项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F 理科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G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I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J 理科 车辆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M 理科 地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O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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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W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X 理科 统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Y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TZ 理科 应用物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1 理科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2 理科 工程力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3 理科 制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4 理科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6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7 理科 生物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8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A 理科
安全工程(交通安全与信
息技术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G 理科 车辆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K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L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M 理科 地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O 理科 工程力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P 理科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Q 理科 应用物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R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S 理科 统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T 理科 生物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U 理科 制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UV 理科 应用心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6 理科 通信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7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技术方向)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8 理科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9 理科 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A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B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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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C 理科 车辆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E 理科 土木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K 理科 统计学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L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M 理科 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N 理科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O 理科 工程力学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Q 理科 地质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S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U 理科 建筑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W 理科
安全工程(交通安全与信
息技术方向)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VY 理科 制药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W1 理科 应用心理学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W2 理科 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W3 理科 思想政治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W4 理科 传播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W5 理科 汉语国际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W6 理科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W7 理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W8 理科 广告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1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市南区鱼山路5号。含食品科学与工程，生
物工程，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2 理科 生物技术 市南区鱼山路5号。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3 理科 海洋资源与环境 市南区鱼山路5号。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4 理科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 市南区鱼山路5号。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5 理科 生态学 市南区鱼山路5号。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6 理科 生物科学 市南区鱼山路5号。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7 理科 水产养殖学 市南区鱼山路5号。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8 理科 药学 市南区鱼山路5号。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U9 理科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校专项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1 文科 德语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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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2 文科 朝鲜语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3 文科 法语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4 文科 日语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5 文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6 文科 英语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7 文科 旅游管理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8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9 文科 市场营销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A 文科 工商管理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B 文科 会计学 高校专项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C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高校专项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9 理科 海洋技术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A 理科 海洋科学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B 理科 大气科学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C 理科 物理学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D 理科 化学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E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F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G 理科 地质学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H 理科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I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J 理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K 理科 勘查技术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L 理科 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M 理科 环境科学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N 理科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O 理科 轮机工程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P 理科 朝鲜语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Q 理科 船舶与海洋工程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R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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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S 理科 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T 理科 土木工程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U 理科 德语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V 理科 法语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W 理科 英语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X 理科 日语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Y 理科 工商管理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TZ 理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U1 理科 旅游管理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U2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U3 理科 经济学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U4 理科 物流管理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U5 理科 市场营销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U6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校专项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U7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校专项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U8 理科 金融学 高校专项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UA 理科 财务管理 高校专项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UB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O 理科
工商管理(地球科学与商
务方向)

只招有该专业志愿的考生。与加拿大滑铁
卢大学联合培养，采取“2+2”的培养模
式，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学习期间的有关
费用按照相关协议执行。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1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Q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Q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2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1 理科 资源勘查工程(能源) 高水平运动队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2 理科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3 理科 石油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4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5 理科 材料化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6 理科 安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第 113 页



院校
代号

院校名称
专业

代号
科类 专业名称及方向 专业备注 招生类型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7 理科 地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8 理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9 理科 海洋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A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B 理科 地质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C 理科
资源勘查工程(固体矿
产)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D 理科 地质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E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F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G 理科 材料物理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H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I 理科 软件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J 理科 环境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K 理科 石油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L 理科 资源勘查工程(能源)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M 理科 工商管理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N 理科 会计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O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P 理科 经济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R 理科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S 理科 地球物理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T 理科 勘查技术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U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V 理科 测绘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W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X 理科
地质学(地质地球物理复
合)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Y 理科 地质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TZ 理科 地质学(旅游地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1 理科
资源勘查工程(固体矿
产)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2 理科 地球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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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3 理科 地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4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5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6 理科 安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7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8 理科 材料物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9 理科 材料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A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B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C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D 理科 地理信息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E 理科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F 理科 软件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G 理科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H 理科 环境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I 理科 石油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J 理科
资源勘查工程(新能源地
质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K 理科 资源勘查工程(能源)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L 理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M 理科 会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N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P 理科 经济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R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S 理科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T 理科 地球物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U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V 理科 勘查技术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W 理科 海洋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X 理科 土地资源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Y 理科 土地整治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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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UZ 理科 测绘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V1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V2 理科
地质学(地质地球物理复
合)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V3 理科 地质学(旅游地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V4 理科 地球化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V5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V6 理科 安全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V7 理科 材料化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V8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V9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VA 理科 地理信息科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VB 理科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VC 理科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VD 理科
资源勘查工程(新能源地
质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VE 理科 法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VF 理科 海洋科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VG 理科 土地资源管理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VH 理科 土地整治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VI 理科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3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VJ 理科 经济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6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
我校将根据各省(区、市)入选资格考生情
况确定分省分专业拟招生计划数，并在6月
中旬通过我校本科招生网向社会公布。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7 文科 法学
我校将根据各省(区、市)入选资格考生情
况确定分省分专业拟招生计划数，并在6月
中旬通过我校本科招生网向社会公布。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J 理科 地理信息科学
我校将根据各省(区、市)入选资格考生情
况确定分省分专业拟招生计划数，并在6月
中旬通过我校本科招生网向社会公布。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K 理科 自动化
我校将根据各省(区、市)入选资格考生情
况确定分省分专业拟招生计划数，并在6月
中旬通过我校本科招生网向社会公布。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L 理科
勘查技术与工程(勘查地
球物理方向)

我校将根据各省(区、市)入选资格考生情
况确定分省分专业拟招生计划数，并在6月
中旬通过我校本科招生网向社会公布。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M 理科 土木工程
我校将根据各省(区、市)入选资格考生情
况确定分省分专业拟招生计划数，并在6月
中旬通过我校本科招生网向社会公布。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N 理科 应用化学
我校将根据各省(区、市)入选资格考生情
况确定分省分专业拟招生计划数，并在6月
中旬通过我校本科招生网向社会公布。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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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O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我校将根据各省(区、市)入选资格考生情
况确定分省分专业拟招生计划数，并在6月
中旬通过我校本科招生网向社会公布。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P 理科 资源勘查工程
我校将根据各省(区、市)入选资格考生情
况确定分省分专业拟招生计划数，并在6月
中旬通过我校本科招生网向社会公布。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Q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我校将根据各省(区、市)入选资格考生情
况确定分省分专业拟招生计划数，并在6月
中旬通过我校本科招生网向社会公布。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R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我校将根据各省(区、市)入选资格考生情
况确定分省分专业拟招生计划数，并在6月
中旬通过我校本科招生网向社会公布。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S 理科 地质学类
我校将根据各省(区、市)入选资格考生情
况确定分省分专业拟招生计划数，并在6月
中旬通过我校本科招生网向社会公布。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1 文科 法学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2 文科 广播电视学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3 文科 行政管理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4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5 文科 英语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1 理科 英语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2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3 理科 广播电视学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4 理科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5 理科 物理学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6 理科 安全工程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7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8 理科
勘查技术与工程(勘查地
球物理方向)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9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A 理科 生物科学(菁英班)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B 理科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C 理科 地球物理学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D 理科 自动化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E 理科 材料化学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F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G 理科 土地资源管理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H 理科 应用化学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TI 理科 大气科学(菁英班)
供取得自主招生合格资格且公示无误的考
生报考，且只能填报自主招生专业

自主招生

第 117 页



院校
代号

院校名称
专业

代号
科类 专业名称及方向 专业备注 招生类型

1345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T5 理科 地质类 含：资源勘查工程、地质工程。 高校专项

1345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T1 理科 会计学 高校专项

1345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T2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校专项

1345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T3 理科 机械工程 高校专项

1345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T4 理科 安全工程 高校专项

1345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T6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45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T7 理科 矿物加工工程 高校专项

1345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T8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校专项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T3 理科 物理学类 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TA 理科 土木类
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工
程管理

自主招生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T2 理科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信息安全

高校专项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T1 理科 化工与制药类
化学工程与工艺、矿物加工工程、应用化
学、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生物工程

高校专项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T7 理科 化工与制药类
化学工程与工艺、矿物加工工程、应用化
学、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T8 理科 力学类 工程力学 自主招生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TB 理科 电气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T9 理科 地质类
地质工程、资源勘查工程、地球物理学、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自主招生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TD 理科 地质类
地质工程、资源勘查工程、地球物理学、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高校专项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TC 理科 测绘类 测绘工程、地理信息科学、土地资源管理 自主招生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TE 理科 测绘类 测绘工程、地理信息科学、土地资源管理 高校专项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T5 理科 矿业类 采矿工程、工业工程、交通运输 自主招生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TF 理科 矿业类 采矿工程、工业工程、交通运输 高校专项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T6 理科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安全工程、消防工程 自主招生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TG 理科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安全工程、消防工程 高校专项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T1 文科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T4 理科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TH 理科 机械工程 自主招生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TI 理科 机械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T1 文科 风景园林(五年制) 重庆大学B区：沙坪坝区沙北街83号。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2 文科 风景园林(五年制) 重庆大学B区：沙坪坝区沙北街83号。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T3 文科 风景园林(五年制) 重庆大学B区：沙坪坝区沙北街83号。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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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重庆大学 T1 理科 城乡规划(五年制) 重庆大学B区：沙坪坝区沙北街83号。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2 理科 风景园林(五年制) 重庆大学B区：沙坪坝区沙北街83号。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3 理科 建筑学(五年制) 重庆大学B区：沙坪坝区沙北街83号。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4 理科 城乡规划(五年制) 重庆大学B区：沙坪坝区沙北街83号。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T5 理科 风景园林(五年制) 重庆大学B区：沙坪坝区沙北街83号。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T6 理科 建筑学(五年制) 重庆大学B区：沙坪坝区沙北街83号。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T7 理科 城乡规划(五年制) 重庆大学B区：沙坪坝区沙北街83号。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T8 理科 风景园林(五年制) 重庆大学B区：沙坪坝区沙北街83号。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T9 理科 建筑学(五年制) 重庆大学B区：沙坪坝区沙北街83号。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TA 理科 建筑学(五年制) 重庆大学B区：沙坪坝区沙北街83号。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TB 理科 风景园林(五年制) 重庆大学B区：沙坪坝区沙北街83号。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TC 理科 城乡规划(五年制) 重庆大学B区：沙坪坝区沙北街83号。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VM 理科
物理学类(包含专业详见
我校招生简章)

含物理学、应用物理学、电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X9 理科
物理学类(包含专业详见
我校招生简章)

含物理学、应用物理学、电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ZY 理科
物理学类(包含专业详见
我校招生简章)

含物理学、应用物理学、电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专业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VO 理科
数学类(包含专业详见我
校招生简章)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金
融数学、统计学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XL 理科
数学类(包含专业详见我
校招生简章)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金
融数学、统计学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YI 理科
数学类(包含专业详见我
校招生简章)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金
融数学、统计学专业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T9 文科
市场营销(包含专业详见
我校招生简章)

含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电子商务专业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F 文科
市场营销(包含专业详见
我校招生简章)

含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电子商务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TO 文科
市场营销(包含专业详见
我校招生简章)

含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电子商务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UR 理科
市场营销(包含专业详见
我校招生简章)

含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电子商务专业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WA 理科
市场营销(包含专业详见
我校招生简章)

含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电子商务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XM 理科
市场营销(包含专业详见
我校招生简章)

含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电子商务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ZE 理科
市场营销(包含专业详见
我校招生简章)

含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电子商务专业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V4 理科
能源动力类(包含专业详
见我校招生简章)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WW 理科
能源动力类(包含专业详
见我校招生简章)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YM 理科
能源动力类(包含专业详
见我校招生简章)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V1 理科
经济学类(包含专业详见
我校招生简章)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WO 理科
经济学类(包含专业详见
我校招生简章)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第 119 页



院校
代号

院校名称
专业

代号
科类 专业名称及方向 专业备注 招生类型

1355 重庆大学 YC 理科
经济学类(包含专业详见
我校招生简章)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U7 理科
航空航天类(包含专业详
见我校招生简章)

含航空航天工程、工程力学专业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VX 理科
航空航天类(包含专业详
见我校招生简章)

含航空航天工程、工程力学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XP 理科
航空航天类(包含专业详
见我校招生简章)

含航空航天工程、工程力学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Z1 理科
航空航天类(包含专业详
见我校招生简章)

含航空航天工程、工程力学专业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TD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K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TT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TM 理科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应用物理学、电子信息科学
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O 理科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金融数学、统计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V 理科 能源动力类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D 理科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L 理科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
学)(五年制)(美国辛辛
那提大学)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五年
学费共计约6万美元（分年收费，前四年每
年约0.85万美金，第五年约2.6万美金）。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VN 理科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
学)(五年制)(美国辛辛
那提大学)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五年
学费共计约6万美元（分年收费，前四年每
年约0.85万美金，第五年约2.6万美金）。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X8 理科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
学)(五年制)(美国辛辛
那提大学)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五年
学费共计约6万美元（分年收费，前四年每
年约0.85万美金，第五年约2.6万美金）。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Z2 理科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
学)(五年制)(美国辛辛
那提大学)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五年
学费共计约6万美元（分年收费，前四年每
年约0.85万美金，第五年约2.6万美金）。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US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生态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WH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生态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Y3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生态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ZK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生态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T8 文科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城市管理。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M 文科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城市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TX 文科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城市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UG 理科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城市管理。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WB 理科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城市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XW 理科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城市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ZD 理科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城市管理。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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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重庆大学 T5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E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TP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T6 文科 法学类 含：法学、知识产权。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I 文科 法学类 含：法学、知识产权。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TR 文科 法学类 含：法学、知识产权。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UW 理科 法学类 含：法学、知识产权。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WN 理科 法学类 含：法学、知识产权。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YA 理科 法学类 含：法学、知识产权。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ZG 理科 法学类 含：法学、知识产权。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TK 理科
电气类(中外合作办
学)(五年制)(美国辛辛
那提大学)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本科五年学费
共计约6万美元（分年收费，前四年每年约
0.85万美金，第五年约2.6万美金）。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V7 理科
电气类(中外合作办
学)(五年制)(美国辛辛
那提大学)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本科五年学费
共计约6万美元（分年收费，前四年每年约
0.85万美金，第五年约2.6万美金）。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X7 理科
电气类(中外合作办
学)(五年制)(美国辛辛
那提大学)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本科五年学费
共计约6万美元（分年收费，前四年每年约
0.85万美金，第五年约2.6万美金）。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YO 理科
电气类(中外合作办
学)(五年制)(美国辛辛
那提大学)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本科五年学费
共计约6万美元（分年收费，前四年每年约
0.85万美金，第五年约2.6万美金）。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U8 理科 软件工程
第三、四学年每年预交学费标准为15000元
。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VP 理科 软件工程
第三、四学年每年预交学费标准为15000元
。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XB 理科 软件工程
第三、四学年每年预交学费标准为15000元
。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Z4 理科 软件工程
第三、四学年每年预交学费标准为15000元
。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TA 文科 会计学(ACCA)
除学费外，须另缴培训及考试等费用12000
元/年，详见学院网站介绍。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J 文科 会计学(ACCA)
除学费外，须另缴培训及考试等费用12000
元/年，详见学院网站介绍。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TU 文科 会计学(ACCA)
除学费外，须另缴培训及考试等费用12000
元/年，详见学院网站介绍。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UX 理科 会计学(ACCA)
除学费外，须另缴培训及考试等费用12000
元/年，详见学院网站介绍。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WK 理科 会计学(ACCA)
除学费外，须另缴培训及考试等费用12000
元/年，详见学院网站介绍。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Y7 理科 会计学(ACCA)
除学费外，须另缴培训及考试等费用12000
元/年，详见学院网站介绍。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ZQ 理科 会计学(ACCA)
除学费外，须另缴培训及考试等费用12000
元/年，详见学院网站介绍。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T4 文科 日语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7 文科
经济学类(包含专业详见
我校招生简章)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B 文科 德语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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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重庆大学 TC 文科 英语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G 文科
经济学类(包含专业详见
我校招生简章)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TH 文科 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TL 文科 德语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TN 文科 日语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TQ 文科
经济学类(包含专业详见
我校招生简章)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TS 文科 英语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TV 文科 日语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TW 文科 德语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TE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F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G 理科 能源经济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H 理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I 理科 车辆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J 理科 工业设计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N 理科 生物科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P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Q 理科 通信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R 理科 机械电子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S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T 理科 材料化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U 理科 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W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X 理科 金融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Y 理科 冶金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Z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1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2 理科 物联网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3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4 理科 信息安全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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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重庆大学 U5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6 理科 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9 理科 测绘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A 理科 土木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B 理科 采矿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C 理科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
统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D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E 理科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F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H 理科 制药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I 理科 药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J 理科 环境科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K 理科 安全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L 理科 工程管理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M 理科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N 理科 工程造价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O 理科 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P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Q 理科 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T 理科 工商管理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U 理科 会计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V 理科 物流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Y 理科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UZ 理科 工业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V2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3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5 理科 冶金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6 理科 金融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8 理科 工业设计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9 理科 车辆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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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重庆大学 VA 理科 能源经济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B 理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C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D 理科 生物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E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F 理科 机械电子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G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H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I 理科 材料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J 理科 通信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K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L 理科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
统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Q 理科 采矿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R 理科 测绘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S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T 理科 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U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V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W 理科 物联网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Y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VZ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W1 理科 信息安全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W2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W3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W4 理科 安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W5 理科 环境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W6 理科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W7 理科 工程造价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W8 理科 财务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W9 理科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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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重庆大学 WC 理科 生物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WD 理科 药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WE 理科 工业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WF 理科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WG 理科 物流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WI 理科 制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WJ 理科 工程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WL 理科 会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WM 理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WP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WQ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WR 理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WS 理科 工业设计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WT 理科 车辆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WU 理科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WV 理科 冶金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WX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WY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WZ 理科 通信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1 理科 材料化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2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3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4 理科 机械电子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5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6 理科 能源经济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A 理科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
统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C 理科 采矿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D 理科 测绘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E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F 理科 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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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重庆大学 XG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H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I 理科 物联网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J 理科 信息安全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K 理科 生物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N 理科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O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Q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R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S 理科 环境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T 理科 生物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U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V 理科 安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X 理科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Y 理科 物流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XZ 理科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Y1 理科 工程造价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Y2 理科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Y4 理科 制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Y5 理科 工程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Y6 理科 药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Y8 理科 工业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Y9 理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YB 理科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YD 理科 能源经济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YE 理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YF 理科 机械电子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YG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YH 理科 生物科学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YJ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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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重庆大学 YK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YL 理科 通信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YN 理科 金融学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YP 理科 工业设计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YQ 理科 冶金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YR 理科 采矿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YS 理科 测绘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YT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YU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YV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YW 理科 物联网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YX 理科 信息安全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YY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YZ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3 理科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
统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5 理科 财务管理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6 理科 工程造价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7 理科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8 理科 环境科学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9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A 理科 安全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B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C 理科 生物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F 理科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H 理科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I 理科 工业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J 理科 物流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L 理科 制药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M 理科 工程管理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N 理科 药学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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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重庆大学 ZO 理科 会计学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P 理科 工商管理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R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S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T 理科 车辆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U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V 理科 材料化学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W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ZX 理科 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J 理科 商务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1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2 文科 社会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3 文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4 文科 社会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5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6 文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7 文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8 文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9 文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A 文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B 文科 广告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C 文科 广告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1 理科 农学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2 理科 植物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3 理科
动物科学(国家卓越农林
人才计划)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4 理科 动物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5 理科 水产养殖学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6 理科 水族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7 理科
园艺(国家卓越农林人才
计划)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8 理科 农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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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9 理科 植物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A 理科 植物保护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B 理科 种子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C 理科 农业资源与环境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D 理科 林学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E 理科 茶学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F 理科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G 理科
园艺(国家卓越农林人才
计划)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H 理科
园林(国家卓越农林人才
计划)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I 理科 风景园林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J 理科 植物保护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K 理科 生物工程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L 理科 种子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M 理科
生物科学(国家生物学理
科基地班)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N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O 理科 动物医学(五年制)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P 理科
动物科学(国家卓越农林
人才计划)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Q 理科
生物技术(国家生命科学
与技术基地班)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R 理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S 理科 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T 理科 机械电子工程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U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V 理科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W 理科 水族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X 理科 水产养殖学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Y 理科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TZ 理科 茶学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1 理科 林学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2 理科 经济学类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3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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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4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5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6 理科 生物信息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7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8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9 理科 生物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A 理科 生物科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B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C 理科 生物信息学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D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E 理科 土地资源管理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F 理科 工程管理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G 理科 行政管理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H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I 理科 法学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K 理科 茶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L 理科 林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M 理科
园艺(国家卓越农林人才
计划)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N 理科
园林(国家卓越农林人才
计划)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O 理科 机械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P 理科
动物科学(国家卓越农林
人才计划)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Q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R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S 理科 水产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T 理科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U 理科 风景园林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V 理科 农业工程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W 理科 广告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X 理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Y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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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 华中农业大学 UZ 理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1 理科 公共管理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2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3 理科 动物医学(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4 理科 植物生产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5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6 理科 社会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7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8 理科 生物信息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9 理科
园林(国家卓越农林人才
计划)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A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B 理科 农业工程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C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D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E 理科 生物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F 理科 机械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G 理科 生物科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H 理科 水产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I 理科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J 理科 风景园林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K 理科 茶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L 理科 林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M 理科
园艺(国家卓越农林人才
计划)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N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O 理科 公共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P 理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Q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R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S 理科 广告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T 理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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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U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V 理科 社会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W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X 理科 植物生产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Y 理科 动物医学(五年制)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VZ 理科
动物科学(国家卓越农林
人才计划)

高水平运动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T1 理科 园艺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T2 理科 植物保护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T3 理科 种子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T4 理科 农学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T5 理科 动物药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T6 理科 草业科学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T7 理科 动物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T8 理科 园林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T9 理科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TA 理科 茶学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TB 理科 动物科学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TC 理科 水产养殖学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TD 理科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TE 理科 植物保护 高校专项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TF 理科 农业电气化 高校专项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TG 理科 动物药学(五年制) 高校专项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TH 理科 工业工程 高校专项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TI 理科 种子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TJ 理科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4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8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1 文科 社会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2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3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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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5 文科 社会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6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7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1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2 理科 生物科学类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3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4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5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6 理科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7 理科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8 理科 动物科学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9 理科 动物医学(五年制)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A 理科 林学类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B 理科 水产养殖学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C 理科 草业科学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D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E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F 理科 电子商务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G 理科 林学类 自主招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H 理科 动物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J 理科 农学 自主招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K 理科 植物保护 自主招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L 理科 园艺 自主招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M 理科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N 理科 动物科学 自主招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O 理科 园林 自主招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P 理科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自主招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Q 理科 生物科学类 自主招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R 理科 园艺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S 理科 农学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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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T 理科 植物保护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U 理科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V 理科 制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W 理科 地理科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X 理科 水产养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Y 理科 草业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TZ 理科 动物医学(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1 理科 林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2 理科 林业工程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3 理科 动物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4 理科 风景园林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5 理科 园林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6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7 理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8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9 理科 水利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A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B 理科 资源环境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C 理科 机械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D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E 理科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F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G 理科 生物科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H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I 理科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J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K 理科 电子商务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L 理科 软件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M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N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第 134 页



院校
代号

院校名称
专业

代号
科类 专业名称及方向 专业备注 招生类型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O 理科 化学生物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P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Q 理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R 理科 植物保护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S 理科 农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T 理科 制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U 理科 园艺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V 理科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W 理科 动物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X 理科 水产养殖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Y 理科 草业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UZ 理科 动物医学(五年制)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1 理科 林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2 理科 林业工程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3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4 理科 风景园林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5 理科 园林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6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7 理科 地理科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8 理科 水利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9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A 理科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B 理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C 理科 资源环境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D 理科 机械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E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F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G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H 理科 软件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I 理科 电子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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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J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K 理科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L 理科 生物科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M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N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O 理科 化学生物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P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VQ 理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4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3 理科 工业设计 考生宜有一定的绘画基础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U5 理科 园林 考生宜有一定的绘画基础 高校专项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S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包括应用气象学、生态学、资源环境科学
、环境工程4个专业，第3学期分专业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Z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包括应用气象学、生态学、资源环境科学
、环境工程4个专业，第3学期分专业培养

高校专项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J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包括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生物工程、葡萄与葡萄酒工程4个专业，第
4学期分专业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D 理科 生物科学类
包括生物科学、生物技术2个专业，第4学
期分专业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I 理科 水利类
包括农业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工程、能源
与动力工程3个专业，第3学期分专业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U4 理科 水利类
包括农业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工程、能源
与动力工程3个专业，第3学期分专业培养

高校专项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T 理科 农业工程类
包括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农业工程2个
专业，第3学期分专业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U7 理科 农业工程类
包括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农业工程2个
专业，第3学期分专业培养

高校专项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B 理科 化学类
包括化学、应用化学2个专业，第3学期分
专业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4 理科 经济学类
包括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农林经济
管理3个专业，第3学期分专业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2 文科 工商管理类
包括工商管理、会计学、电子商务3个专
业，第3学期分专业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R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包括工商管理、会计学、电子商务3个专
业，第3学期分专业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6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包括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动化3个
专业，第3学期分专业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1 文科 农村区域发展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3 文科 传播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5 文科 社会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6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7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8 文科 传播学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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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1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生命科
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2 理科 理科试验班(信息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5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7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8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9 理科 车辆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A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C 理科 地理信息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E 理科 工程力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F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G 理科 机械电子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H 理科
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
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K 理科 农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L 理科 园艺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M 理科 植物保护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N 理科 种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O 理科 动物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P 理科 动物医学(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Q 理科 草业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U 理科 农村区域发展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V 理科 土地资源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W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X 理科 传播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TY 理科 动物科学 高校专项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U1 理科 农学 高校专项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U2 理科 植物保护 高校专项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U3 理科
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
程

高校专项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U6 理科 园艺 高校专项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9 文科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P 理科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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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C 理科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按类招生，入
学一年后，择优组成“基地班”即生物科
学专业，其余就读生物技术专业。“基地
班”学生实行滚动分流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E 理科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按类招生，入
学一年后，择优组成“基地班”即生物科
学专业，其余就读生物技术专业。“基地
班”学生实行滚动分流管理。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3 理科 林学类

含：林学、森林保护、林学(城市林业方
向)。按大类招生，大学期间前三个学期统
一进行基础教学，第四学期开始按专业方
向培养，分三个专业及专业方向：林学、
森林保护、林学（城市林业方向）。

高校专项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F 理科 林学类

含：林学、森林保护、林学(城市林业方
向)。按大类招生，大学期间前三个学期统
一进行基础教学，第四学期开始按专业方
向培养，分三个专业及专业方向：林学、
森林保护、林学（城市林业方向）。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B 理科 林学类

含：林学、森林保护、林学(城市林业方
向)。按大类招生，大学期间前三个学期统
一进行基础教学，第四学期开始按专业方
向培养，分三个专业及专业方向：林学、
森林保护、林学（城市林业方向）。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7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物联网方向)、数字媒体技术、网络工
程。按大类招生，大学期间前三个学期统
一进行基础教学，第四学期开始按专业方
向培养，分四个专业及专业方向：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技术、网络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方向）。

高校专项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M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物联网方向)、数字媒体技术、网络工
程。按大类招生，大学期间前三个学期统
一进行基础教学，第四学期开始按专业方
向培养，分四个专业及专业方向：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技术、网络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方向）。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3 文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物业管理。按大类招生，大学期间前三
个学期统一进行基础教学，第四学期开始
按专业方向培养，分四个专业及专业方
向：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物业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6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物业管理。按大类招生，大学期间前三
个学期统一进行基础教学，第四学期开始
按专业方向培养，分四个专业及专业方
向：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物业管理。

高校专项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V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物业管理。按大类招生，大学期间前三
个学期统一进行基础教学，第四学期开始
按专业方向培养，分四个专业及专业方
向：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物业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5 理科 林业工程类

按大类招生，大学期间第一学年统一进行
基础教学，第二学年开始按专业方向培
养，分六个专业及专业方向：木材科学与
工程、木材科学与工程（家具设计与制造
方向）、木材科学与工程（木结构材料与
工程方向）、林产化工、林产化工（制浆
造纸方向）、包装工程。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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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2 理科 林业工程类

按大类招生，大学期间第一学年统一进行
基础教学，第二学年开始按专业方向培
养，分六个专业及专业方向：木材科学与
工程、木材科学与工程（家具设计与制造
方向）、木材科学与工程（木结构材料与
工程方向）、林产化工、林产化工（制浆
造纸方向）、包装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Q 理科 林业工程类

按大类招生，大学期间第一学年统一进行
基础教学，第二学年开始按专业方向培
养，分六个专业及专业方向：木材科学与
工程、木材科学与工程（家具设计与制造
方向）、木材科学与工程（木结构材料与
工程方向）、林产化工、林产化工（制浆
造纸方向）、包装工程。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1 文科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2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4 文科 会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5 文科 商务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6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7 文科 农林经济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8 文科 英语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A 文科 商务英语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1 理科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高校专项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2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校专项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4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8 理科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高校专项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9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校专项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A 理科 车辆工程 高校专项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B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D 理科
草业科学(草坪科学与管
理方向)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E 理科 地理信息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G 理科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H 理科 园林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I 理科 风景园林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J 理科 城乡规划(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K 理科 园艺(观赏园艺方向)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L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N 理科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第 139 页



院校
代号

院校名称
专业

代号
科类 专业名称及方向 专业备注 招生类型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O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P 理科
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
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Q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R 理科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S 理科 金融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T 理科 环境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U 理科 统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W 理科 会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X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Y 理科 车辆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TZ 理科 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1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3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4 理科 应用心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5 理科 商务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6 理科 城乡规划(五年制)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7 理科 园艺(观赏园艺方向)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8 理科 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9 理科 环境科学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A 理科
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
管理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C 理科
草业科学(草坪科学与管
理方向)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D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F 理科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G 理科 农林经济管理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H 理科 园林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I 理科 风景园林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J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K 理科 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L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M 理科 车辆工程 自主招生

第 140 页



院校
代号

院校名称
专业

代号
科类 专业名称及方向 专业备注 招生类型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N 理科 商务英语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O 理科 英语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UR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85 东北林业大学 T8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385 东北林业大学 T1 理科 机械类(机电)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
工程。

高校专项

1385 东北林业大学 T5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农林
经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旅游管理。

高校专项

1385 东北林业大学 T9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高校专项

1385 东北林业大学 T4 理科 电气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85 东北林业大学 T7 理科 机械类(车辆) 含：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 高校专项

1385 东北林业大学 T2 理科 风景园林 高校专项

1385 东北林业大学 T3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校专项

1385 东北林业大学 T6 理科 木材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1 文科 中医学(五年制) 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2 文科 中医学(实验班五年制) 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3 文科 针灸推拿学(五年制) 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4 文科 针灸推拿学(五年制) 良乡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5 文科 中医学(五年制) 良乡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1 理科
中医学(岐黄国医班九年
制)

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2 理科
中医学(卓越中西医班
5+3一体化培养)

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3 理科 中医学(五年制) 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4 理科
中医学(卓越针推对外班
5+3一体化培养)

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5 理科
中医学(卓越针推班5+3
一体化培养)

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6 理科
中医学(卓越中医京华班
5+3一体化培养)

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7 理科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
业)

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8 理科 康复治疗学 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9 理科 药学 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A 理科
中医学(卓越中医班5+3
一体化培养)

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B 理科 中医学(实验班五年制) 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C 理科 针灸推拿学(五年制) 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D 理科 中药学 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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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E 理科 护理学 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F 理科
中医学(卓越针推班5+3
一体化培养)

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G 理科
中医学(卓越中医京华班
5+3一体化培养)

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H 理科
中医学(卓越针推对外班
5+3一体化培养)

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I 理科
中医学(卓越中医班5+3
一体化培养)

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J 理科 针灸推拿学(五年制) 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K 理科
中医学(卓越中西医班
5+3一体化培养)

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L 理科 中药学 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M 理科 中药制药 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N 理科 中医学(五年制) 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TO 理科 法学(医药卫生) 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2 文科 英语(医药方向)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4 文科 英语(医药方向)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6 文科 英语(医药方向)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8 理科 英语(医药方向)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K 理科 英语(医药方向)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L 理科 英语(医药方向)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5 理科 中药学类
含：中药学、中药资源与开发、中药制药
。

高水平艺术团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F 理科 中药学类
含：中药学、中药资源与开发、中药制药
。

自主招生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P 理科 中药学类
含：中药学、中药资源与开发、中药制药
。

高校专项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A 理科 化工与制药类
含：制药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环境科
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G 理科 化工与制药类
含：制药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环境科
学。

自主招生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M 理科 化工与制药类
含：制药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环境科
学。

高校专项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6 理科 药学类
含：药学、药物制剂、药物分析、药物化
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C 理科 药学类
含：药学、药物制剂、药物分析、药物化
学。

自主招生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3 理科
药学类(生物技术与海洋
药学方向)

含：生物技术、海洋药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D 理科
药学类(生物技术与海洋
药学方向)

含：生物技术、海洋药学。 自主招生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O 理科
药学类(生物技术与海洋
药学方向)

含：生物技术、海洋药学。 高校专项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1 文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医药方
向)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市场营
销、经济学、药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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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3 文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医药方
向)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市场营
销、经济学、药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自主招生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5 文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医药方
向)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市场营
销、经济学、药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高校专项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1 理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医药方
向)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市场营
销、经济学、药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H 理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医药方
向)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市场营
销、经济学、药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自主招生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N 理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医药方
向)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市场营
销、经济学、药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高校专项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2 理科 生物制药 高水平艺术团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4 理科
药学(国家生命科学与技
术人才培养基地)

高水平艺术团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7 理科
药学(基础药学理科基
地)

高水平艺术团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9 理科 临床药学(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B 理科
药学(基础药学理科基
地)

自主招生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E 理科
药学(国家生命科学与技
术人才培养基地)

自主招生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I 理科 生物制药 自主招生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TJ 理科 临床药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B 文科 英语(免费师范生)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J 理科 英语(免费师范生)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2 文科 法学 净月校区。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4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免费师范
生)

净月校区。 高校专项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1 理科 教育技术学(师范) 净月校区。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3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净月校区。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5 理科 财政学 净月校区。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6 理科 经济学 净月校区。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7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净月校区。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8 理科 金融学 净月校区。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9 理科
教育技术学(免费师范
生)

净月校区。 高校专项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3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入学一年
半后分专业培养)

含：新闻学、广告学。净月校区。入学一
年半后按成绩志愿分新闻学、广告学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9 文科 教育学类(师范)
含：教育学、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入学
一年后按成绩志愿分教育学，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C 理科 教育学类(师范)
含：教育学、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入学
一年后按成绩志愿分教育学，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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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4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入学
一年半后分专业培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净月校区。入
学一年半后按成绩志愿分环境科学、环境
工程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1 文科
政治学类(入学一年后分
专业培养)

含：国际政治、政治学与行政学。净月校
区。入学一年后按成绩志愿分国际政治、
政治学与行政学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2 理科
工商管理类(入学第三学
期末分专业培养)

含：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
、会计学。净月校区。入学第三学期末按
成绩志愿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
场营销、会计学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5 文科 社会工作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6 文科 地理科学(师范)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7 文科 历史学(师范)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8 文科 汉语言文学(师范)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A 文科 哲学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C 文科 小学教育(免费师范生) 高校专项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D 文科
汉语言文学(免费师范
生)

高校专项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E 文科 地理科学(免费师范生) 高校专项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F 文科 历史学(免费师范生) 高校专项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A 理科 物理学(师范)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B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D 理科 化学(师范)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E 理科 地理科学(师范)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F 理科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G 理科 生物技术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H 理科 生物科学(师范)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I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免费师
范生)

高校专项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K 理科 小学教育(免费师范生) 高校专项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L 理科 地理科学(免费师范生) 高校专项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M 理科 生物科学(免费师范生) 高校专项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N 理科 化学(免费师范生) 高校专项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TO 理科 物理学(免费师范生) 高校专项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3 文科 俄语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4 文科 日语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5 文科 英语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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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1 理科 日语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2 理科 英语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4 理科 俄语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A 文科 政治学类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含政治学与行政学、
公共关系学2个专业。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8 理科 政治学类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含政治学与行政学、
公共关系学2个专业。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1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含新闻学、广告学、
编辑出版学3个专业。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5 理科 新闻传播学类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含新闻学、广告学、
编辑出版学3个专业。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K 理科 物理学类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含物理学、电子科学
与技术2个专业。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W 理科 物理学类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含物理学、电子科学
与技术2个专业。

高校专项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A 理科 数学类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含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2个专业。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D 理科 生物科学类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含生物科学、生物技
术2个专业。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7 文科 社会学类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2个专业。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B 理科 社会学类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2个专业。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H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含环境科学、环境工
程2个专业。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J 理科 电子信息类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
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通信工程、光电
信息科学与工程4个专业。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I 理科 生态学(类)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按类招生，含生态学
、环境生态工程2个专业。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2 文科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6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8 文科 法学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9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B 文科 哲学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C 文科 历史学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E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 高校专项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G 文科 历史学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 高校专项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3 理科 汉语言文学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6 理科 哲学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7 理科 历史学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9 理科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C 理科 法学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E 理科 地理科学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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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F 理科 地理信息科学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G 理科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L 理科 化学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T 理科 化学 闵行区东川路500号。 高校专项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K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教育管
理)

教育管理方向。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X 理科
公共事业管理(教育管
理)

教育管理方向。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Z 理科 心理学类 含心理学、应用心理学2个专业。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U4 理科 软件工程 第三、四年学费每年16000元。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J 文科 学前教育(师范)
按类招生，含学前教育、艺术教育2个专业
。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Y 理科 学前教育(师范)
按类招生，含学前教育、艺术教育2个专业
。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I 文科 特殊教育(师范)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TL 文科 教育康复学(师范)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U1 理科 教育康复学(师范)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U2 理科 特殊教育(师范)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U3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U5 理科 教育技术学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U6 理科 电子信息类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8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网络与新媒体
。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7 理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网络与新媒体
。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7 文科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历史学(基地班)。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O 文科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历史学(基地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3 文科 教育学类 含：教育学、学前教育、特殊教育。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4 理科 教育学类 含：教育学、学前教育、特殊教育。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3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
网工程、信息安全。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C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
网工程、信息安全。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E 文科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C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
文学(实验班)、汉语言(实验班)。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K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
文学(实验班)、汉语言(实验班)。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F 文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会计
教育。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E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会计
教育。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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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N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会计
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1 文科 地理科学类
含：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
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地理信息科学。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1 理科 地理科学类
含：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
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地理信息科学。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I 理科 地理科学类
含：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
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地理信息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2 文科 地理科学(免费师范生)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4 文科 学前教育(免费师范生)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5 文科 特殊教育(免费师范生)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6 文科 历史学(免费师范生)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9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免费师范
生)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A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B 文科 国际政治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D 文科
汉语言文学(免费师范
生)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G 文科 金融工程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H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I 文科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J 文科
汉语言文学(免费师范
生)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L 文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M 文科
法学类(法学经济学交叉
培养班)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N 文科
经济学类(数学经济学交
叉培养班)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P 文科 国际政治 高水平运动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Q 文科 经济学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R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2 理科 地理科学(免费师范生)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5 理科 学前教育(免费师范生)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6 理科 特殊教育(免费师范生)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8 理科
教育技术学(免费师范
生)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9 理科 科学教育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A 理科 数字媒体技术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B 理科 教育技术学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D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免费师
范生)

高校专项

第 147 页



院校
代号

院校名称
专业

代号
科类 专业名称及方向 专业备注 招生类型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F 理科 金融工程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G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H 理科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J 理科
经济学类(数学经济学交
叉培养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K 理科 金融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L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M 理科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O 理科 经济学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P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Q 理科 经济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R 理科 统计学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TS 理科
经济学类(数学经济学交
叉培养班)

高校专项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T2 文科 英语(免费师范生)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T8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含：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自主招生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T7 理科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基地班)、生物技术、生态
学。

自主招生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T4 文科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创新实验班)、文物与博物馆
学。

自主招生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T5 理科 化学类 含：化学(创新实验班)、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T1 文科
汉语言文学(免费师范
生)

高校专项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T3 文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T5 文科 旅游管理 自主招生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T6 文科 哲学 自主招生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T1 理科 地理科学(免费师范生) 高校专项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T2 理科 物理学(免费师范生) 高校专项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T3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免费师
范生)

高校专项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T4 理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T6 理科 旅游管理 自主招生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T9 理科 哲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5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A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7 理科
自动化类(中外合作办
学)(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含：自动化。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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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 西南大学 TU 理科
心理学类(中外合作办
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含：心理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O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
与技术。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2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中外
合作办学)(澳大利亚塔
斯马尼亚大学)

含：食品质量与安全。西南大学西塔学院
。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1 理科
生物科学类(中外合作办
学)(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含：生物技术。西南大学西塔学院。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W 理科
计算机类(中外合作办
学)(澳大利亚迪肯大学)

含：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H 理科 地理科学类
含：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
。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3 理科
经济学类(中外合作办
学)(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含：经济学。西南大学西塔学院。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D 文科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金融学。专业可调整。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TZ 理科
经济学类(高水平运动
队，专业可调整)

含：经济学、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TV 理科
计算机类(中外合作办
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1 文科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哲学、政治学与行政学。
专业可调整。

高校专项

1425 西南大学 T5 理科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哲学、政治学与行政学。
专业可调整。

高校专项

1425 西南大学 T9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4 理科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
学)(澳大利亚塔斯马尼
亚大学)

含：电子信息工程。西南大学西塔学院。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L 理科 材料类 含：材料物理、金属材料工程。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2 文科 经济学类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3 文科 工商管理类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4 文科 公共管理类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6 文科 教育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7 文科 文化产业管理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8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A 文科 历史学类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B 文科 新闻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C 文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6 理科 经济学类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8 理科 工商管理类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9 理科 公共管理类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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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 西南大学 TB 理科 教育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C 理科 文化产业管理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D 理科 应用心理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E 理科 数学类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F 理科 物理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G 理科 生物科学类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I 理科 化学类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J 理科 生物技术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K 理科 药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M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N 理科 机械类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P 理科 植物生产类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Q 理科 风景园林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R 理科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S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T 理科 动物科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X 理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TY 理科 蚕学 自主招生

1430 北京外国语大学 T1 文科 老挝语 高校专项

1430 北京外国语大学 T2 文科 法学 高校专项

1430 北京外国语大学 T3 文科 保加利亚语 高校专项

1430 北京外国语大学 T4 文科 瑞典语 高校专项

1430 北京外国语大学 T1 理科 日语 高校专项

1430 北京外国语大学 T2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校专项

1430 北京外国语大学 T3 理科 波斯语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1 文科 法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2 文科 德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3 文科 西班牙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4 文科 阿拉伯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5 文科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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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6 文科 日语("日+英"复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7 文科 朝鲜语(韩国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8 文科 意大利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9 文科 葡萄牙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A 文科 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B 文科 翻译(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G 文科 阿拉伯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H 文科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I 文科 朝鲜语(韩国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J 文科 法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K 文科 德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L 文科 西班牙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M 文科 意大利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N 文科 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T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1 理科 法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2 理科 德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3 理科 西班牙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4 理科 阿拉伯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5 理科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6 理科 日语("日+英"复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7 理科 朝鲜语(韩国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8 理科 意大利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9 理科 葡萄牙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A 理科 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B 理科 翻译(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G 理科 阿拉伯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H 理科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I 理科 朝鲜语(韩国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P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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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C 文科 翻译(本地化) 只招英语、法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U 文科 翻译(汉英法) 只招英语、法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C 理科 翻译(本地化) 只招英语、法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R 理科 翻译(汉英法) 只招英语、法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D 文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E 文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F 文科 数字媒体技术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O 文科 汉语国际教育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P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Q 文科 国际政治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R 文科 新闻学(国际新闻传播)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S 文科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D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E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F 理科 数字媒体技术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J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K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L 理科 数字媒体技术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M 理科 金融学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N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O 理科 人力资源管理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TQ 理科 会计学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1 文科 波斯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2 文科 印地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3 文科 印度尼西亚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4 文科 泰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5 文科 希腊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6 文科 英语(教育)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A 文科 朝鲜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L 文科 印地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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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M 文科 波斯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N 文科 印度尼西亚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O 文科 泰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P 文科 希腊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Q 文科 英语(教育)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U 文科 朝鲜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1 理科 波斯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2 理科 印地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3 理科 印度尼西亚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4 理科 泰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5 理科 希腊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6 理科 英语(教育)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A 理科 朝鲜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L 理科 印地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M 理科 波斯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N 理科 印度尼西亚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O 理科 泰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P 理科 希腊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Q 理科 英语(教育)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U 理科 朝鲜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9 文科 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T 文科 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9 理科 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T 理科 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8 文科 阿拉伯语 只招英语、法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S 文科 阿拉伯语 只招英语、法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8 理科 阿拉伯语 只招英语、法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S 理科 阿拉伯语 只招英语、法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7 文科 俄语 只招收俄语、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R 文科 俄语 只招收俄语、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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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7 理科 俄语 只招收俄语、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R 理科 俄语 只招收俄语、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B 文科 汉语国际教育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C 文科 国际政治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D 文科 政治学与行政学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E 文科 教育技术学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F 文科 广告学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G 文科 广播电视学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H 文科 网络与新媒体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I 文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J 文科 公共关系学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K 文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V 文科 汉语国际教育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W 文科 国际政治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X 文科 政治学与行政学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Y 文科 教育技术学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Z 文科 广告学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U1 文科 广播电视学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U2 文科 网络与新媒体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U3 文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U4 文科 公共关系学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U5 文科 法学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B 理科 汉语国际教育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C 理科 国际政治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D 理科 政治学与行政学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E 理科 教育技术学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F 理科 广告学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G 理科 广播电视学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H 理科 网络与新媒体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I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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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J 理科 公共关系学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K 理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V 理科 汉语国际教育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W 理科 国际政治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X 理科 政治学与行政学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Y 理科 教育技术学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TZ 理科 广告学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U1 理科 广播电视学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U2 理科 网络与新媒体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U3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U4 理科 公共关系学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U5 理科 法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1 文科 会计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2 文科 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3 文科 工商管理类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4 文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5 文科 财政学类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6 文科 公共管理类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7 文科 新闻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8 文科 社会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9 文科 工商管理类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A 文科 法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B 文科 公共管理类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C 文科 新闻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D 文科 公共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E 文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F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G 文科 新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H 文科 社会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1 理科 会计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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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2 理科 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3 理科 工商管理类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4 理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5 理科 财政学类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6 理科 公共管理类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7 理科 新闻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8 理科 社会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9 理科 数学类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A 理科 统计学类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B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C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D 理科 电子商务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E 理科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F 理科 投资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G 理科 经济学类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H 理科 保险学(保险精算)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I 理科 金融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J 理科 会计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K 理科 财务管理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L 理科 金融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M 理科 经济学类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N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O 理科 法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P 理科 财政学类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Q 理科 投资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R 理科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S 理科 公共管理类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T 理科 社会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U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V 理科 电子商务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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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W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X 理科 数学类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Y 理科 统计学类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TZ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U1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U2 理科 公共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U3 理科 新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U4 理科 社会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2 文科 商务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7 文科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8 文科 翻译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9 文科 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E 文科 商务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2 理科 商务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6 理科 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7 理科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8 理科 翻译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A 理科 商务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1 文科 人力资源管理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3 文科 物流管理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4 文科 工商管理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5 文科 国际政治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6 文科 汉语国际教育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A 文科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B 文科 国际政治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C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D 文科 行政管理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F 文科 财政学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G 文科 物流管理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H 文科 人力资源管理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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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I 文科 财务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J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K 文科 会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L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M 文科
金融学(国际金融与市
场)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N 文科 金融学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O 文科 保险学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1 理科 人力资源管理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3 理科 物流管理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4 理科 工商管理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5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9 理科 行政管理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B 理科 人力资源管理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C 理科 物流管理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D 理科 财政学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E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F 理科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G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H 理科
金融学(国际金融与市
场)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I 理科 金融学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J 理科 投资学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K 理科 会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L 理科 财务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M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N 理科 保险学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TO 理科 精算学 高水平艺术团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H 文科 商务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T 文科 英语(翻译方向)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4 理科 商务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W 理科 英语(翻译方向)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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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1 文科 金融学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2 文科 金融工程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3 文科 保险学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4 文科
保险学(财务与会计双语
实验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5 文科
保险学(精算双语实验
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6 文科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
向)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7 文科
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
人才培养基地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8 文科 工商管理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9 文科 市场营销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A 文科 会计学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B 文科 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C 文科 财务管理(双语实验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D 文科 财政学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E 文科 经济统计学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F 文科
电子商务(支付结算方
向)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G 文科
法学(法学与会计双学位
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I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
验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J 文科 人力资源管理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K 文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与
经济学双学位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L 文科 新闻学(经济新闻方向)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M 文科 金融学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N 文科 保险学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O 文科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
向)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P 文科
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
人才培养基地班)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Q 文科 工商管理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R 文科 会计学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S 文科
法学(法学与会计双学位
班)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U 文科 国际商务(双语实验班)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V 文科 人力资源管理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W 文科
汉语言文学(财经文秘方
向)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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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X 文科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Y 文科 保险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Z 文科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
向)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1 文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2 文科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3 文科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4 文科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5 文科 财政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6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7 文科 国际商务(双语实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8 文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9 文科 新闻学(经济新闻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A 文科 财政学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1 理科 金融学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2 理科
电子商务(支付结算方
向)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3 理科
法学(法学与会计双学位
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5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
验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6 理科 人力资源管理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7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与
经济学双学位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8 理科 新闻学(经济新闻方向)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9 理科 金融工程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A 理科 保险学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B 理科
保险学(财务与会计双语
实验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C 理科
保险学(精算双语实验
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D 理科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
向)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E 理科
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
人才培养基地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F 理科 工商管理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G 理科 市场营销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H 理科 会计学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I 理科 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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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J 理科 财务管理(双语实验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K 理科 财政学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L 理科 经济统计学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M 理科 金融学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N 理科 保险学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O 理科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
向)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P 理科
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
人才培养基地班)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Q 理科 工商管理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R 理科 会计学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S 理科 财政学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T 理科 经济统计学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U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金融
信息化方向)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V 理科
法学(法学与会计双学位
班)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X 理科 国际商务(双语实验班)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Y 理科 人力资源管理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TZ 理科
汉语言文学(财经文秘方
向)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1 理科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2 理科 金融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3 理科 保险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4 理科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
向)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5 理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6 理科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7 理科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8 理科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9 理科 财政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A 理科 投资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B 理科 税收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C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金融
信息化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D 理科
法学(法学与会计双学位
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E 理科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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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F 理科
电子商务(支付结算方
向)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G 理科 审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UH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
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3 文科 英语(财经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B 文科 英语(财经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4 文科 日语(财经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7 文科 日语(财经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9 理科 经济统计学 学费5000-5500元/年。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D 理科 经济统计学 学费5000-5500元/年。 高校专项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1 文科 金融学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2 文科 财政学 高校专项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5 文科 汉语言文学(财经文秘)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6 文科 会计学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8 文科 财政学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9 文科 税收学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A 文科 行政管理 高校专项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C 文科 汉语言文学(财经文秘) 高校专项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1 理科 金融学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2 理科 保险学 高校专项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3 理科 金融工程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4 理科 经济学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5 理科 工商管理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6 理科 投资学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7 理科 工商管理 高校专项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8 理科 经济学 高校专项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A 理科 保险学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B 理科 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C 理科 会计学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TE 理科 投资学 高校专项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T1 文科 法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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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5 中国政法大学 T2 文科
法学(法学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实验班)

自主招生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T3 文科
法学(涉外法律人才培养
模式实验班)

自主招生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T4 文科 法学(高校专项计划) 高校专项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T5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T6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T1 理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T2 理科
法学(法学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实验班)

自主招生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T3 理科
法学(涉外法律人才培养
模式实验班)

自主招生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T4 理科 法学(高校专项计划) 高校专项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T5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T6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6 文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品牌管
理方向)。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7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品牌管
理方向)。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1 文科 广播电视学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2 文科
广播电视学(国际新闻传
播方向)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3 文科
广播电视学(电视摄影方
向)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4 文科
编辑出版学(新媒体方
向)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5 文科
新闻学(数据新闻报道方
向)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7 文科
经济学类(经济学传媒经
济、国际文化贸易方向)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8 文科 行政管理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9 文科 汉语言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A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B 文科 社会学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1 理科 广播电视学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2 理科
编辑出版学(新媒体方
向)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3 理科 广播电视工程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4 理科
广播电视学(电视摄影方
向)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5 理科
广播电视学(国际新闻传
播方向)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6 理科
新闻学(数据新闻报道方
向)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8 理科 社会学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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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9 理科
经济学类(经济学传媒经
济、国际文化贸易方向)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A 理科 行政管理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B 理科 应用统计学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C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大数
据技术与应用方向)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D 理科 信息安全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E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F 理科 数字媒体技术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G 理科 通信工程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H 理科
通信工程(无线多媒体广
播技术方向)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I 理科 网络工程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TJ 理科
自动化(演艺工程与舞台
技术方向)

高校专项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1 文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2 文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 自主招生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3 文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 高校专项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1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中法工程
师学院)

自主招生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2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 自主招生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3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国际通用
工程学院)

自主招生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4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航空航天
类)

自主招生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5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信息类) 自主招生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6 理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 自主招生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7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高等理工
学院)

自主招生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8 理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 高校专项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9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 高校专项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A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航空航天
类)

高校专项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B 理科 工科试验班类(信息类) 高校专项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D 理科 设计学类 含工业设计。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R 理科 设计学类 含工业设计。 高校专项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2 理科
理科试验班(物理菁英
班)

含：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G 理科
理科试验班(物理菁英
班)

含：应用物理学。 高校专项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2 文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日语、德语、西班牙语。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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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C 理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市
场营销、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Q 理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市
场营销、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校专项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1 理科
理科试验班(数学菁英
班)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F 理科
理科试验班(数学菁英
班)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

高校专项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1 文科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经济学、社会工作、法学。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A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软
件工程。软件工程专业后两年学费12000元
/年。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O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软
件工程。软件工程专业后两年学费12000元
/年。

高校专项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B 理科
工商管理类(中外合作办
学)(会计学)(英国瑞丁
大学)

含：会计学。只录取有该专业志愿的考
生，只招英语考生，入学后不得转出到其
他专业。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3 理科
理科试验班(化学化工菁
英班)

含：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制药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能源化
学工程。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L 理科
理科试验班(化学化工菁
英班)

含：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制药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能源化
学工程。

高校专项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3 文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五年
制)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S 理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五年
制)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4 理科 航空航天类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5 理科 兵器类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6 理科 机械类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7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8 理科 电子信息类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9 理科 自动化类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E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类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H 理科 机械类 高校专项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I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J 理科 兵器类 高校专项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K 理科 航空航天类 高校专项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M 理科 电子信息类 高校专项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N 理科 自动化类 高校专项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P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类 高校专项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T 理科 材料类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TU 理科 材料类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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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N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9 理科 物理学类 含：应用物理学、核物理。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7 理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工
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
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G 理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工
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
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校专项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L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1 理科 自动化类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2 理科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3 理科 计算机类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4 理科 交通运输类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5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6 理科 电子信息类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8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A 理科 数学类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B 理科 设计学类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C 理科 经济学类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D 理科 交通运输类 高校专项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E 理科 能源化学工程 高校专项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F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高校专项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H 理科 设计学类 高校专项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I 理科 土木类 高校专项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J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K 理科 机械类 高校专项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M 理科 生物科学类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O 理科 化学类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P 理科 化学类 高校专项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Q 理科 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TR 理科 能源化学工程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T5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T8 理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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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TH 理科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

高校专项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TE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通
信工程、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高校专项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T1 理科 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T2 理科 能源化学工程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T3 理科 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T4 理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T6 理科 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T7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T9 理科 英语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TA 理科 环境工程 高校专项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TB 理科 能源化学工程 高校专项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TC 理科 生物工程 高校专项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TD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校专项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TF 理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高校专项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TG 理科 焊接技术与工程 高校专项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TI 理科 船舶与海洋工程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2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1 文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3 文科 社会学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1 理科 船舶与海洋工程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2 理科 土木类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3 理科 工程力学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4 理科 轮机工程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5 理科 自动化类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6 理科 计算机类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7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8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9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A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B 理科 电子信息类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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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C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D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E 理科 船舶与海洋工程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F 理科 电子信息类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G 理科 航空航天类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H 理科 工程力学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I 理科 工商管理类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J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K 理科 核工程与核技术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L 理科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M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N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O 理科 计算机类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P 理科 金融学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Q 理科 轮机工程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R 理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S 理科 水声工程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T 理科 土木类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U 理科 自动化类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V 理科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TW 理科 工业设计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3 文科
英语(民航业务、国际贸
易)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4 文科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G 理科 核工程类
含：核工程与核技术、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I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
与技术(微波毫米波系统与器件技术)、信
息工程。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R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
与技术(微波毫米波系统与器件技术)、信
息工程。

高校专项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1 文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2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5 文科 法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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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6 文科 广播电视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1 理科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2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3 理科 飞行器制造工程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4 理科 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5 理科
交通运输(机场运行与管
理)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6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7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8 理科 空间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9 理科
信息工程(航天信息应
用)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A 理科 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B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C 理科 物联网工程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D 理科 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E 理科 信息安全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F 理科
交通运输(空中交通管制
与签派)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H 理科 工业设计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J 理科 机械工程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K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L 理科 自动化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M 理科 飞行器动力工程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N 理科 飞行器制造工程 高校专项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O 理科 机械工程 高校专项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P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校专项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Q 理科 生物医学工程 高校专项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S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T 理科
交通运输(民航机务工
程)

高校专项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U 理科 车辆工程 高校专项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V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校专项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TW 理科 物联网工程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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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4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N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1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2 文科 社会工作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3 文科 广播电视学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5 文科 日语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1 理科 机械类 高校专项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2 理科 材料类 高校专项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3 理科 电子信息类 高校专项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4 理科 自动化类 高校专项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5 理科 计算机类 高校专项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6 理科 化工与制药类 高校专项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7 理科 机械类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8 理科 兵器类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9 理科 武器发射工程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A 理科 材料类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B 理科 计算机类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C 理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D 理科 电子信息类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E 理科 电气类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F 理科 自动化类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G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H 理科 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I 理科 工程力学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J 理科 化工与制药类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K 理科 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L 理科 工商管理类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TM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1 理科 兵器类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2 理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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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3 理科 材料类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4 理科 材料类(优才计划班)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5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6 理科 电气类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7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创新实践
班)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8 理科 电子信息类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9 理科
电子信息类(优才计划
班)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A 理科 工程力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B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C 理科 工业设计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D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理
学学士学位)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E 理科 化工与制药类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F 理科 环境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G 理科 机械工程(创新实践班)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H 理科 机械类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I 理科 计算机类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J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K 理科 经济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L 理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M 理科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N 理科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O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P 理科 武器发射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Q 理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R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S 理科 应用统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T 理科 应用物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UU 理科 自动化类 高水平运动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8 理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三、四年级按学分记，每学分400元，总学
分不高于80学分。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B 理科 软件工程
三、四年级按学分记，每学分400元，总学
分不高于80学分。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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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1 文科 德语 高水平运动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2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3 文科 英语 高水平运动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4 文科 德语 高水平艺术团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5 文科 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6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7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8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1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2 理科 水声工程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3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4 理科 工程力学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5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6 理科 材料物理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7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9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A 理科 信息工程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C 理科 信息安全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D 理科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E 理科 工业工程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F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G 理科 飞行器动力工程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H 理科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I 理科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J 理科 微机电系统工程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K 理科 机械电子工程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L 理科 船舶与海洋工程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M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N 理科 飞行器制造工程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O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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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P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Q 理科 信息安全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R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S 理科 自动化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T 理科 通信工程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U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V 理科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W 理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X 理科 建筑学(五年制)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Y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TZ 理科 交通工程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U1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U2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U3 理科 工程力学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U4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水平艺术团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U5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U6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U7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U8 理科 材料物理 高水平艺术团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U9 理科 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UA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UB 理科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UC 理科 飞行器制造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UD 理科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UE 理科 飞行器动力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520 暨南大学 T1 文科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2 文科 经济学(投资经济)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3 文科 金融学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4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二沙
班)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5 文科 财政学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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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 暨南大学 T6 文科 工商管理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7 文科 物流管理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8 文科 市场营销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9 文科 旅游管理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A 文科 人力资源管理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B 文科 国际政治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C 文科 知识产权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D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应急管
理)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E 文科 行政管理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F 文科 法学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1 理科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2 理科 经济学(投资经济)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3 理科 金融学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4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二沙
班)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5 理科 财政学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6 理科 工商管理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7 理科 物流管理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8 理科 市场营销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9 理科 旅游管理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A 理科 人力资源管理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B 理科 国际政治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C 理科 知识产权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D 理科
公共事业管理(应急管
理)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E 理科 行政管理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F 理科 法学 广州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G 文科
汉语言文学(国家文科基
地班)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H 文科 广播电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I 文科 网络与新媒体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J 文科 广告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G 理科
汉语言文学(国家文科基
地班)

高水平运动队

第 174 页



院校
代号

院校名称
专业

代号
科类 专业名称及方向 专业备注 招生类型

1520 暨南大学 TH 理科 广播电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I 理科 网络与新媒体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TJ 理科 广告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1 理科 数学类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2 理科 物理学类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3 理科 化学类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4 理科 地球物理学类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5 理科 生物科学类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6 理科 材料类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7 理科 工科试验班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8 理科 电子信息类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9 理科 计算机类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A 理科 核工程类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B 理科 环境科学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C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00班) 高校专项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D 理科 理科试验班类(00班)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E 理科 数学类 高校专项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F 理科 物理学类 高校专项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G 理科 化学类 高校专项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H 理科 地球物理学类 高校专项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I 理科 生物科学类 高校专项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J 理科 材料类 高校专项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K 理科 工科试验班 高校专项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L 理科 电子信息类 高校专项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M 理科 计算机类 高校专项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N 理科 核工程类 高校专项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

TO 理科 环境科学 高校专项

1560 北京工业大学 T5 理科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第一年在通州校
区，色盲限报。

高校专项

1560 北京工业大学 T7 理科 能源动力类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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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 北京工业大学 T4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物联
网工程。第一年在通州校区，全色盲限报
。

高校专项

1560 北京工业大学 T6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色盲、色弱限
报。

高校专项

1560 北京工业大学 T1 理科 机械工程 第一年在通州校区。 高校专项

1560 北京工业大学 T2 理科 通信工程 第一年在通州校区。 高校专项

1560 北京工业大学 T3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实验
班)

第一年在通州校区。 高校专项

1560 北京工业大学 T8 理科 应用物理学 第一年在通州校区。 高校专项

1560 北京工业大学 TA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第一年在通州校区。 高校专项

1560 北京工业大学 TB 理科 工商管理 第一年在通州校区。 高校专项

1560 北京工业大学 T9 理科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第一年在通州校区，色盲限报。 高校专项

1605 天津医科大学 T1 理科 康复治疗学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3 文科 商务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6 理科 商务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1 文科 经济学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2 文科 新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4 文科 财政学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5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6 文科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7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8 文科 旅游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9 文科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A 文科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B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1 理科 经济学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2 理科 经济统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3 理科 统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4 理科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5 理科 电子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7 理科 财政学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8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9 理科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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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A 理科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B 理科 旅游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C 理科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D 理科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725 东北财经大学 TE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790 上海大学 T1 文科
汉语言文学(代表人文社
科类)

含：哲学、汉语言文学、历史学、汉语国
际教育、社会学、社会工作、英语、广播
电视学、新闻学、广告学、法学。第一学
年末进行专业分流。详见学校招生章程。

高校专项

1790 上海大学 T2 理科
汉语言文学(代表人文社
科类)

含：哲学、汉语言文学、历史学、汉语国
际教育、社会学、社会工作、英语、广播
电视学、新闻学、广告学、法学。第一学
年末进行专业分流。详见学校招生章程。

高校专项

1790 上海大学 T3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代表理
学工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冶金工程、机械工
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通信工程、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等38个专业。
第一学年末进行专业分流。详见学校招生
章程。不招色盲。

高校专项

1790 上海大学 T2 文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790 上海大学 T1 理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795 上海理工大学 T1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795 上海理工大学 T1 理科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T9 文科 英语(师范)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A 文科 俄语(五年制)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B 文科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C 文科 朝鲜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P 文科 朝鲜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TZ 文科 翻译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U5 文科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UG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UI 文科 英语(师范)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T8 理科 英语(师范)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9 理科 俄语(五年制)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A 理科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B 理科 朝鲜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C 理科 风景园林 需具有一定的美术基础。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D 理科 建筑学(五年制) 需具有一定的美术基础。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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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苏州大学 UI 理科 风景园林 需具有一定的美术基础。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VB 理科 城乡规划(五年制) 需具有一定的美术基础。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VC 理科 风景园林 需具有一定的美术基础。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VI 理科 建筑学(五年制) 需具有一定的美术基础。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VK 理科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需具有一定的美术基础。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UD 理科 法医学(五年制)
建议身高男不低于1.70米，女不低于1.60
米。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UF 理科 护理学
建议身高男不低于1.65米、女不低于1.55
米。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TE 理科 数学类 含：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UJ 理科 数学类 含：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VM 理科 数学类 含：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T2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网络
与新媒体。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E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网络
与新媒体。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UH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网络
与新媒体。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T1 理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网络
与新媒体。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L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物联
网工程。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UQ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物联
网工程。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VE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物联
网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TU 理科 机械类
含：机械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
械电子工程。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UU 理科 机械类
含：机械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
械电子工程。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VF 理科 机械类
含：机械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
械电子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TK 理科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UN 理科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VH 理科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T1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国际教育、秘书学、汉语言文学
。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D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国际教育、秘书学、汉语言文学
。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UJ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国际教育、秘书学、汉语言文学
。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U2 理科 纺织类
含：纺织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非织造
材料与工程。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UY 理科 纺织类
含：纺织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非织造
材料与工程。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VD 理科 纺织类
含：纺织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非织造
材料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UD 文科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含：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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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苏州大学 TJ 理科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无机非
金属材料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功能
材料。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UO 理科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无机非
金属材料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功能
材料。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V8 理科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无机非
金属材料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功能
材料。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T3 文科 哲学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4 文科 教育学(师范)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5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6 文科 经济学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7 文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8 文科 知识产权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F 文科 历史学(师范)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TG 文科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TH 文科 旅游管理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TI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TJ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TK 文科 行政管理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TL 文科 城市管理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TM 文科 教育学(师范)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TN 文科 法学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TO 文科 知识产权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TQ 文科 财政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TR 文科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TS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TT 文科 城市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TU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TV 文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TW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TX 文科 管理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TY 文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U1 文科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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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苏州大学 U2 文科 教育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U3 文科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U4 文科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U6 文科 经济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U7 文科 历史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U8 文科 旅游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U9 文科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UA 文科 社会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UB 文科 社会工作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UC 文科 体育教育(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UE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UF 文科 物流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UK 文科 知识产权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UL 文科 哲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T2 理科 教育学(师范)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3 理科 应用心理学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4 理科 经济学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5 理科 电子商务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6 理科 法学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7 理科 知识产权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F 理科 物理学(师范)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G 理科 物理学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H 理科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I 理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M 理科 纳米材料与技术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N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O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P 理科 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Q 理科 通信工程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R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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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苏州大学 TS 理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T 理科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
统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V 理科 信息工程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W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X 理科 工业工程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Y 理科 金属材料工程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TZ 理科 冶金工程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U1 理科 轻化工程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U3 理科 车辆工程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U4 理科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U5 理科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U6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U7 理科 临床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U8 理科 预防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U9 理科 生物制药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UA 理科 放射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UB 理科 药学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UC 理科 中药学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UE 理科 医学检验技术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UG 理科 应用心理学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UH 理科 电子商务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UK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UL 理科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UM 理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UP 理科 软件工程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UR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US 理科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
统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UT 理科 工业工程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UV 理科 冶金工程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UW 理科 金属材料工程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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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苏州大学 UX 理科 轻化工程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UZ 理科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V1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V2 理科 交通运输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V3 理科 生物制药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V4 理科 药学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V5 理科 中药学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V6 理科 生物信息学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V7 理科 食品质量与安全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V9 理科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VA 理科 电子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VG 理科 金融数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VJ 理科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VL 理科 临床医学(五年制)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VN 理科 通信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VO 理科 物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VP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VQ 理科 药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VR 理科 应用心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VS 理科 预防医学(五年制)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VT 理科 运动康复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VU 理科 体育教育(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1835 扬州大学 T1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师范)、汉语国际教育(师
范)。

高水平运动队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T1 文科 社会学类 含：社会工作、社会学。 高校专项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T1 理科 能源动力类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环境系统工
程。紫金校区：玄武区板仓街78号。

高校专项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T7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高校专项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T3 理科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T2 文科 哲学 高校专项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T3 文科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校专项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T4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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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 南京师范大学 T5 文科 历史学 高校专项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T2 理科 物理学 高校专项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T4 理科 生物工程 高校专项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T5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T6 理科 自动化 高校专项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T8 理科 测绘工程 高校专项

1880 宁波大学 T1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高水平运
动队)

高水平运动队

1880 宁波大学 T2 文科
经济学类(高水平运动
队)

高水平运动队

1880 宁波大学 T3 文科 法学类(高水平运动队) 高水平运动队

1880 宁波大学 T4 文科
工商管理类(高水平运动
队)

高水平运动队

1880 宁波大学 T1 理科
新闻传播学类(高水平运
动队)

高水平运动队

1880 宁波大学 T2 理科
经济学类(高水平运动
队)

高水平运动队

1880 宁波大学 T3 理科 法学类(高水平运动队) 高水平运动队

1880 宁波大学 T4 理科
工商管理类(高水平运动
队)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1 理科 工业设计 厦门市集美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3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后两年在泉州市泉港校区培养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T4 理科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后两年在泉州市泉港校区培养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TO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后两年在泉州市泉港校区培养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V 理科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后两年在泉州市泉港校区培养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C 理科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T6 理科 交通运输类 含：交通运输、交通工程。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T8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TP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4 文科 公共管理类 含：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F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U2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1 文科 财政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2 文科 经济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3 文科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5 文科 德语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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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福州大学 T6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7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2 理科 应用物理学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T5 理科 工程管理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T7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T9 理科 安全工程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TA 理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TB 理科 数字媒体技术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TD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TE 理科 物流工程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TG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TH 理科 环境工程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TI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TJ 理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TK 理科 制药工程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TL 理科 生物工程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TM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N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Q 理科 车辆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R 理科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S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T 理科 工程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U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W 理科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
统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X 理科 数字媒体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Y 理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TZ 理科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U1 理科 电子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U3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910 南昌大学 T6 文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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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南昌大学 T1 文科 法学类 含：法学、知识产权。 高水平运动队

1910 南昌大学 T2 文科 经济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10 南昌大学 T3 文科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10 南昌大学 T4 文科 体育教育(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1910 南昌大学 T5 文科 新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10 南昌大学 T7 文科 应用心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2 文科 英语(师范)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6 理科 英语(师范)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1 文科 汉语言文学(师范) 高校专项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3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高校专项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4 文科 历史学(师范) 高校专项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5 文科 地理科学(师范) 高校专项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6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7 文科 教育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8 文科 地理科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9 文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A 文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B 文科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C 文科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D 文科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E 文科 网络与新媒体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F 文科 应用心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G 文科 汉语言文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H 文科 新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I 文科 法语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J 文科 体育教育(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K 文科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1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高校专项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2 理科 物理学(师范) 高校专项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3 理科 化学(师范) 高校专项

第 185 页



院校
代号

院校名称
专业

代号
科类 专业名称及方向 专业备注 招生类型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4 理科 生物科学(师范) 高校专项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5 理科 汉语言文学(师范) 高校专项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7 理科 生物科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8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9 理科 临床医学(五年制)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A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B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C 理科 物理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D 理科 地理科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E 理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F 理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G 理科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H 理科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I 理科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J 理科 网络与新媒体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K 理科 应用心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L 理科 汉语言文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M 理科 新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N 理科 法语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TO 理科 体育教育(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1965 深圳大学 T1 文科 工商管理
按学分制收费，学费标准暂按申报标准平
均5510元/年公布，入校后按批准标准执行
。

高水平运动队

1965 深圳大学 T1 理科 工商管理
按学分制收费，学费标准暂按申报标准平
均5510元/年公布，入校后按批准标准执行
。

高水平运动队

1985 华南师范大学 T1 文科 体育教育(师范) 番禺区外环西路378号。 高水平运动队

1985 华南师范大学 T1 理科 体育教育(师范) 番禺区外环西路378号。 高水平运动队

2000 广西大学 T1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000 广西大学 T2 文科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2000 广西大学 T3 文科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000 广西大学 T4 文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000 广西大学 T5 文科 英语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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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广西大学 T6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2000 广西大学 T7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2000 广西大学 T8 文科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2000 广西大学 T1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2000 广西大学 T2 理科 计算机类 高校专项

2000 广西大学 T3 理科 机械类 高校专项

2000 广西大学 T4 理科 环境工程 高校专项

2000 广西大学 T5 理科 自动化 高校专项

2030 西南政法大学 T4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审计
学、劳动关系。

高校专项

2030 西南政法大学 T1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2030 西南政法大学 T2 文科 法学 高校专项

2030 西南政法大学 T3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专项

2030 西南政法大学 T4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校专项

2030 西南政法大学 T1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2030 西南政法大学 T2 理科 法学 高校专项

2030 西南政法大学 T3 理科 知识产权 高校专项

2030 西南政法大学 T5 理科 哲学 高校专项

2035 重庆邮电大学 T1 文科 法学类 含：法学、知识产权。 高水平运动队

2080 云南大学 T6 理科 软件工程 呈贡校区。后两年学费12000元/年。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T1 文科 法学 呈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T2 文科 英语 呈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T3 文科 会计学 呈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T1 理科 金融学 呈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T2 理科 英语 呈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T3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呈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T4 理科 通信工程 呈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T5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呈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T7 理科 土木工程 呈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T8 理科 会计学 呈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T4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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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0 西北大学 T2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 高校专项

2090 西北大学 T1 理科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应用物理学、物理学(材料)
。

高校专项

2090 西北大学 T5 文科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含：图书馆学、档案学。 高校专项

2090 西北大学 T5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
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2090 西北大学 T3 理科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校专项

2090 西北大学 T2 理科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生物
科学(中药)。碑林区太白北路229号。

高校专项

2090 西北大学 T6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高校专项

2090 西北大学 T4 理科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化学生物学、化学
(材料)。

高校专项

2090 西北大学 T4 文科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事
业管理、行政管理(人力资源)。

高校专项

2090 西北大学 T3 文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 高校专项

2090 西北大学 T1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高校专项

2100
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

T1 文科 汉语国际教育 草堂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100
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

T2 文科 汉语言文学 草堂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100
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

T3 文科 法学 草堂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105 西安邮电大学 T1 文科 市场营销 雁塔区长安南路563号。 高水平运动队

2105 西安邮电大学 T1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105 西安邮电大学 T2 理科 网络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1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2 文科 财政学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3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4 文科 社会工作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5 文科 英语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6 文科 日语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7 文科 朝鲜语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8 文科 广告学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9 文科 新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A 文科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B 文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C 文科 酒店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D 文科 物流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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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5 青岛大学 T1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2 理科 财政学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3 理科 社会工作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4 理科 英语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5 理科 日语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6 理科 朝鲜语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7 理科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8 理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9 理科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A 理科 酒店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B 理科 电子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2205 青岛大学 TC 理科 物流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210 湖北大学 T1 文科 体育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2215 中国民航大学 T1 文科
工商管理(航空运输管
理)

高水平运动队

2215 中国民航大学 T1 理科
工商管理(航空运输管
理)

高水平运动队

2230 天津财经大学 T1 文科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2230 天津财经大学 T2 文科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230 天津财经大学 T1 理科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2230 天津财经大学 T2 理科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250 天津外国语大学 T1 文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翻译、商务英语。只招英语语
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

T1 理科
临床医学(五年制英语
班)

中外合作专业，外语语种限英语，英语高
考成绩125分（含）以上。

自主招生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

TA 理科
临床医学(五年制英语
班)

中外合作专业，外语语种限英语，英语高
考成绩125分（含）以上。

高水平艺术团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

TK 理科 医学技术类
生物医学科学、医学检验技术、食品卫生
与营养学三个方向。生物医学科学专业学
费5000元/年。

高水平艺术团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

TE 理科 护理学 男女兼收。 自主招生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

TJ 理科 护理学 男女兼收。 高水平艺术团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

T3 理科
临床医学(八年制口腔方
向)

本博连读。 自主招生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

T4 理科 临床医学(八年制) 本博连读。 自主招生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

T5 理科
临床医学(八年制法语
班)

本博连读。 自主招生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

TB 理科 临床医学(八年制) 本博连读。 高水平艺术团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

TH 理科
临床医学(八年制口腔方
向)

本博连读。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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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

TI 理科
临床医学(八年制法语
班)

本博连读。 高水平艺术团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

T2 理科 口腔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

T6 理科 临床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

T7 理科
临床医学(五年制儿科学
方向)

自主招生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

T8 理科 生物医学科学 高校专项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

T9 理科 生物医学科学 自主招生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

TC 理科
临床医学(五年制儿科学
方向)

高水平艺术团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

TD 理科 临床医学(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

TF 理科 预防医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

TG 理科 预防医学(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

TL 理科 口腔医学(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2265 南京财经大学 T1 理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285 沈阳建筑大学 T1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2285 沈阳建筑大学 T3 文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285 沈阳建筑大学 T2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T5 文科 政治学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工作专业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2 文科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翻译、商务英语专业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A 理科 能源动力类 含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冶金工程专业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D 理科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
业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8 理科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信息与计算
科学专业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E 理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含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酿
酒工程专业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I 理科 植物生产类
含农学、园艺、植物保护、茶学、烟草专
业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2 理科 经济与贸易类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B 理科 建筑类(五年制) 含建筑学、城乡规划专业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9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信息安
全、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物联网工程、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6 理科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专业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F 理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专业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1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新闻学专业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4 文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电子商务专业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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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5 贵州大学 T4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专业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G 理科 电气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能源与动力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化专业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1 理科 财政学类 含财政学、金融学专业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3 文科 农林经济管理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6 文科 旅游管理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U2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U5 文科 休闲体育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U7 文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U8 文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UA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UC 文科 体育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UE 文科 经济学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T3 理科 药学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5 理科 中草药栽培与鉴定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7 理科 土地资源管理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C 理科 农业资源与环境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H 理科 安全工程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TJ 理科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U1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U3 理科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U4 理科 休闲体育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U6 理科 经济学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U9 理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UB 理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UD 理科 体育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2315 南京邮电大学 T1 理科 信息安全 高水平运动队

2315 南京邮电大学 T2 理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2315 南京邮电大学 T3 理科 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2315 南京邮电大学 T4 理科 网络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325 华侨大学 T1 理科 广播电视学 厦门市集美大道668号。 高水平运动队

第 191 页



院校
代号

院校名称
专业

代号
科类 专业名称及方向 专业备注 招生类型

2365 太原理工大学 T1 文科 工程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365 太原理工大学 T2 理科 工程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405 天津师范大学 T1 文科 教育学(体育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2405 天津师范大学 T1 理科 教育学(体育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9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Z 理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B 文科 俄语 只招英语、俄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U3 理科 俄语 只招英语、俄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1 文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2 文科 经济学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3 文科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4 文科 电子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5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6 文科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7 文科 社会工作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8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A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1 理科 土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2 理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3 理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4 理科 测绘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5 理科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6 理科 工业设计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7 理科 工程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8 理科 应用化学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9 理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A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B 理科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C 理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D 理科 环境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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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E 理科 化学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F 理科 安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G 理科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H 理科 经济学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I 理科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J 理科 电子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K 理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L 理科 石油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M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N 理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O 理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P 理科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Q 理科 油气储运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R 理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S 理科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T 理科 社会工作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U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V 理科 海洋油气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W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X 理科 软件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TY 理科 资源勘查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U1 理科 网络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U2 理科 勘查技术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U4 理科 物联网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U5 理科 地质学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U6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U7 理科 地理信息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U8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U9 理科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UA 理科 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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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5 西南石油大学 UB 理科 机械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UC 理科 通信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UD 理科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525 天津工业大学 T1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2525 天津工业大学 T1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2550 北京联合大学 T1 文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550 北京联合大学 T1 理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T1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广告学、传播学。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T1 理科 软件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T2 理科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805 西安理工大学 T2 文科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2805 西安理工大学 T1 文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2805 西安理工大学 T1 理科 工程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805 西安理工大学 T2 理科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810 安徽工业大学 T1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佳山校区：花山区湖东路59号。 高水平运动队

2860 上海海事大学 T1 文科 交通管理(航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860 上海海事大学 T1 理科 交通管理(航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905 三峡大学 T2 文科 体育学类 含：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905 三峡大学 T1 文科 广播电视学 高水平运动队

2905 三峡大学 T1 理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3165
北京石油化工学
院

T1 文科 旅游管理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3200 天津科技大学 T1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3200 天津科技大学 T1 理科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3280 河北师范大学 T1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秘书学。含汉
语言文学（师范类招生）、汉语言、秘书
学三个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3280 河北师范大学 T1 理科 地理科学类

含：地理科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
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含地
理科学（师范类招生）、人文地理与城乡
规划、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地理信息科
学四个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3350 河北地质大学 T2 理科 地质类
水资源方向，含地下水科学与工程、水文
与水资源工程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3350 河北地质大学 T4 理科 地质类
矿产资源方向，含资源勘查工程、地质工
程（综合找矿方向）、海洋资源与环境专
业

高水平运动队

3350 河北地质大学 T3 理科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地质工程（工程地质方向）
、勘查技术与工程（水工环勘察方向）专
业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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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0 河北地质大学 T5 理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工程管理、工程造价、电子商务、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3350 河北地质大学 T1 理科 材料类 含宝石及材料工艺学、矿物加工工程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3350 河北地质大学 T1 文科 工商管理类
财会方向，含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
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3350 河北地质大学 T6 理科 工商管理类
财会方向，含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
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3350 河北地质大学 T7 理科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3370 山西师范大学 T1 文科 体育教育(师范) 体育学院：解放东路355号。 高水平运动队

3370 山西师范大学 T1 理科 体育教育(师范) 体育学院：解放东路355号。 高水平运动队

3370 山西师范大学 T2 文科 经济学 高水平运动队

3370 山西师范大学 T2 理科 生物科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3370 山西师范大学 T3 理科 化学类 高水平运动队

3370 山西师范大学 T4 理科 经济学 高水平运动队

3410 太原师范学院 T1 文科 政治学与行政学 高水平运动队

3410 太原师范学院 T2 文科 教育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3410 太原师范学院 T3 文科 体育教育(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3410 太原师范学院 T4 理科 体育教育(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3450 内蒙古师范大学 T1 文科 教育学类(师范) 和林格尔县盛乐经济园区。 高水平运动队

3450 内蒙古师范大学 T1 理科 工商管理 和林格尔县盛乐经济园区。 高水平运动队

3695 黑龙江大学 T1 文科 商务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3695 黑龙江大学 T2 文科 金融学 高校专项

3695 黑龙江大学 T1 理科 自动化 高校专项

3695 黑龙江大学 T2 理科 通信工程 高校专项

3695 黑龙江大学 T3 理科 电子信息工程 高校专项

4060 浙江工商大学 T1 理科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4065 浙江财经大学 T1 文科
市场营销(营销策划及市
场推广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4065 浙江财经大学 T1 理科
市场营销(营销策划及市
场推广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4100 安徽师范大学 T1 文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4100 安徽师范大学 T1 理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4125 安徽建筑大学 T1 文科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4125 安徽建筑大学 T1 理科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4205 福建师范大学 T1 文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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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5 山东师范大学 T1 文科
汉语言文学(高水平运动
员)

高水平运动队

4395 山东师范大学 T1 理科
汉语言文学(高水平运动
员)

高水平运动队

4405 德州学院 T1 理科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4550 湖北工业大学 T1 文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4550 湖北工业大学 T2 文科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4550 湖北工业大学 T3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4550 湖北工业大学 T1 理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4685
湖南人文科技学
院

T1 文科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4685
湖南人文科技学
院

T2 文科 体育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4685
湖南人文科技学
院

T3 文科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4685
湖南人文科技学
院

T1 理科 电子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4685
湖南人文科技学
院

T2 理科 体育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4685
湖南人文科技学
院

T3 理科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4715 湘南学院 T1 文科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4715 湘南学院 T2 文科 体育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4715 湘南学院 T3 文科 针灸推拿学 高水平运动队

4715 湘南学院 T1 理科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4715 湘南学院 T2 理科 体育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4925
桂林电子科技大
学

T1 文科 金融学类
按大类招生，含会计学、财务管理、金融
工程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4925
桂林电子科技大
学

T1 理科 金融学类
按大类招生，含会计学、财务管理、金融
工程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4965 广西民族大学 T3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实行3+1培养模式。 高水平运动队

4965 广西民族大学 T4 文科 市场营销 实行3+1培养模式。 高水平运动队

4965 广西民族大学 T3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实行3+1培养模式。 高水平运动队

4965 广西民族大学 T4 理科 市场营销 实行3+1培养模式。 高水平运动队

4965 广西民族大学 T5 理科 物流管理 实行3+1培养模式。 高水平运动队

4965 广西民族大学 T6 理科 旅游管理 实行3+1培养模式。 高水平运动队

4965 广西民族大学 T2 文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含工商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实行3+1培养模式
。

高水平运动队

4965 广西民族大学 T2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含工商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实行3+1培养模式
。

高水平运动队

4965 广西民族大学 T1 文科 法学类
含：法学、知识产权。含法学、知识产权
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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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5 广西民族大学 T1 理科 法学类
含：法学、知识产权。含法学、知识产权
专业。

高水平运动队

4965 广西民族大学 T7 理科 档案学 高水平运动队

5010 海南师范大学 T1 文科 经济学 美兰区桂林洋大学城。 高水平运动队

5010 海南师范大学 T2 文科 税收学 美兰区桂林洋大学城。 高水平运动队

5010 海南师范大学 T3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美兰区桂林洋大学城。 高水平运动队

5010 海南师范大学 T3 理科 地理科学类
含：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
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5010 海南师范大学 T4 理科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技术、生态学。 高水平运动队

5010 海南师范大学 T1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美兰区桂林
洋大学城。

高水平运动队

5010 海南师范大学 T7 理科 电子信息类
含：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科学
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5010 海南师范大学 T2 理科 物理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5010 海南师范大学 T5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5010 海南师范大学 T6 理科 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5055 重庆师范大学 T5 文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

高水平运动队

5055 重庆师范大学 T5 理科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

高水平运动队

5055 重庆师范大学 T1 文科 汉语言文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5055 重庆师范大学 T2 文科 教育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5055 重庆师范大学 T3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5055 重庆师范大学 T4 文科 旅游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5055 重庆师范大学 T6 文科 新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5055 重庆师范大学 T7 文科 英语(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5055 重庆师范大学 T8 文科 社会工作 高水平运动队

5055 重庆师范大学 T1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5055 重庆师范大学 T2 理科 经济学 高水平运动队

5055 重庆师范大学 T3 理科 教育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5055 重庆师范大学 T4 理科 旅游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5055 重庆师范大学 T6 理科 新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5055 重庆师范大学 T7 理科 英语(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5055 重庆师范大学 T8 理科 金融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5055 重庆师范大学 T9 理科 食品质量与安全 高水平运动队

5055 重庆师范大学 TA 理科 软件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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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5 重庆师范大学 TB 理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5055 重庆师范大学 TC 理科 社会工作 高水平运动队

5100 西华大学 T1 文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5100 西华大学 T1 理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5390 西安财经学院 T1 文科 工商管理类 高水平运动队

5415 兰州交通大学 T1 文科 会计学(高水平运动员) 高水平运动队

5415 兰州交通大学 T1 理科 会计学(高水平运动员) 高水平运动队

6000 郑州大学 TC 文科 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TI 理科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应用物理学。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TC 理科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T8 文科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含：图书馆学、档案学。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TB 理科 水利类 含：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T2 理科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 自主招生

6000 郑州大学 TA 文科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酒店管理。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T3 理科 建筑类(五年制) 含：建筑学、城乡规划。 自主招生

6000 郑州大学 T4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6000 郑州大学 T3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自主招生

6000 郑州大学 TG 文科
人力资源管理(高水平运
动队)

高水平运动队 高水平运动队

6000 郑州大学 TH 文科 新闻学(高水平运动队) 高水平运动队 高水平运动队

6000 郑州大学 TI 文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高水平
运动队)

高水平运动队 高水平运动队

6000 郑州大学 TJ 文科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
队)

高水平运动队 高水平运动队

6000 郑州大学 TJ 理科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
队)

高水平运动队 高水平运动队

6000 郑州大学 TL 理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高水平
运动队)

高水平运动队 高水平运动队

6000 郑州大学 T1 文科 哲学 自主招生

6000 郑州大学 T2 文科 历史学 自主招生

6000 郑州大学 T4 文科 考古学 自主招生

6000 郑州大学 T5 文科
人文科学试验班(国学方
向)

自主招生

6000 郑州大学 T6 文科 行政管理 自主招生

6000 郑州大学 T7 文科 法学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T9 文科 教育学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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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郑州大学 TB 文科 社会工作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TD 文科 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TE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TF 文科 体育教育(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6000 郑州大学 T1 理科 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6000 郑州大学 T5 理科 地理信息科学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T6 理科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T7 理科 临床医学(五年制)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T8 理科 安全工程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T9 理科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TA 理科 工程力学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TD 理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TE 理科 包装工程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TF 理科 环境科学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TG 理科 工业工程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TH 理科 冶金工程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TK 理科 体育教育(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6005 河南大学 T1 文科 汉语言文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6005 河南大学 T1 理科 汉语言文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6030 河南师范大学 T1 文科
公共事业管理(教育管理
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8 理科 统计学类
含：统计学(数据工程方向)、应用统计学
(风险管理与精算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6 理科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7 文科 地理科学类
含：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
。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7 理科 地理科学类
含：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
。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C 文科 农业经济管理类 含：农林经济管理、农村区域发展。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F 理科 农业经济管理类 含：农林经济管理、农村区域发展。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E 文科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H 理科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9 理科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软件
工程(金融信息化方向)、物联网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5 文科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秘书学。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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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6 文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广告学、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5 理科 新闻传播学类 含：广告学、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D 文科 公共管理类
含：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劳动与社
会保障。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G 理科 公共管理类
含：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劳动与社
会保障。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1 文科 体育经济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2 文科 经济统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3 文科 知识产权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4 文科 社会工作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8 文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9 文科 信用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A 文科 国际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B 文科 物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F 文科 社会学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G 文科 俄语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1 理科 体育经济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2 理科 经济统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3 理科 金融数学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4 理科 知识产权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A 理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B 理科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C 理科 信用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D 理科 国际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E 理科 物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

TI 理科 俄语 高水平运动队

6100 河南理工大学 T1 文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6100 河南理工大学 T1 理科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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