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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中央民族大学 K0 文史 体育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K0 文史 文科试验班类

含：中国语言文学类、考古学、历史学
类、哲学类、社会学类、国际政治、法
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新闻传播学
类、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
类、艺术学理论类、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古生物
学、整合科学、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K1 文史 文科试验班类

含：中国语言文学类、考古学、历史学
类、哲学类、社会学类、国际政治、法
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新闻传播学
类、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
类、艺术学理论类、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古生物
学、整合科学、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K2 文史 文科试验班类

含：中国语言文学类、考古学、历史学
类、哲学类、社会学类、国际政治、法
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新闻传播学
类、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
类、艺术学理论类、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古生物
学、整合科学、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K3 文史 文科试验班类

含：中国语言文学类、考古学、历史学
类、哲学类、社会学类、国际政治、法
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新闻传播学
类、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
类、艺术学理论类、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古生物
学、整合科学、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K4 文史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艺术史论、戏剧与影视学类、艺术
学理论类(文化产业)。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K5 文史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艺术史论、戏剧与影视学类、艺术
学理论类(文化产业)。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K6 文史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艺术史论、戏剧与影视学类、艺术
学理论类(文化产业)。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K7 文史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艺术史论、戏剧与影视学类、艺术
学理论类(文化产业)。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K8 文史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艺术史论、戏剧与影视学类、艺术
学理论类(文化产业)。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K9 文史 哲学类 含：哲学、宗教学、逻辑学(科技哲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KA 文史 哲学类 含：哲学、宗教学、逻辑学(科技哲学)。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KB 文史 哲学类 含：哲学、宗教学、逻辑学(科技哲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KC 文史 哲学类 含：哲学、宗教学、逻辑学(科技哲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KD 文史 哲学类 含：哲学、宗教学、逻辑学(科技哲学)。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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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北京大学 KE 文史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保险学(风险管理与保险)、财政学、资
源与环境经济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KF 文史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保险学(风险管理与保险)、财政学、资
源与环境经济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KG 文史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保险学(风险管理与保险)、财政学、资
源与环境经济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KH 文史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保险学(风险管理与保险)、财政学、资
源与环境经济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KJ 文史 法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KK 文史 法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KL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KM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KN 文史
国际政治(国政、外交学、
国际政经)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KP 文史
国际政治(国政、外交学、
国际政经)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KQ 文史
国际政治(国政、外交学、
国际政经)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KR 文史
国际政治(国政、外交学、
国际政经)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KS 文史
国际政治(国政、外交学、
国际政经)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KT 文史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KU 文史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KV 文史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KW 文史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KX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古典文献学
、应用语言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KY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古典文献学
、应用语言学。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KZ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古典文献学
、应用语言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L0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古典文献学
、应用语言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L1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古典文献学
、应用语言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L2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L3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L4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L5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L6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
辑出版学。

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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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北京大学 L7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
辑出版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L8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
辑出版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L9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
辑出版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LA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外国语言
与外国历史。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LB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外国语言
与外国历史。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LC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外国语言
与外国历史。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LD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外国语言
与外国历史。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LE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外国语言
与外国历史。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LF 文史 考古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LG 文史 考古学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LH 文史 考古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LJ 文史 考古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LK 文史 考古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LL 文史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LM 文史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LN 文史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LP 文史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LQ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金融学、经济学(金融)、会计学、市
场营销。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LR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金融学、经济学(金融)、会计学、市
场营销。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LS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金融学、经济学(金融)、会计学、市
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LT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金融学、经济学(金融)、会计学、市
场营销。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LU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城市管理、行政
管理。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LV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城市管理、行政
管理。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LW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城市管理、行政
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LX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城市管理、行政
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K0 理工 文科试验班类

含：中国语言文学类、考古学、历史学
类、哲学类、社会学类、国际政治、法
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新闻传播学
类、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
类、艺术学理论类、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古生物
学、整合科学、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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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北京大学 K1 理工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艺术史论、戏剧与影视学类、艺术
学理论类(文化产业)。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K2 理工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艺术史论、戏剧与影视学类、艺术
学理论类(文化产业)。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K3 理工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艺术史论、戏剧与影视学类、艺术
学理论类(文化产业)。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K4 理工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艺术史论、戏剧与影视学类、艺术
学理论类(文化产业)。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K5 理工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艺术史论、戏剧与影视学类、艺术
学理论类(文化产业)。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K6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

含：理论与应用力学、工程力学(工程结
构分析)、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航空航
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
程。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K7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

含：理论与应用力学、工程力学(工程结
构分析)、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航空航
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
程。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K8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

含：理论与应用力学、工程力学(工程结
构分析)、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航空航
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
程。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K9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

含：理论与应用力学、工程力学(工程结
构分析)、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航空航
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
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KA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

含：数学类、物理学类、天文学、化学
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科学、城
乡规划、地质学类、地球物理学类、心
理学类、生物科学类、历史学类、考古
学、社会学类、哲学类、国际政治、经
济学类、工商管理类、法学类、公共管
理类、新闻传播学类等专业，详见院校
章程。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KB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

含：数学类、物理学类、天文学、化学
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科学、城
乡规划、地质学类、地球物理学类、心
理学类、生物科学类、历史学类、考古
学、社会学类、哲学类、国际政治、经
济学类、工商管理类、法学类、公共管
理类、新闻传播学类等专业，详见院校
章程。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KC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

含：数学类、物理学类、天文学、化学
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环境科学、城
乡规划、地质学类、地球物理学类、心
理学类、生物科学类、历史学类、考古
学、社会学类、哲学类、国际政治、经
济学类、工商管理类、法学类、公共管
理类、新闻传播学类等专业，详见院校
章程。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KD 理工 哲学类 含：哲学、宗教学、逻辑学(科技哲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KE 理工 哲学类 含：哲学、宗教学、逻辑学(科技哲学)。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KF 理工 哲学类 含：哲学、宗教学、逻辑学(科技哲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KG 理工 哲学类 含：哲学、宗教学、逻辑学(科技哲学)。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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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北京大学 KH 理工 哲学类 含：哲学、宗教学、逻辑学(科技哲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KJ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保险学(风险管理与保险)、财政学、资
源与环境经济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KK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保险学(风险管理与保险)、财政学、资
源与环境经济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KL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保险学(风险管理与保险)、财政学、资
源与环境经济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KM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保险学(风险管理与保险)、财政学、资
源与环境经济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KN 理工 法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KP 理工 法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KQ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KR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KS 理工
国际政治(国政、外交学、
国际政经)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KT 理工
国际政治(国政、外交学、
国际政经)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KU 理工
国际政治(国政、外交学、
国际政经)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KV 理工
国际政治(国政、外交学、
国际政经)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KW 理工
国际政治(国政、外交学、
国际政经)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KX 理工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KY 理工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KZ 理工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古典文献学
、应用语言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L0 理工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古典文献学
、应用语言学。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L1 理工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古典文献学
、应用语言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L2 理工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古典文献学
、应用语言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L3 理工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古典文献学
、应用语言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L4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L5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L6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L7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L8 理工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
辑出版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L9 理工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
辑出版学。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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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北京大学 LA 理工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
辑出版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LB 理工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
辑出版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LC 理工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外国语言
与外国历史。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LD 理工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外国语言
与外国历史。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LE 理工 考古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LF 理工 考古学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LG 理工 考古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LH 理工 考古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LJ 理工 考古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LK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数学与应用
数学(概率统计)、数学与应用数学(科学
与工程计算)、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科
学)、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LL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数学与应用
数学(概率统计)、数学与应用数学(科学
与工程计算)、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科
学)、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LM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数学与应用
数学(概率统计)、数学与应用数学(科学
与工程计算)、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科
学)、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LN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数学与应用
数学(概率统计)、数学与应用数学(科学
与工程计算)、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科
学)、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LP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大气科学(大气与海洋)。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LQ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大气科学(大气与海洋)。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LR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大气科学(大气与海洋)。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LS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大气科学(大气与海洋)。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LT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化学、化学
生物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LU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化学、化学
生物学。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LV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化学、化学
生物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LW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化学、化学
生物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LX 理工 天文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LY 理工 天文学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LZ 理工 天文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M0 理工 天文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M1 理工 地球物理学类
含：地球物理学、地理信息科学(遥感与
地理信息系统)、空间科学与技术。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M2 理工 地球物理学类
含：地球物理学、地理信息科学(遥感与
地理信息系统)、空间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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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北京大学 M3 理工 地球物理学类
含：地球物理学、地理信息科学(遥感与
地理信息系统)、空间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M4 理工 地球物理学类
含：地球物理学、地理信息科学(遥感与
地理信息系统)、空间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M5 理工 地质学类 含：地质学、地球化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M6 理工 地质学类 含：地质学、地球化学。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M7 理工 地质学类 含：地质学、地球化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M8 理工 地质学类 含：地质学、地球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M9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MA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MB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MC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MD 理工 心理学类 含：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ME 理工 心理学类 含：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MF 理工 心理学类 含：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MG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
与工程。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MH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
与工程。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MJ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
与工程。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MK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
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ML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
术。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MM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
术。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MN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
术。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MP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
术。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MQ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
境管理)。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MR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
境管理)。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MS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
境管理)。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MT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
境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MU 理工
环境科学(环境、生态、地
理与资源环境)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MV 理工
环境科学(环境、生态、地
理与资源环境)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MW 理工
环境科学(环境、生态、地
理与资源环境)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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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北京大学 MX 理工
环境科学(环境、生态、地
理与资源环境)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MY 理工 城乡规划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MZ 理工 城乡规划 自主招生

1105 北京大学 N0 理工 城乡规划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N1 理工 城乡规划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N2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N3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N4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N5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N6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金融学、经济学(金融)、会计学、市
场营销。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N7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金融学、经济学(金融)、会计学、市
场营销。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N8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金融学、经济学(金融)、会计学、市
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N9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金融学、经济学(金融)、会计学、市
场营销。

高水平艺术团

1105 北京大学 NA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城市管理、行政
管理。

综合评价

1105 北京大学 NB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城市管理、行政
管理。

高校专项

1105 北京大学 NC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城市管理、行政
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105 北京大学 ND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城市管理、行政
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06 北京大学医学部 K0 理工 基础医学(学制8年) 办学地点：北京大学医学部。 自主招生

1106 北京大学医学部 K1 理工 临床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北京大学医学部。 自主招生

1106 北京大学医学部 K2 理工 临床医学(学制8年) 办学地点：北京大学医学部。 自主招生

1106 北京大学医学部 K3 理工 口腔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北京大学医学部。 自主招生

1106 北京大学医学部 K4 理工 口腔医学(学制8年) 办学地点：北京大学医学部。 自主招生

1106 北京大学医学部 K5 理工 预防医学(学制7年) 办学地点：北京大学医学部。 自主招生

1106 北京大学医学部 K6 理工 药学(学制6年) 办学地点：北京大学医学部。 自主招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0 文史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历史学、考
古学、世界史、哲学、宗教学、伦理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自主招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1 文史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历史学、考
古学、世界史、哲学、宗教学、伦理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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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2 文史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历史学、考
古学、世界史、哲学、宗教学、伦理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3 文史 人文科学试验班(学制5年)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历史学、考
古学、世界史、哲学、宗教学、伦理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高水平运动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4 文史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能源经济、国际经济与贸
易、国民经济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5 文史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能源经济、国际经济与贸
易、国民经济管理。

高校专项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6 文史 金融学类
含：金融学、金融工程、信用管理、保
险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7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8 文史 法学(学制5年) 高水平运动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9 文史 国际政治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A 文史
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
(PPE实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B 文史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公共事业管理
(公共政策与人口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C 文史 社会学类(学制5年)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公共事业管理
(公共政策与人口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D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E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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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F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学制5年)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
播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G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会计学、市
场营销、贸易经济、管理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H 文史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J 文史 人力资源管理 高校专项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K 文史 人力资源管理(学制5年) 高水平运动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L 文史 农业经济管理类 含：农村区域发展、农林经济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M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土地资源管
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N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土地资源管
理。

高校专项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P 文史 公共管理类(学制5年)
含：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土地资源管
理。

高水平运动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Q 文史 信息资源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R 文史 信息资源管理 高校专项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S 文史 信息资源管理(学制5年) 高水平运动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0 理工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历史学、考
古学、世界史、哲学、宗教学、伦理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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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1 理工 人文科学试验班(学制5年)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历史学、考
古学、世界史、哲学、宗教学、伦理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高水平运动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2 理工
理科试验班(物理、化学与
心理学)

含：物理学、材料物理、应用心理学、
化学。

自主招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3 理工 理科试验班(信息与数学)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软
件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4 理工
理科试验班(环境理工、环
境经管)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公共事业管理(环境与资源管理)

。
自主招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5 理工
理科试验班(环境理工、环
境经管)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公共事业管理(环境与资源管理)

。
高校专项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6 理工 理科试验班(信息与数学)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软
件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7 理工
理科试验班(物理、化学与
心理学)

含：物理学、材料物理、应用心理学、
化学。

高校专项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8 理工
理科试验班(物理、化学与
心理学)

含：物理学、材料物理、应用心理学、
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9 理工 理科试验班(信息与数学)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软
件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A 理工
理科试验班(环境理工、环
境经管)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公共事业管理(环境与资源管理)

。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B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能源经济、国际经济与贸
易、国民经济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C 理工 财政学类 含：财政学、税收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D 理工 金融学类
含：金融学、金融工程、信用管理、保
险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E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F 理工 法学(学制5年) 高水平运动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G 理工 国际政治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H 理工
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
(PPE实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J 理工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公共事业管理
(公共政策与人口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K 理工 社会学类(学制5年)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公共事业管理
(公共政策与人口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L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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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M 理工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
播学。

高校专项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N 理工 新闻传播学类(学制5年)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
播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P 理工 统计学类
含：统计学、应用统计学、经济统计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高校专项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Q 理工 统计学类
含：统计学、应用统计学、经济统计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R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会计学、市
场营销、贸易经济、管理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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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S 理工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T 理工 人力资源管理(学制5年) 高水平运动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U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土地资源管
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V 理工 公共管理类(学制5年)
含：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土地资源管
理。

高水平运动队

1110 中国人民大学 KW 理工 信息资源管理(学制5年)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K0 文史
文科试验班类(人文与社
会)

含：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
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国际
事务与全球治理)、心理学、英语、英语
(世界文学与文化实验班)、日语、新闻学
(国际新闻传播)、新闻学(融媒体传播)。
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K1 文史
文科试验班类(经济、金融
与管理)

含：经济与金融(国际班)、会计学、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K2 文史 文科试验班类(新雅书院)
含：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等我校各专
业)。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K3 文史
文科试验班类(人文与社
会)

含：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
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国际
事务与全球治理)、心理学、英语、英语
(世界文学与文化实验班)、日语、新闻学
(国际新闻传播)、新闻学(融媒体传播)。
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K4 文史
文科试验班类(经济、金融
与管理)

含：经济与金融(国际班)、会计学、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K5 文史 文科试验班类(新雅书院)
含：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等我校各专
业)。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K6 文史
文科试验班类(人文与社
会)

含：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
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国际
事务与全球治理)、心理学、英语、英语
(世界文学与文化实验班)、日语、新闻学
(国际新闻传播)、新闻学(融媒体传播)。
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K7 文史
文科试验班类(人文与社
会)

含：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
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国际
事务与全球治理)、心理学、英语、英语
(世界文学与文化实验班)、日语、新闻学
(国际新闻传播)、新闻学(融媒体传播)。
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K8 文史
文科试验班类(人文与社
会)

含：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
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国际
事务与全球治理)、心理学、英语、英语
(世界文学与文化实验班)、日语、新闻学
(国际新闻传播)、新闻学(融媒体传播)。
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综合评价

1115 清华大学 K9 文史
文科试验班类(经济、金融
与管理)

含：经济与金融(国际班)、会计学、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

综合评价

1115 清华大学 KA 文史 文科试验班类(新雅书院)
含：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等我校各专
业)。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综合评价

1115 清华大学 KB 文史 法学(含国际班) 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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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清华大学 KC 文史 法学(含国际班) 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KD 文史 法学(含国际班) 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KE 文史 法学(含国际班) 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KF 文史 法学(含国际班) 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综合评价

1115 清华大学 KG 文史 建筑类(学制5年)
含：建筑学、风景园林、城乡规划。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KH 文史 建筑类(学制5年)
含：建筑学、风景园林、城乡规划。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综合评价

1115 清华大学 KJ 文史 工商管理(经体班) 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K0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环境、化工
与新材料)

含：环境工程、环境工程(全球环境国际
班)、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办学地
点：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K1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机械、航空
与动力)

含：机械工程、机械工程(实验班)、测控
技术与仪器、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
动力工程(烽火班)、车辆工程、车辆工程
(车身方向)、工程力学(钱学森力学班)、
航空航天类。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K2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自动化与工
业工程)

含：自动化、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K3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环境、化工
与新材料)

含：环境工程、环境工程(全球环境国际
班)、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办学地
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K4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机械、航空
与动力)

含：机械工程、机械工程(实验班)、测控
技术与仪器、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
动力工程(烽火班)、车辆工程、车辆工程
(车身方向)、工程力学(钱学森力学班)、
航空航天类。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K5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能源)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能源互联网国际班)、能源与动
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烽火班)、航空
航天类。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K6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自动化与工
业工程)

含：自动化、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K7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环境、化工
与新材料)

含：环境工程、环境工程(全球环境国际
班)、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办学地
点：清华大学。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K8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能源)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能源互联网国际班)、能源与动
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烽火班)、航空
航天类。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K9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机械、航空
与动力)

含：机械工程、机械工程(实验班)、测控
技术与仪器、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
动力工程(烽火班)、车辆工程、车辆工程
(车身方向)、工程力学(钱学森力学班)、
航空航天类。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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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清华大学 KA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能源)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能源互联网国际班)、能源与动
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烽火班)、航空
航天类。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KB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自动化与工
业工程)

含：自动化、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KC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环境、化工
与新材料)

含：环境工程、环境工程(全球环境国际
班)、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办学地
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KD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机械、航空
与动力)

含：机械工程、机械工程(实验班)、测控
技术与仪器、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
动力工程(烽火班)、车辆工程、车辆工程
(车身方向)、工程力学(钱学森力学班)、
航空航天类。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KE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自动化与工
业工程)

含：自动化、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KF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能源)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能源互联网国际班)、能源与动
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烽火班)、航空
航天类。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KG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环境、化工
与新材料)

含：环境工程、环境工程(全球环境国际
班)、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办学地
点：清华大学。

综合评价

1115 清华大学 KH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机械、航空
与动力)

含：机械工程、机械工程(实验班)、测控
技术与仪器、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
动力工程(烽火班)、车辆工程、车辆工程
(车身方向)、工程力学(钱学森力学班)、
航空航天类。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综合评价

1115 清华大学 KJ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自动化与工
业工程)

含：自动化、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综合评价

1115 清华大学 KK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能源)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能源互联网国际班)、能源与动
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烽火班)、航空
航天类。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综合评价

1115 清华大学 KL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数理)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航空航
天类、工程物理、工程物理(能源实验班)

、材料科学与工程、数理基础科学。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KM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化生)

含：化学、生物科学、药学、化学工程
与工业生物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化学生物学(化生基础科学班)、生物医学
工程。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KN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经济、金融
与管理)

含：经济与金融(国际班)、会计学、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KP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数理)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航空航
天类、工程物理、工程物理(能源实验班)

、材料科学与工程、数理基础科学。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KQ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化生)

含：化学、生物科学、药学、化学工程
与工业生物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化学生物学(化生基础科学班)、生物医学
工程。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KR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新雅书院)
含：物理学(等我校各专业)。办学地点：
清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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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清华大学 KS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人文与社
会)

含：汉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学、经济
学、社会学、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国际
事务与全球治理)、英语、英语(世界文学
与文化实验班)、日语、新闻学(国际新闻
传播)、新闻学(融媒体传播)。办学地
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KT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经济、金融
与管理)

含：经济与金融(国际班)、会计学、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KU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人文与社
会)

含：汉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学、经济
学、社会学、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国际
事务与全球治理)、英语、英语(世界文学
与文化实验班)、日语、新闻学(国际新闻
传播)、新闻学(融媒体传播)。办学地
点：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KV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新雅书院)
含：物理学(等我校各专业)。办学地点：
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KW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人文与社
会)

含：汉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学、经济
学、社会学、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国际
事务与全球治理)、英语、英语(世界文学
与文化实验班)、日语、新闻学(国际新闻
传播)、新闻学(融媒体传播)。办学地
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KX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数理)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航空航
天类、工程物理、工程物理(能源实验班)

、材料科学与工程、数理基础科学。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KY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化生)

含：化学、生物科学、药学、化学工程
与工业生物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化学生物学(化生基础科学班)、生物医学
工程。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KZ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数理)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航空航
天类、工程物理、工程物理(能源实验班)

、材料科学与工程、数理基础科学。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L0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化生)

含：化学、生物科学、药学、化学工程
与工业生物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化学生物学(化生基础科学班)、生物医学
工程。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L1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化生)

含：化学、生物科学、药学、化学工程
与工业生物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化学生物学(化生基础科学班)、生物医学
工程。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综合评价

1115 清华大学 L2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数理)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航空航
天类、工程物理、工程物理(能源实验班)

、材料科学与工程、数理基础科学。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综合评价

1115 清华大学 L3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经济、金融
与管理)

含：经济与金融(国际班)、会计学、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

综合评价

1115 清华大学 L4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人文与社
会)

含：汉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学、经济
学、社会学、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国际
事务与全球治理)、英语、英语(世界文学
与文化实验班)、日语、新闻学(国际新闻
传播)、新闻学(融媒体传播)。办学地
点：清华大学。

综合评价

1115 清华大学 L5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新雅书院)
含：物理学(等我校各专业)。办学地点：
清华大学。

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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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清华大学 L6 理工 法学(含国际班) 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L7 理工 法学(含国际班) 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L8 理工 法学(含国际班) 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L9 理工 法学(含国际班) 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综合评价

1115 清华大学 LA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丘成桐数
学英才班)

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LB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丘成桐数
学英才班)

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综合评价

1115 清华大学 LC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
与工程、车辆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LD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
与工程、车辆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LE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
与工程、车辆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LF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
与工程、车辆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LG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
与工程、车辆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综合评价

1115 清华大学 LH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LJ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LK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LL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LM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综合评价

1115 清华大学 LN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水利科学与工程、建筑
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工程管理。办学
地点：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LP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水利科学与工程、建筑
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工程管理。办学
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LQ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水利科学与工程、建筑
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工程管理。办学
地点：清华大学。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LR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水利科学与工程、建筑
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工程管理。办学
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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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清华大学 LS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水利科学与工程、建筑
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工程管理。办学
地点：清华大学。

综合评价

1115 清华大学 LT 理工 建筑类(学制5年)
含：建筑学、风景园林、城乡规划。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LU 理工 建筑类(学制5年)
含：建筑学、风景园林、城乡规划。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15 清华大学 LV 理工 建筑类(学制5年)
含：建筑学、风景园林、城乡规划。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校专项

1115 清华大学 LW 理工 建筑类(学制5年)
含：建筑学、风景园林、城乡规划。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15 清华大学 LX 理工 建筑类(学制5年)
含：建筑学、风景园林、城乡规划。办
学地点：清华大学。

综合评价

1115 清华大学 LY 理工
临床医学类(协和)(学制8

年)

含：临床医学(协和)。办学地点：清华大
学。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LZ 理工
临床医学类(医学实验
班)(学制8年)

含：临床医学(医学实验班)。办学地点：
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1115 清华大学 M0 理工
临床医学类(协和)(学制8

年)

含：临床医学(协和)。办学地点：清华大
学。

综合评价

1115 清华大学 M1 理工
临床医学类(医学实验
班)(学制8年)

含：临床医学(医学实验班)。办学地点：
清华大学。

综合评价

1115 清华大学 M2 理工 工商管理(经体班) 办学地点：清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0 文史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经济学、金融学、劳动与社会保障
、会计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市场
营销、旅游管理、工程管理、物流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保密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1 文史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经济学、金融学、劳动与社会保障
、会计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市场
营销、旅游管理、工程管理、物流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保密管理。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2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3 文史 法学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4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只招
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5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0 理工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经济学、金融学、劳动与社会保障
、会计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市场
营销、旅游管理、工程管理、物流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保密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1 理工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经济学、金融学、劳动与社会保障
、会计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市场
营销、旅游管理、工程管理、物流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保密管理。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2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
含：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光电信
息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

高校专项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3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
含：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光电信
息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4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
含：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光电信
息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5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6 理工 法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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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7 理工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只招
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8 理工 新闻传播学类 含：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9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工程、车辆工程、测控技术与
仪器、能源与动力工程、工业工程。

高校专项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A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工程、车辆工程、测控技术与
仪器、能源与动力工程、工业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B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工程、车辆工程、测控技术与
仪器、能源与动力工程、工业工程。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C 理工 电气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轨道牵引电气化)。

高校专项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D 理工 电气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轨道牵引电气化)。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E 理工 电气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轨道牵引电气化)。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F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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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G 理工 电子信息类(通信与控制)
含：通信工程、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

高校专项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H 理工 电子信息类(通信与控制)
含：通信工程、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J 理工 电子信息类(通信与控制)
含：通信工程、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K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铁路信息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医学信息技术)、物联网工程、信息安全
、保密技术。

高校专项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L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铁路信息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医学信息技术)、物联网工程、信息安全
、保密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M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铁路信息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医学信息技术)、物联网工程、信息安全
、保密技术。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N 理工 软件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P 理工 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Q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铁道工程、环境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R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铁道工程、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S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铁道工程、环境工程。 高校专项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T 理工 交通运输类

含：交通工程、物流工程、电子商务、
交通运输(铁道运输)、交通运输(城市轨
道交通)、交通运输(智能运输工程)、交
通运输(高速铁路客运组织与服务)、交通
运输(民航运输)。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U 理工 交通运输类

含：交通工程、物流工程、电子商务、
交通运输(铁道运输)、交通运输(城市轨
道交通)、交通运输(智能运输工程)、交
通运输(高速铁路客运组织与服务)、交通
运输(民航运输)。

高校专项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V 理工 交通运输类

含：交通工程、物流工程、电子商务、
交通运输(铁道运输)、交通运输(城市轨
道交通)、交通运输(智能运输工程)、交
通运输(高速铁路客运组织与服务)、交通
运输(民航运输)。

自主招生

第 17 页，共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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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W 理工 建筑类(学制5年) 含：建筑学、城乡规划。 高水平艺术团

1120 北京交通大学 KX 理工 建筑类(学制5年) 含：建筑学、城乡规划。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K0 文史 文科试验班类(郭秉文班)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学、汉语言
文学、旅游管理、哲学、国际经济与贸
易、金融学、经济学、金融工程、法学
。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K1 文史 文科试验班类(郭秉文班)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学、汉语言
文学、旅游管理、哲学、国际经济与贸
易、金融学、经济学、金融工程、法学
。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K2 文史 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K3 文史 日语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K4 文史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K0 理工 工科试验班(吴健雄班)

含：信息工程、机械工程、能源动力类
、土木类、数学类、自动化类、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空间安全
、生物医学工程类、材料科学与工程、
经济学类、交通运输类、电子科学与技
术、物理学类、工商管理类、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化工与制药类、测控技术
与仪器。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K1 理工 经济学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经济学
、金融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K2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K3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K4 理工 物理学类 含：应用物理学、物理学。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K5 理工 物理学类 含：应用物理学、物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K6 理工 工程力学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K7 理工 工程力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K8 理工 机械工程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K9 理工 机械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KA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KB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KC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KD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KE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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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东南大学 KF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KG 理工 能源动力类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
应用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KH 理工 能源动力类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
应用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KJ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KK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KL 理工 电子科学与技术(类)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KM 理工 电子科学与技术(类)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KN 理工
电子科学与技术(后两年在
无锡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KP 理工 信息工程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KQ 理工 信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KR 理工
信息工程(后两年在无锡培
养)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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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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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 东南大学 KU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KV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KW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
能)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KX 理工
软件工程(后两年学费
16000元每年)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KY 理工
软件工程(后两年学费
16000元每年)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KZ 理工 网络空间安全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L0 理工 网络空间安全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L1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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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2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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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 理工 测绘类 含：测绘工程、地理信息科学。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L4 理工 测绘类 含：测绘工程、地理信息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L5 理工 化工与制药类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制药工程
。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L6 理工 化工与制药类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制药工程
。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L7 理工 化工与制药类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制药工程
。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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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东南大学 L8 理工 交通运输类
含：交通工程、交通运输、港口航道与
海岸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道路桥
梁与渡河工程。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L9 理工 交通运输类
含：交通工程、交通运输、港口航道与
海岸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道路桥
梁与渡河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LA 理工 环境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LB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类 含：生物医学工程、生物信息学。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LC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类 含：生物医学工程、生物信息学。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LD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类 含：生物医学工程、生物信息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LE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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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F 理工 建筑学(学制5年)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LG 理工 建筑学(学制5年)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LH 理工 城乡规划(学制5年)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LJ 理工 城乡规划(学制5年)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LK 理工 风景园林(学制5年) 自主招生

1125 东南大学 LL 理工 风景园林(学制5年)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LM 理工 生物工程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LN 理工 生物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LP 理工 临床医学类(学制5年) 含：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LQ 理工
临床医学(含拔尖创新人才
试点班)(5加3一体化)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LR 理工 预防医学(学制5年)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LS 理工 预防医学(学制5年)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LT 理工 医学检验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LU 理工 工程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LV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
物流管理、工商管理、会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LW 理工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水平艺术团

1125 东南大学 LX 理工 工业工程 高校专项

1125 东南大学 LY 理工 工业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K0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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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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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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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复旦大学 K1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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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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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K2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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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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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K3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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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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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K4 文史
哲学类(含英国伯明翰大学
双学位项目)

含：哲学、宗教学。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K5 文史
哲学类(含英国伯明翰大学
双学位项目)

含：哲学、宗教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K6 文史
哲学类(含英国伯明翰大学
双学位项目)

含：哲学、宗教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K7 文史
哲学类(含英国伯明翰大学
双学位项目)

含：哲学、宗教学。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K8 文史 法学(卓越法律人才基地)

含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杜兰大学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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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9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KA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KB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KC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卓越新闻人
才计划)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广
告学。含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密苏里
大学双学位项目；含赴美国北卡莱罗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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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D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卓越新闻人
才计划)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广
告学。含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密苏里
大学双学位项目；含赴美国北卡莱罗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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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卓越新闻人
才计划)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广
告学。含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密苏里
大学双学位项目；含赴美国北卡莱罗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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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F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卓越新闻人
才计划)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广
告学。含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密苏里
大学双学位项目；含赴美国北卡莱罗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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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G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旅游管理、文物与博物馆
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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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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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复旦大学 KH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旅游管理、文物与博物馆
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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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J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旅游管理、文物与博物馆
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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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旅游管理、文物与博物馆
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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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0 理工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工商管理、财务管理、管理科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市场营
销、统计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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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复旦大学招生网。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K1 理工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工商管理、财务管理、管理科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市场营
销、统计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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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复旦大学招生网。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K2 理工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工商管理、财务管理、管理科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市场营
销、统计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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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复旦大学招生网。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K3 理工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工商管理、财务管理、管理科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市场营
销、统计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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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复旦大学招生网。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K4 理工 技术科学试验班(卓越班)

含：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电子信息
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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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赴美国斯蒂文斯理
工学院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详见复旦
大学招生网。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K5 理工 技术科学试验班(卓越班)

含：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电子信息
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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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赴美国斯蒂文斯理
工学院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详见复旦
大学招生网。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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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复旦大学 K6 理工 技术科学试验班(卓越班)

含：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电子信息
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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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赴美国斯蒂文斯理
工学院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详见复旦
大学招生网。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K7 理工 技术科学试验班(卓越班)

含：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电子信息
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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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赴美国斯蒂文斯理
工学院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详见复旦
大学招生网。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K8 理工
理科试验班(含自科、技科
试验班)

含：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电子信息
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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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大气科学、
化学、应用化学等专业，详见院校章程
。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K9 理工
理科试验班(含自科、技科
试验班)

含：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电子信息
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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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大气科学、
化学、应用化学等专业，详见院校章程
。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KA 理工
理科试验班(含自科、技科
试验班)

含：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电子信息
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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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大气科学、
化学、应用化学等专业，详见院校章程
。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KB 理工
自然科学试验班(拔尖人才
培养计划)

含：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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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英国伯明翰大学、美国亚
利桑那大学双学位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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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复旦大
学招生网。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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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复旦大学 KC 理工
自然科学试验班(拔尖人才
培养计划)

含：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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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英国伯明翰大学、美国亚
利桑那大学双学位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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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复旦大
学招生网。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KD 理工
自然科学试验班(拔尖人才
培养计划)

含：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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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英国伯明翰大学、美国亚
利桑那大学双学位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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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复旦大
学招生网。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KE 理工
自然科学试验班(拔尖人才
培养计划)

含：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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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英国伯明翰大学、美国亚
利桑那大学双学位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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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复旦大
学招生网。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KF 理工
经济学类(含荷兰格罗宁根
大学双学位项目)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
、财政学、保险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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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G 理工
经济学类(含荷兰格罗宁根
大学双学位项目)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
、财政学、保险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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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KH 理工
经济学类(含荷兰格罗宁根
大学双学位项目)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
、财政学、保险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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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KJ 理工
经济学类(含荷兰格罗宁根
大学双学位项目)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
、财政学、保险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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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KK 理工 法学(卓越法律人才基地)

含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杜兰大学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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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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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复旦大学 KL 理工 法学(卓越法律人才基地)

含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杜兰大学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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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KM 理工 法学(卓越法律人才基地)

含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杜兰大学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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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KN 理工 历史学类(旅管方向)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KP 理工 历史学类(旅管方向)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KQ 理工 历史学类(旅管方向)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KR 理工 历史学类(旅管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KS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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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KT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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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KU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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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KV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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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KW 理工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国家示
范性微电子学院)

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KX 理工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国家示
范性微电子学院)

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KY 理工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国家示
范性微电子学院)

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KZ 理工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国家示
范性微电子学院)

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L0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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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软件工
程（卓越班）、软件工程等专业；4年总
学费人民币31000元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L1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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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软件工
程（卓越班）、软件工程等专业；4年总
学费人民币31000元。

高水平艺术团

1130 复旦大学 L2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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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软件工
程（卓越班）、软件工程等专业；4年总
学费人民币31000元。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L3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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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软件工
程（卓越班）、软件工程等专业；4年总
学费人民币31000元。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L4 理工 航空航天类
含：飞行器设计与工程、理论与应用力
学。含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拿大
阿尔伯特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L5 理工 航空航天类
含：飞行器设计与工程、理论与应用力
学。含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拿大
阿尔伯特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艺术团

第 25 页，共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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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 复旦大学 L6 理工 航空航天类
含：飞行器设计与工程、理论与应用力
学。含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拿大
阿尔伯特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L7 理工 航空航天类
含：飞行器设计与工程、理论与应用力
学。含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拿大
阿尔伯特大学等校免学费交流项目。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L8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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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
课。

高校专项

1130 复旦大学 L9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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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
课。

自主招生

1130 复旦大学 LA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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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
课。

高水平运动队

1130 复旦大学 LB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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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
课。

高水平艺术团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K0 理工 基础医学(学制5年) 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自主招生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K1 理工 基础医学(学制5年) 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高校专项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K2 理工
临床医学(本博连读，卓越
医生计划)(学制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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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

自主招生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K3 理工
临床医学(卓越医生计
划)(学制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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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

自主招生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K4 理工
临床医学(卓越医生计
划)(学制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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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

高校专项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K5 理工
临床医学(本博连读，卓越
医生计划)(学制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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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

高校专项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K6 理工
临床医学(卓越医生计
划)(学制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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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

高水平艺术团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K7 理工
预防医学(含美国夏威夷大
学本硕连读项目)(学制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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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高校专项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K8 理工
预防医学(含美国夏威夷大
学本硕连读项目)(学制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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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高水平艺术团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K9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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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

高校专项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KA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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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

高水平艺术团

1131 复旦大学医学院 KB 理工 公共事业管理 部分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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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湖南大学 K0 文史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财政学。办学地点：湖南
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1 文史 金融学类
含：金融学、保险学。办学地点：湖南
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2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3 文史 法学
覆盖法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办学
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4 文史 汉语言文学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5 文史 汉语言文学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自主招生

1135 湖南大学 K6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湖南大
学。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K7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湖南大
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8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湖南大
学。

自主招生

1135 湖南大学 K9 文史 日语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A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告学。办学地点：湖南
大学。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KB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告学。办学地点：湖南
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C 文史 历史学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D 文史 历史学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自主招生

1135 湖南大学 KE 文史 行政管理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KF 文史 行政管理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财政学。办学地点：湖南
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1 理工 金融学类
含：金融学、保险学。办学地点：湖南
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2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3 理工 法学
覆盖法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办学
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4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湖南大
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5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湖南大
学。

自主招生

1135 湖南大学 K6 理工 日语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7 理工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告学。办学地点：湖南
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8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9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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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湖南大学 KA 理工 化学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B 理工 化学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自主招生

1135 湖南大学 KC 理工 应用化学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D 理工 生物技术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E 理工 生物技术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自主招生

1135 湖南大学 KF 理工 统计学类
含：统计学、经济统计学。办学地点：
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G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
程、工业工程、工程力学。办学地点：
湖南大学。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KH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
程、工业工程、工程力学。办学地点：
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J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
程、工业工程、工程力学。工程力学。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自主招生

1135 湖南大学 KK 理工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L 理工 工业设计
需要一定美术基础。办学地点：湖南大
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M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N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KP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Q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R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KS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T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KU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V 理工 电子科学与技术
覆盖应用物理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W 理工 电子科学与技术 应用物理学。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自主招生

1135 湖南大学 KX 理工 通信工程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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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湖南大学 KY 理工 通信工程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KZ 理工 自动化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L0 理工 自动化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L1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覆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
术、物联网工程专业。办学地点：湖南
大学。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L2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覆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
术、物联网工程专业。办学地点：湖南
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L3 理工 软件工程
覆盖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办
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L4 理工 信息安全
覆盖信息安全、信息安全（保密管理)专
业。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L5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办学地点：
湖南大学。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L6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办学地点：
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L7 理工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L8 理工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校专项

1135 湖南大学 L9 理工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LA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LB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办学地点：
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LC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LD 理工 建筑学(学制5年)
需要一定的美术基础。办学地点：湖南
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LE 理工 城乡规划(学制5年)
需要一定的美术基础。办学地点：湖南
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LF 理工 工商管理
覆盖工商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
（金融工程）专业。办学地点：湖南大
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LG 理工 会计学
覆盖会计学、财务管理专业办学地点：
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LH 理工 行政管理 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35 湖南大学 LJ 理工 电子商务
覆盖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
业。办学地点：湖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0 文史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1 文史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2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公共事业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实验班)、经济统计学、国际
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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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1 理工 金融学类 含：金融学、金融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2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3 理工 物理学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4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5 理工 生物技术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6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工
程、测控技术与仪器(精密类仪器)。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7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功能材料、电子封装技术。

高校专项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8 理工 功能材料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9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A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磁场
与无线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B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集成电路设
计与集成系统、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
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C 理工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物流管
理(物流系统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D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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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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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F 理工 信息安全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G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交通工程、工程管理、
工程力学。

高校专项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H 理工 水利水电工程 高校专项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J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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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 理工 船舶与海洋工程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L 理工 核工程与核技术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M 理工 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N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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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P 理工 建筑类(学制5年) 含：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Q 理工 预防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同济校区。 高校专项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R 理工 预防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同济校区。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S 理工 药学类
含：药学、药学(生物药学基地班)。办学
地点：同济校区。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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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T 理工 药学 办学地点：同济校区。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U 理工
医学实验技术(医学科学实
验班)

办学地点：同济校区。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V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流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W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医学
信息)

办学地点：同济校区。 自主招生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X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注册
会计师)、财政学(税务)、财务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40 华中科技大学 KY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公共事业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45 吉林大学 K0 文史 哲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1 文史 哲学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K2 文史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K3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45 吉林大学 K4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K5 文史 政治学与行政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45 吉林大学 K6 文史 政治学与行政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K7 文史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劳动与社会保
障。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8 文史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劳动与社会保
障。

高水平运动队

1145 吉林大学 K9 文史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劳动与社会保
障。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KA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B 文史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C 文史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45 吉林大学 KD 文史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KE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KF 文史 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零起点培养。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KG 文史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KH 文史 朝鲜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零起点培养。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KJ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告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45 吉林大学 KK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告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KL 文史 历史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M 文史 历史学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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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 吉林大学 KN 文史 考古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P 文史 考古学 按类招。含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K1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K2 理工 思想政治教育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3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金融数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4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应用物理学、核物理、光
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5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化学、高分
子材料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6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7 理工 应用心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K8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工程、工程力学、工业工程。
办学地点：吉林大学南岭校区。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9 理工 材料物理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KA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
术、生物医学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KB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C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KD 理工 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E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地质工程。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F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地质工程。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KG 理工 地质类
含：地理科学、地质学、资源勘查工程
、土地资源管理。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H 理工 地质类
含：地理科学、地质学、资源勘查工程
、土地资源管理。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KJ 理工 勘查技术与工程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K 理工 勘查技术与工程
按类招。含勘查技术与工程、地理信息
科学、地球物理学、测绘工程。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KL 理工 包装工程 办学地点：吉林大学南岭校区。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M 理工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吉林大学南岭校区。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KN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P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KQ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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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 吉林大学 KR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含：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KS 理工 生物工程类 含：生物工程、生物制药、药物制剂。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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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 吉林大学 KT 理工 植物生产类
含：农学、园艺、植物保护、农业资源
与环境、生物技术。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U 理工 植物生产类
含：农学、园艺、植物保护、农业资源
与环境、生物技术。植物科学学院。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KV 理工 动物生产类 含：动物科学、生物技术。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W 理工 动物生产类
含：动物科学、生物技术。动物科学学
院。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KX 理工 动物医学(学制5年)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KY 理工 药学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KZ 理工 康复治疗学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L0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学制
5年)

自主招生

1145 吉林大学 L1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学制
5年)

公共卫生学院。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L2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
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L3 理工 会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45 吉林大学 L4 理工 农林经济管理 办学地点：吉林大学南岭校区。 高校专项

1145 吉林大学 L5 理工 档案学 办学地点：吉林大学南岭校区。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K0 文史 金融学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K1 文史 法学类 含：法学、社会工作。 高校专项

1150 江南大学 K2 文史 教育学类(师范) 含：小学教育、教育技术学。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K3 文史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K0 理工 金融学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K1 理工 教育学类(师范) 含：小学教育、教育技术学。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K2 理工 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150 江南大学 K3 理工 工业设计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K4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K5 理工 自动化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K6 理工 自动化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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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 江南大学 K7 理工 物联网工程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K8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校专项

1150 江南大学 K9 理工 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KA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KB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150 江南大学 KC 理工 食品质量与安全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KD 理工 酿酒工程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KE 理工 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1150 江南大学 KF 理工 临床医学(学制5年)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0 文史 哲学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1 文史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基地班)、经济学、国际经济
与贸易、金融学、统计学、金融工程。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水平运动队

1155 兰州大学 K2 文史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基地班)、经济学、国际经济
与贸易、金融学、统计学、金融工程。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3 文史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基地班)、经济学、国际经济
与贸易、金融学、统计学、金融工程。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4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水平运动队

1155 兰州大学 K5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6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7 文史 知识产权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8 文史 政治学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办学
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9 文史 政治学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办学
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A 文史 社会学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B 文史 社会学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C 文史 民族学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D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E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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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 兰州大学 KF 文史 马克思主义理论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G 文史 马克思主义理论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H 文史 汉语言文学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水平运动队

1155 兰州大学 KJ 文史 汉语言文学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K 文史 汉语言文学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L 文史 汉语言文学(戏影方向)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M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甘肃省
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N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甘肃省
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P 文史 俄语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Q 文史 俄语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R 文史 德语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S 文史 德语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T 文史 日语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U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办学地点：
甘肃省兰州市。

高水平运动队

1155 兰州大学 KV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办学地点：
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W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办学地点：
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X 文史 广告学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Y 文史 广告学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Z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基地班)、历史学、世界史、
文物与博物馆学。办学地点：甘肃省兰
州市。

高水平运动队

1155 兰州大学 L0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基地班)、历史学、世界史、
文物与博物馆学。办学地点：甘肃省兰
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L1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基地班)、历史学、世界史、
文物与博物馆学。办学地点：甘肃省兰
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L2 文史 数字媒体技术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L3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管理科学(基地班)、会计学、市场营
销、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行政管理。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
市。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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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 兰州大学 L4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管理科学(基地班)、会计学、市场营
销、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行政管理。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
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L5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管理科学(基地班)、会计学、市场营
销、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行政管理。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
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L6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
理方向)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基地班)、经济学、国际经济
与贸易、金融学、统计学、金融工程。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水平运动队

1155 兰州大学 K1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基地班)、经济学、国际经济
与贸易、金融学、统计学、金融工程。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2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基地班)、经济学、国际经济
与贸易、金融学、统计学、金融工程。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3 理工 政治学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办学
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4 理工 政治学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办学
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5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甘肃省
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6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甘肃省
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7 理工 俄语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8 理工 德语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9 理工 日语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A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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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
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B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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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
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C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基地班)、物理学、微电子科
学与工程。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D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基地班)、物理学、微电子科
学与工程。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E 理工
应用物理学(核科学与技术
基地班原子核方向)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F 理工
应用物理学(核科学与技术
基地班原子核方向)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G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基地班)、化学、应用化学、化
学工程与工艺、功能材料、能源化学工
程。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H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基地班)、化学、应用化学、化
学工程与工艺、功能材料、能源化学工
程。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J 理工
应用化学(核科学与技术基
地班放化方向)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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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 兰州大学 KK 理工
应用化学(核科学与技术基
地班放化方向)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L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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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M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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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N 理工 大气科学类
含：大气科学(基地班)、大气科学、应用
气象学。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P 理工 大气科学类
含：大气科学(基地班)、大气科学、应用
气象学。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Q 理工 地质学类
含：地质学、地质学(资源勘查方向)、地
球化学。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R 理工 地质学类
含：地质学、地质学(资源勘查方向)、地
球化学。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S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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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T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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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U 理工 理论与应用力学(基地班)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V 理工 理论与应用力学(基地班)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W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物理、材料化学。办学地点：
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X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物理、材料化学。办学地点：
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KY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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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
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KZ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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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
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L0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基地班)、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电子商务、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办学地点：甘肃
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L1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基地班)、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电子商务、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办学地点：甘肃
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L2 理工 数字媒体技术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L3 理工 数字媒体技术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L4 理工 土木工程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L5 理工 土木工程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L6 理工 水利类
含：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办学地点：甘
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L7 理工 水利类
含：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办学地点：甘
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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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 兰州大学 L8 理工 地质工程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L9 理工 地质工程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LA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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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
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LB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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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
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LC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办学地点：
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LD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办学地点：
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LE 理工 草业科学(基地班)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LF 理工 草业科学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LG 理工 草业科学(基地班)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LH 理工 草业科学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LJ 理工 临床医学类(学制5年)
含：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学、麻醉学、
儿科学。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LK 理工 临床医学类(学制5年)
含：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学、麻醉学、
儿科学。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LL 理工 口腔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LM 理工 口腔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LN 理工 预防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LP 理工 预防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LQ 理工 药学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LR 理工 药学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LS 理工 临床药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LT 理工 临床药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LU 理工 医学检验技术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LV 理工 医学检验技术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LW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管理科学(基地班)、会计学、市场营
销、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行政管理。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
市。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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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 兰州大学 LX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管理科学(基地班)、会计学、市场营
销、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行政管理。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
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LY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管理科学(基地班)、会计学、市场营
销、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行政管理。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
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LZ 理工 农林经济管理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M0 理工 农林经济管理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55 兰州大学 M1 理工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
理方向)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自主招生

1155 兰州大学 M2 理工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
理方向)

办学地点：甘肃省兰州市。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K0 文史 哲学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K1 文史 法学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K2 文史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应用心理学。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K3 文史 汉语言文学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K4 文史 俄语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K5 文史 日语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K6 文史 朝鲜语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K7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K8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考古学、考古学(文物鉴定
方向)。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K9 文史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KA 文史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KB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劳动
与社会保障、国际政治。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K0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60 南京大学 K1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K2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声学。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K3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K4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K5 理工 天文学类 含：天文学、空间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K6 理工 地理科学类
含：地理信息科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
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海洋科学、
地理科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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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0 南京大学 K7 理工 地理科学类
含：地理信息科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
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海洋科学、
地理科学。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K8 理工 大气科学类 含：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K9 理工 地质学类
含：地质学、地球化学、地质工程、水
文与水资源工程、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地质学(古生物方向)、地球物理学。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KA 理工 地质学类
含：地质学、地球化学、地质工程、水
文与水资源工程、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地质学(古生物方向)、地球物理学。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KB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KC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KD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物理、材料化学、新能源科学
与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生物医
学工程。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KE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
与工程、通信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含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方向)。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KF 理工 自动化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KG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KH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化学与环
境生物方向)、环境科学(环境规划与管理
方向)。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KJ 理工
临床医学(本硕连读)(5加3

一体化)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KK 理工
临床医学(本硕连读)(5加3

一体化)
本硕连读。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KL 理工 口腔医学(学制5年) 自主招生

1160 南京大学 KM 理工 口腔医学(学制5年) 高校专项

1160 南京大学 KN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
务管理、电子商务、工商管理(人力资源
方向)。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K0 文史 哲学类
含：哲学、逻辑学。办学地点：南开大
学津南校区。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K1 文史 哲学类
含：哲学、逻辑学。办学地点：南开大
学津南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2 文史 哲学类
含：哲学、逻辑学。办学地点：南开大
学津南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3 文史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财政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商务。国际商务专业授予管理学
学位。办学地点：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
。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4 文史 金融学类
含：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投资
学、精算学。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
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5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K6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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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 南开大学 K7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K8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9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编辑出版学、广播电
视学。办学地点：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
。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KA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编辑出版学、广播电
视学。办学地点：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
。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B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编辑出版学、广播电
视学。办学地点：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
。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C 文史 汉语国际教育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D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翻译、日语、法语、德语、
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南开
大学八里台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E 文史 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南开大
学八里台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F 文史 法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南开大
学八里台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G 文史 西班牙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南开大
学八里台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H 文史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南开大
学八里台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J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世界史、文物与博物馆学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KK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世界史、文物与博物馆学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L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世界史、文物与博物馆学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M 文史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信息与
计算科学。办学地点：南开大学八里台
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N 文史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办学地点：南开大学八里台
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P 文史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化学生物学、分
子科学与工程。办学地点：南开大学八
里台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Q 文史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办学地点：
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R 文史 临床医学(5加3一体化)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S 文史 口腔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T 文史 药学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U 文史
工商管理类(含工商、图档
、管科、国会)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
理、会计学、财务管理、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电子商务、工业工程、物流管
理、图书馆学、档案学、会计学(国际会
计)。办学地点：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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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 南开大学 KV 文史
公共管理类(含社会学、政
治学、公共管理及心理学)

含：行政管理、城市管理、政治学与行
政学、国际政治、社会学、社会工作、
应用心理学。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
校区。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KW 文史
公共管理类(含社会学、政
治学、公共管理及心理学)

含：行政管理、城市管理、政治学与行
政学、国际政治、社会学、社会工作、
应用心理学。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
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X 文史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办学
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KY 文史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办学
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0 理工 哲学类
含：哲学、逻辑学。办学地点：南开大
学津南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1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财政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商务。国际商务专业授予管理学
学位。办学地点：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
。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2 理工 金融学类
含：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投资
学、精算学。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
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3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K4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5 理工 思想政治教育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6 理工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编辑出版学、广播电
视学。办学地点：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
。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7 理工 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南开大
学八里台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8 理工 法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南开大
学八里台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9 理工 西班牙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南开大
学八里台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A 理工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南开大
学八里台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B 理工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世界史、文物与博物馆学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C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信息与
计算科学。办学地点：南开大学八里台
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D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信息与
计算科学。办学地点：南开大学八里台
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E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办学地点：南开大学八里台
校区。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KF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办学地点：南开大学八里台
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G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办学地点：南开大学八里台
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H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化学生物学、分
子科学与工程。办学地点：南开大学八
里台校区。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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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 南开大学 KJ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化学生物学、分
子科学与工程。办学地点：南开大学八
里台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K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化学生物学、分
子科学与工程。办学地点：南开大学八
里台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L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办学地点：
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KM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办学地点：
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KN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办学地点：
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P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物理、材料化学。办学地点：
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KQ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物理、材料化学。办学地点：
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R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
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通信工程、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办学地点：南开
大学津南校区。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KS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
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通信工程、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办学地点：南开
大学津南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T 理工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智能科学与技术。办学地
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U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信息安全。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
区。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KV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信息安全。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
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W 理工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专业一、二年级学费5800元/

年，三、四年级学费12000元/年。办学
地点：南开大学泰达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X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资源循环科
学与工程。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
区。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KY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资源循环科
学与工程。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
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KZ 理工 临床医学(5加3一体化)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L0 理工 临床医学(5加3一体化)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L1 理工 临床医学(5加3一体化)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L2 理工 口腔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L3 理工 口腔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自主招生

1165 南开大学 L4 理工 药学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L5 理工 药学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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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 南开大学 L6 理工 药学 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L7 理工
工商管理类(含工商、图档
、管科、国会)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
理、会计学、财务管理、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电子商务、工业工程、物流管
理、图书馆学、档案学、会计学(国际会
计)。办学地点：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L8 理工
公共管理类(含社会学、政
治学、公共管理及心理学)

含：行政管理、城市管理、政治学与行
政学、国际政治、社会学、社会工作、
应用心理学。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
校区。

高校专项

1165 南开大学 L9 理工
公共管理类(含社会学、政
治学、公共管理及心理学)

含：行政管理、城市管理、政治学与行
政学、国际政治、社会学、社会工作、
应用心理学。办学地点：南开大学津南
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165 南开大学 LA 理工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办学
地点：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K0 文史 哲学类 含：哲学。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1 文史 法学类 含：法学。办学地点：青岛校区。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2 文史 政治学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科学
社会主义。办学地点：青岛校区。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3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4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K5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6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K7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8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世界史、档案学、考古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9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世界史、档案学、考古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KA 文史 考古学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B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人
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K0 理工 哲学类 含：哲学。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1 理工 法学类 含：法学。办学地点：青岛校区。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2 理工 政治学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科学
社会主义。办学地点：青岛校区。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3 理工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4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5 理工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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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0 山东大学 K6 理工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世界史、档案学、考古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7 理工 考古学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8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信息安全。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9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应用物理学。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KA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B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KC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生
物工程。办学地点：青岛校区。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D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生
物工程。办学地点：青岛校区。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KE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过程装
备与控制工程、车辆工程、工业设计。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KF 理工 材料类

含：金属材料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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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物理、材料化学、包装工
程。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G 理工 材料类

含：金属材料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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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物理、材料化学、包装工
程。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KH 理工 能源动力类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能源与环境系统
工程、交通运输。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KJ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
程、通信工程、物联网工程。办学地
点：青岛校区。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K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
程、通信工程、物联网工程。办学地
点：青岛校区。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KL 理工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物流工
程、生物医学工程。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M 理工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物流工
程、生物医学工程。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KN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青岛校区。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P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青岛校区。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KQ 理工 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1170 山东大学 KR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工程力
学。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KS 理工 临床医学(学制5年)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KT 理工 预防医学(学制5年) 高校专项

1170 山东大学 KU 理工 药学类 含：药学、制药工程、临床药学。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K0 文史 哲学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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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5 四川大学 K1 文史 经济学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国民经
济管理、财政学。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K2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K3 文史 社会工作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K4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办学
地点：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K5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办学
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6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由于培养的需要，
高考外语成绩未达到满分的75%的考生
需慎重报考。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7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
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办学地点：
江安校区。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K8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
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办学地点：
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K9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A 文史 历史学(基地班)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B 文史 会计学

1、ACCA方向；2、除正常学费及住宿
费之外，需另缴ACCA专项培训费7600

元/人.年；3、专业课程全英文讲授，高
考外语成绩未达到满分的80%的考生需
谨慎报考。4、不进行调剂录取。办学地
点：望江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C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
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办学地点：
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KD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
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办学地点：
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E 文史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办学
地点：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KF 文史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办学
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国民经
济管理、财政学。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K1 理工 金融学类
含：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办学
地点：江安校区。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K2 理工 金融学类
含：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办学
地点：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K3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K4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K5 理工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办学
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6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由于培养的需要，
高考外语成绩未达到满分的75%的考生
需慎重报考。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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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5 四川大学 K7 理工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8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K9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A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物理学(基地班)。办学地
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B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基地班)。办
学地点：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KC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基地班)。办
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D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科学(基地班)、生物
科学(计算生物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生物技术(基地班)。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KE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科学(基地班)、生物
科学(计算生物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生物技术(基地班)。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F 理工 工程力学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KG 理工 工程力学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H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
术与仪器、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办学
地点：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KJ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
术与仪器、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办学
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K 理工 工业设计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KL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KM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N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物理、材料化学、金属材料工
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新能源材料
与器件。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P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KQ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KR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S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KT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U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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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KV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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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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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5 四川大学 KW 理工 通信工程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X 理工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Y 理工 医学信息工程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KZ 理工 自动化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L0 理工 自动化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L1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金融)。办学地
点：江安校区。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L2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金融)。办学地
点：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L3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金融)。办学地
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L4 理工 软件工程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L5 理工 网络空间安全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L6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
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工程造价。办
学地点：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L7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
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工程造价。办
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L8 理工 水利类
含：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农业水利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办
学地点：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L9 理工 水利类
含：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农业水利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办
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LA 理工 化工与制药类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生物
工程。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LB 理工 化工与制药类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生物
工程。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LC 理工 轻工类
含：轻化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纺织
工程、生物工程(轻工生物)。办学地点：
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LD 理工 核工程与核技术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LE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办学地点：
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LF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LG 理工 临床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LH 理工 临床医学(学制8年)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LJ 理工 口腔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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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5 四川大学 LK 理工 预防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LL 理工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LM 理工 药学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LN 理工 药学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LP 理工 医学技术类
含：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眼
视光学、康复治疗学。办学地点：江安
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LQ 理工 卫生检验与检疫 办学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LR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工程管理、工业工程。办学地点：
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LS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电子商务、市场营销、
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办学地点：
江安校区。

高校专项

1175 四川大学 LT 理工 会计学 办学地点：望江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LU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
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办学地点：
江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175 四川大学 LV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
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办学地点：
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75 四川大学 LW 理工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办学
地点：江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80 武汉大学 K0 文史
文科试验班类(弘毅学堂国
学班)

含：哲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
计划。

自主招生

1180 武汉大学 K1 文史
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
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馆学、
档案学、编辑出版学、电子商务。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2 文史
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
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馆学、
档案学、编辑出版学、电子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3 文史
人文科学试验班(弘毅学
堂)

含：汉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学。基础
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4 文史
人文科学试验班(弘毅学
堂)

含：汉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学。基础
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5 文史 哲学类 含：哲学、宗教学。 自主招生

1180 武汉大学 K6 文史 哲学类 含：哲学、宗教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7 文史 哲学类 含：哲学、宗教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8 文史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金融工
程、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9 文史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金融工
程、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A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B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C 文史 政治学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外交学。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KD 文史 政治学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外交学。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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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 武汉大学 KE 文史 政治学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外交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F 文史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G 文史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H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自主招生

1180 武汉大学 KJ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自主招生

1180 武汉大学 KK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L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M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俄语、德语、法语、日语、
翻译。口吃不宜报考。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N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俄语、德语、法语、日语、
翻译。口吃不宜报考。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P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
播学。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KQ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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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0 武汉大学 KR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
播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S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世界史、考古学。 自主招生

1180 武汉大学 KT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世界史、考古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U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世界史、考古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V 文史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学
制5年)

含：预防医学(五年)、全球健康学(四年)

。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KW 文史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学
制5年)

含：预防医学(五年)、全球健康学(四年)

。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X 文史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学
制5年)

含：预防医学(五年)、全球健康学(四年)

。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Y 文史 护理学

只录取明确填报有该专业志愿的考生；
当投档线上生源不足时，可适当降分择
优录取，降分幅度以教育部及生源所在
省级招办批准的分数为准。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Z 文史 护理学

只录取明确填报有该专业志愿的考生；
当投档线上生源不足时，可适当降分择
优录取，降分幅度以教育部及生源所在
省级招办批准的分数为准。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L0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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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工
程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L1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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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工
程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L2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
社会保障。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L3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
社会保障。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L4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
社会保障。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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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 武汉大学 K0 理工
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
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馆学、
档案学、编辑出版学、电子商务。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1 理工
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
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馆学、
档案学、编辑出版学、电子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2 理工
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
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馆学、
档案学、编辑出版学、电子商务。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K3 理工
工科试验班(动力与机械
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金属材
料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能源与
动力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能源化学
工程、自动化。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K4 理工
工科试验班(动力与机械
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金属材
料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能源与
动力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能源化学
工程、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5 理工 工科试验班(弘毅学堂)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类(先进制
造)、土木类(国际工程)。基础学科拔尖
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6 理工
工科试验班(动力与机械
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金属材
料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能源与
动力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能源化学
工程、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7 理工 工科试验班(弘毅学堂)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类(先进制
造)、土木类(国际工程)。基础学科拔尖
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8 理工
理科试验班(资源与环境
类)

含：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
理与城乡规划、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土地资源管理。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K9 理工
理科试验班(资源与环境
类)

含：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
理与城乡规划、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土地资源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A 理工 理科试验班(弘毅学堂)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
生物科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
计划。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B 理工
理科试验班(资源与环境
类)

含：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
理与城乡规划、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土地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C 理工 理科试验班(弘毅学堂)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
生物科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
计划。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D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金融工
程、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KE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金融工
程、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F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金融工
程、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G 理工
金融学类(弘毅学堂数理经
济与数理金融试验班)

含：金融学、经济学。基础学科拔尖学
生培养试验计划。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H 理工
金融学类(弘毅学堂数理经
济与数理金融试验班)

含：金融学、经济学。基础学科拔尖学
生培养试验计划。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J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

自主招生

1180 武汉大学 KK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KL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M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N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材料物理、微电子科学与
工程。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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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 武汉大学 KP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材料物理、微电子科学与
工程。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KQ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材料物理、微电子科学与
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R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材料物理、微电子科学与
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S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嗅觉迟钝不宜报
考。

自主招生

1180 武汉大学 KT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嗅觉迟钝不宜报
考。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KU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嗅觉迟钝不宜报
考。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V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含化学、应用化
学，嗅觉迟钝不宜报考。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W 理工 地球物理学 色弱、色盲及肢体残疾不宜报考。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KX 理工 地球物理学 色弱、色盲及肢体残疾不宜报考。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KY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自主招生
1180 武汉大学 KZ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L0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L1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L2 理工 心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L3 理工 心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L4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色弱、色盲不宜报考。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L5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色弱、色盲不宜报考。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L6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色弱、色盲不宜报考。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L7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测控技术与仪器、光电信息科学与
工程、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波
传播与天线。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L8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测控技术与仪器、光电信息科学与
工程、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波
传播与天线。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L9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测控技术与仪器、光电信息科学与
工程、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波
传播与天线。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LA 理工 计算机类(计算机学院)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1180 武汉大学 LB 理工
计算机类(国家网络安全学
院)

含：网络空间安全、信息安全。 自主招生

1180 武汉大学 LC 理工 计算机类(计算机学院)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LD 理工
计算机类(国家网络安全学
院)

含：网络空间安全、信息安全。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LE 理工 计算机类(计算机学院)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LF 理工
计算机类(国家网络安全学
院)

含：网络空间安全、信息安全。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LG 理工 计算机类(计算机学院)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LH 理工
计算机类(国家网络安全学
院)

含：网络空间安全、信息安全。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LJ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工
程力学。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LK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工
程力学。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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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 武汉大学 LL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工
程力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LM 理工 水利类
含：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农业水利工程
。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LN 理工 水利类
含：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农业水利工程
。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LP 理工 水利类
含：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农业水利工程
。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LQ 理工 测绘类
含：测绘工程、导航工程。色弱、色盲
及肢体残疾不宜报考。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LR 理工 测绘类
含：测绘工程、导航工程。色弱、色盲
及肢体残疾不宜报考。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LS 理工 测绘类
含：测绘工程、导航工程。色弱、色盲
及肢体残疾不宜报考。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LT 理工 遥感科学与技术
含遥感科学与技术、地理国情监测、空
间信息与数字技术，色弱、色盲及肢体
残疾不宜报考。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LU 理工 遥感科学与技术
含遥感科学与技术、地理国情监测、空
间信息与数字技术，色弱、色盲及肢体
残疾不宜报考。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LV 理工 遥感科学与技术
含遥感科学与技术、地理国情监测、空
间信息与数字技术，色弱、色盲及肢体
残疾不宜报考。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LW 理工 轻工类 含：印刷工程、包装工程。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LX 理工 轻工类 含：印刷工程、包装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LY 理工 轻工类 含：印刷工程、包装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LZ 理工 建筑类(学制5年) 含：建筑学、城乡规划。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M0 理工 建筑类(学制5年) 含：建筑学、城乡规划。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M1 理工 建筑类(学制5年) 含：建筑学、城乡规划。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M2 理工
建筑类(中外合作办学)(学
制5年)

含：建筑学。前4年在国内学习，学费为
每年人民币25000元，4年共10万；第5

年在英国邓迪大学学习，学费由邓迪大
学按该校当年专业学费标准收取。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M3 理工
建筑类(中外合作办学)(学
制5年)

含：建筑学。前4年在国内学习，学费为
每年人民币25000元，4年共10万；第5

年在英国邓迪大学学习，学费由邓迪大
学按该校当年专业学费标准收取。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M4 理工 基础医学(学制5年)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M5 理工 基础医学(学制5年)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M6 理工 基础医学(学制5年)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M7 理工 临床医学类(学制5年)
含：临床医学(五年)、医学检验技术(四
年)。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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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 武汉大学 M8 理工 临床医学类(学制5年)
含：临床医学(五年)、医学检验技术(四
年)。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M9 理工 临床医学类(学制5年)
含：临床医学(五年)、医学检验技术(四
年)。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MA 理工 临床医学(5加3一体化)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MB 理工 临床医学(学制8年) 八年一贯制。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MC 理工 临床医学(5加3一体化)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MD 理工 临床医学(学制8年) 八年一贯制。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ME 理工 临床医学(5加3一体化)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MF 理工 口腔医学(学制5年)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MG 理工 口腔医学(学制8年) 八年一贯制。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MH 理工 口腔医学(学制5年)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MJ 理工 口腔医学(学制8年) 八年一贯制。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MK 理工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学
制5年)

含：预防医学(五年)、全球健康学(四年)

。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ML 理工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学
制5年)

含：预防医学(五年)、全球健康学(四年)

。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MM 理工 药学类 含：药学、生物制药。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MN 理工 药学类 含：药学、生物制药。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MP 理工 护理学

只录取明确填报有该专业志愿的考生；
当投档线上生源不足时，可适当降分择
优录取，降分幅度以教育部及生源所在
省级招办批准的分数为准。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MQ 理工 护理学

只录取明确填报有该专业志愿的考生；
当投档线上生源不足时，可适当降分择
优录取，降分幅度以教育部及生源所在
省级招办批准的分数为准。

高水平运动队

1180 武汉大学 MR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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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工
程管理。

高校专项

1180 武汉大学 MS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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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工
程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80 武汉大学 MT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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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工
程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0 文史 文科试验班类
含：法学、哲学、社会学、思想政治教
育、网络与新媒体、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1 文史 文科试验班类
含：法学、哲学、社会学、思想政治教
育、网络与新媒体、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2 文史 文科试验班类(T文)
含：法学、哲学、社会学、思想政治教
育、网络与新媒体、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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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3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文) 含：英语、法语、日语。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4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文) 含：英语、法语、日语。 高水平运动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0 理工 文科试验班类(T理)
含：法学、哲学、社会学、网络与新媒
体、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1 理工 工科试验班(电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
仪器、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微
电子科学与工程、物联网工程、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自动化、软件工程、生物
医学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2 理工 工科试验班(机类)

含：土木工程、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建筑学、环
境科学、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能源与动
力工程、环境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
测控技术与仪器、工业设计、车辆工程
、机械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化
学工程与工艺、工程力学等专业，详见
院校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3 理工 工科试验班(管工贯通)
含：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业
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工商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4 理工 工科试验班(管工贯通)
含：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业
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5 理工 工科试验班(电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
仪器、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微
电子科学与工程、物联网工程、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自动化、软件工程、生物
医学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6 理工 工科试验班(机类)

含：土木工程、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建筑学、环
境科学、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能源与动
力工程、环境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
测控技术与仪器、工业设计、车辆工程
、机械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化
学工程与工艺、工程力学等专业，详见
院校章程。

高水平运动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7 理工 工科试验班(钱学森班H)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
程、工程力学、化学工程与工艺、过程
装备与控制工程、机械工程、工业设计
、车辆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核工程
与核技术、环境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建筑
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等专业，
详见院校章程。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8 理工 工科试验班(机类)

含：土木工程、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建筑学、环
境科学、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能源与动
力工程、环境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
测控技术与仪器、工业设计、车辆工程
、机械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化
学工程与工艺、工程力学等专业，详见
院校章程。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9 理工 工科试验班(人工智能H) 含：自动化。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A 理工 工科试验班(管工贯通)
含：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业
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工商管理。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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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B 理工 工科试验班(电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
仪器、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微
电子科学与工程、物联网工程、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自动化、软件工程、生物
医学工程。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C 理工 工科试验班(管工贯通)
含：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业
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工商管理。

高校专项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D 理工 工科试验班(钱学森班H)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
程、工程力学、化学工程与工艺、过程
装备与控制工程、机械工程、工业设计
、车辆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核工程
与核技术、环境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建筑
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等专业，
详见院校章程。

高校专项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E 理工 工科试验班(人工智能H) 含：自动化。 高校专项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F 理工 工科试验班(机类)

含：土木工程、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建筑学、环
境科学、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能源与动
力工程、环境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
测控技术与仪器、工业设计、车辆工程
、机械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化
学工程与工艺、工程力学等专业，详见
院校章程。

高校专项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G 理工 工科试验班(电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
仪器、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微
电子科学与工程、物联网工程、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自动化、软件工程、生物
医学工程。

高校专项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H 理工 理科试验班

含：应用化学、生物技术、材料化学、
材料物理、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应用
物理学、统计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工
程力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J 理工 理科试验班

含：应用化学、生物技术、材料化学、
材料物理、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应用
物理学、统计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工
程力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K 理工 理科试验班

含：应用化学、生物技术、材料化学、
材料物理、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应用
物理学、统计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工
程力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L 理工 理科试验班(数学H)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M 理工 理科试验班(物理H) 含：物理学。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N 理工 理科试验班(计算机H)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P 理工 理科试验班(化学生物H) 含：生物技术、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Q 理工 理科试验班(化学生物H) 含：生物技术、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R 理工 理科试验班(计算机H)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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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S 理工 理科试验班(数学H)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校专项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T 理工 理科试验班(物理H) 含：物理学。 高校专项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U 理工 理科试验班

含：应用化学、生物技术、材料化学、
材料物理、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应用
物理学、统计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工
程力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校专项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V 理工
医学试验班(临床类)(学制
5年)

含：口腔医学、临床医学类。办学地
点：雁塔校区。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W 理工 医学试验班(护理学) 含：护理学。办学地点：雁塔校区。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X 理工
医学试验班(非临床类)(学
制5年)

含：基础医学、法医学、药学、临床药
学、制药工程、预防医学。办学地点：
雁塔校区。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Y 理工
医学试验班(侯宗濂班
H)(学制5年)

含：临床医学类。办学地点：雁塔校区
。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KZ 理工
医学试验班(一体化)(5加3

一体化)

含：临床医学类。办学地点：雁塔校区
。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L0 理工
医学试验班(非临床类)(学
制5年)

含：基础医学、法医学、药学、临床药
学、制药工程、预防医学。办学地点：
雁塔校区。

高校专项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L1 理工
医学试验班(侯宗濂班
H)(学制5年)

含：临床医学类。办学地点：雁塔校区
。

高校专项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L2 理工 医学试验班(护理学) 含：护理学。办学地点：雁塔校区。 高校专项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L3 理工
医学试验班(临床类)(学制
5年)

含：口腔医学、临床医学类。办学地
点：雁塔校区。

高校专项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L4 理工 医学试验班(5加3一体化)
含：临床医学类。办学地点：雁塔校区
。

高校专项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L5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金融工
程、国际经济与贸易、贸易经济、经济
统计学、电子商务。办学地点：雁塔校
区。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L6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金融工
程、国际经济与贸易、贸易经济、经济
统计学、电子商务。办学地点：雁塔校
区。

高校专项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L7 理工 会计学(ACCA) 高水平艺术团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L8 理工 会计学(ACCA) 自主招生

1185 西安交通大学 L9 理工 会计学(ACCA) 高校专项

1190 厦门大学 K0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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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 文史 法学类 含：法学。 高校专项

1190 厦门大学 K2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3 文史 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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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 厦门大学 K4 文史 德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5 文史 法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6 文史 西班牙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7 文史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8 文史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190 厦门大学 K0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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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2 理工 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3 理工 德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4 理工 法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5 理工 西班牙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6 理工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7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信息与
计算科学。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8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天文学。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9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能源化学、化学生物学。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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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 厦门大学 KB 理工 海洋科学类
含：海洋科学、海洋技术。办学地点：
翔安校区。

高校专项

1190 厦门大学 KC 理工 海洋科学类
含：海洋科学、海洋技术。办学地点：
翔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D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办学地点：
翔安校区。

高校专项

1190 厦门大学 KE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办学地点：
翔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F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190 厦门大学 KG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H 理工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翔安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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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 厦门大学 KJ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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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场与无线技术。集成
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一、二年级每
人每学年5460元，三、四年级按学分收
费，每人每学分400元，每学年约为40学
分。其他专业学费5460元/年。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K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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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 厦门大学 KL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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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M 理工 软件工程

含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一、
二年级每人每学年5460元，三、四年级
按学分收费，每人每学分400元，每学年
约为40学分。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N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生物工程专业。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P 理工 航空航天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
仪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飞行
器动力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自动
化。专业分流前学费546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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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
翔安校区。

高校专项

1190 厦门大学 KQ 理工 航空航天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
仪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飞行
器动力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自动
化。专业分流前学费546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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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
翔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R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生态学、环境生态工程
。办学地点：翔安校区。

高校专项

1190 厦门大学 KS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生态学、环境生态工程
。办学地点：翔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T 理工 建筑类(学制5年) 含：建筑学、城乡规划。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U 理工 药学 办学地点：翔安校区。 自主招生

1190 厦门大学 KV 理工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195 浙江大学 K0 文史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教育学、公共事业管理、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工商管理
、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劳动与社
会保障、信息资源管理、政治学与行政
学、国际政治、社会学、农林经济管理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K1 文史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教育学、公共事业管理、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工商管理
、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劳动与社
会保障、信息资源管理、政治学与行政
学、国际政治、社会学、农林经济管理
、法学。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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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 浙江大学 K2 文史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汉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学、编辑出
版学、历史学、哲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K3 文史
人文科学试验班(外国语言
文学)

含：英语、翻译、俄语、日语、德语、
法语、西班牙语。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K4 文史 人文科学试验班(传媒)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汉
语国际教育。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K5 文史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汉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学、编辑出
版学、历史学、哲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

高校专项

1195 浙江大学 K6 文史 行政管理(学制5年) 高水平运动队

1195 浙江大学 K0 理工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教育学、公共事业管理、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工商管理
、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劳动与社
会保障、信息资源管理、政治学与行政
学、国际政治、社会学、农林经济管理
。

自主招生

1195 浙江大学 K1 理工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教育学、公共事业管理、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工商管理
、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劳动与社
会保障、信息资源管理、政治学与行政
学、国际政治、社会学、农林经济管理
。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K2 理工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教育学、公共事业管理、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工商管理
、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劳动与社
会保障、信息资源管理、政治学与行政
学、国际政治、社会学、农林经济管理
。

高校专项

1195 浙江大学 K3 理工
工科试验班(能源化工高分
子)

含：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车辆工程、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制药工程、生物工程、资源循环科学与
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自主招生

1195 浙江大学 K4 理工
工科试验班(建筑与土木不
含建筑学)

含：城乡规划、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工
程、交通工程。

自主招生

1195 浙江大学 K5 理工
工科试验班(电气与自动
化)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
子信息工程。

自主招生

1195 浙江大学 K6 理工
工科试验班(航空航天与过
程装备)

含：工程力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过
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自主招生

1195 浙江大学 K7 理工
工科试验班(航空航天与过
程装备)

含：工程力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过
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K8 理工
工科试验班(电气与自动
化)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
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K9 理工 工科试验班(建筑与土木)
含：建筑学、城乡规划、土木工程、水
利水电工程、交通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KA 理工 工科试验班(机械与材料)
含：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工业工
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KB 理工
工科试验班(能源化工高分
子)

含：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车辆工程、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制药工程、生物工程、资源循环科学与
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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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 浙江大学 KC 理工 工科试验班(信息)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
息安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信息工
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
程、自动化、生物医学工程、测控技术
与仪器。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KD 理工 工科试验班(信息)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
息安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信息工
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
程、自动化、生物医学工程、测控技术
与仪器。

高校专项

1195 浙江大学 KE 理工 工科试验班(机械与材料)
含：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工业工
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195 浙江大学 KF 理工
工科试验班(电气与自动
化)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
子信息工程。

高校专项

1195 浙江大学 KG 理工
工科试验班(能源化工高分
子)

含：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车辆工程、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制药工程、生物工程、资源循环科学与
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高校专项

1195 浙江大学 KH 理工 工科试验班(建筑与土木)
含：建筑学、城乡规划、土木工程、水
利水电工程、交通工程。

高校专项

1195 浙江大学 KJ 理工 工科试验班(信息)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
息安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信息工
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
程、自动化、生物医学工程、测控技术
与仪器。

自主招生

1195 浙江大学 KK 理工 工科试验班(机械与材料)
含：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工业工
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195 浙江大学 KL 理工 科技与创意设计试验班 含：数字媒体技术、工业设计。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KM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生命环境化
学地学)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环
境科学、资源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化
学、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地理信息科
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大气科学、
地质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KN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物理学、心理学、应用心理
学。

高水平艺术团

1195 浙江大学 KP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物理学、心理学、应用心理
学。

自主招生

1195 浙江大学 KQ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生命环境化
学地学)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环
境科学、资源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化
学、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地理信息科
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大气科学、
地质学。

自主招生

1195 浙江大学 KR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物理学、心理学、应用心理
学。

高校专项

1195 浙江大学 KS 理工 行政管理(学制5年) 高水平运动队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0 文史 法学类 含：法学。办学地点：保定。 自主招生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1 文史 法学类 含：法学。办学地点：保定。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2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翻译。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办学地点：保定。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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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3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翻译。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办学地点：保定。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4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办学地点：保定。 自主招生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5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办学地点：保定。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6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公共事业管理、社会工作。办学地
点：保定。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0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办学地点：保定。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1 理工 数学类
含：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物理学。办
学地点：保定。

自主招生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2 理工 数学类
含：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物理学。办
学地点：保定。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3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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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保定。

自主招生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4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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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保定。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5 理工 能源动力类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办学地点：保定
。

自主招生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6 理工 能源动力类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办学地点：保定
。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7 理工 电气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农业电气化
。办学地点：保定。

自主招生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8 理工 电气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农业电气化
。办学地点：保定。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9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保定。

自主招生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A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通信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保定。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B 理工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办学地
点：保定。

自主招生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C 理工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办学地
点：保定。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D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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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保定。

自主招生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E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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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保定。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F 理工 土木类
含：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办学地
点：保定。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G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应用化学、
能源化学工程。办学地点：保定。

自主招生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H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应用化学、
能源化学工程。办学地点：保定。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J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工商管理、工程造价、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办学地点：保定。

高校专项

1200
华北电力大学(保
定)

KK 理工 工业工程类 含：工业工程。办学地点：保定。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0 文史 哲学 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1 文史 哲学 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3 文史 财政学类
含：财政学、税收学。办学地点：首义
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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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5 文史 金融学类
含：金融学、金融工程、投资学、保险
学。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8 文史 法学类

含：法学、法学(民商法方向)、法学(涉
外经贸方向)、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
学(刑事司法方向)。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9 文史 法学类

含：法学、法学(民商法方向)、法学(涉
外经贸方向)、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
学(刑事司法方向)。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B 文史 社会学 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C 文史 社会学 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F 文史 俄语 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G 文史 俄语 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H 文史 法语
只招英语,法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首
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J 文史 法语
只招英语,法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首
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K 文史 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首
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L 文史 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首
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M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网络与新媒
体。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N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网络与新媒
体。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Q 文史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工程造价、工
程管理。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R 文史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工程造价、工
程管理。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T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
理、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旅游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U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
理、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旅游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W 文史 会计学 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Y 文史 财务管理 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L1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劳动与
社会保障、城市管理。办学地点：首义
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L2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劳动与
社会保障、城市管理。办学地点：首义
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0 理工 哲学 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1 理工 哲学 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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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3 理工 财政学类
含：财政学、税收学。办学地点：首义
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5 理工 金融学类
含：金融学、金融工程、投资学、保险
学。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8 理工 法学类

含：法学、法学(民商法方向)、法学(涉
外经贸方向)、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
学(刑事司法方向)。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9 理工 法学类

含：法学、法学(民商法方向)、法学(涉
外经贸方向)、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
学(刑事司法方向)。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B 理工 社会学 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C 理工 社会学 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E 理工 俄语 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F 理工 俄语 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G 理工 法语
只招英语,法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首
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H 理工 法语
只招英语,法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首
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J 理工 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首
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K 理工 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首
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L 理工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网络与新媒
体。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M 理工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网络与新媒
体。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P 理工 环境工程 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Q 理工 环境工程 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S 理工 安全工程 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T 理工 安全工程 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U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工程造价、工
程管理。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V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工程造价、工
程管理。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X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
理、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旅游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KY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
理、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旅游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高校专项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L0 理工 会计学 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L2 理工 财务管理 办学地点：首义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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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L5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劳动与
社会保障、城市管理。办学地点：首义
校区。

自主招生

12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L6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劳动与
社会保障、城市管理。办学地点：首义
校区。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K0 文史 金融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1 文史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2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3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4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5 文史 法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K6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7 文史 社会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8 文史 社会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K9 文史 社会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A 文史 社会学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KB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KC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D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KE 文史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F 文史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KG 文史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H 文史 汉语言文学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KJ 文史 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K 文史 英语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KL 文史 英语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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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中南大学 KM 文史 英语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KN 文史 法语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P 文史 法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Q 文史 西班牙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R 文史 西班牙语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S 文史 日语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T 文史 日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U 文史 广播电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V 文史 广播电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W 文史 数字出版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X 文史 数字出版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KY 文史 数字出版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Z 文史 工商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L0 文史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L1 文史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L2 文史 市场营销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L3 文史 会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L4 文史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L5 文史 财务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L6 文史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L7 文史 行政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L8 文史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L9 文史 劳动与社会保障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LA 文史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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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中南大学 LB 文史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K0 理工 金融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1 理工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2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3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4 理工 法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K5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6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7 理工 社会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K8 理工 社会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9 理工 社会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A 理工 思想政治教育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KB 理工 思想政治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C 理工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KD 理工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E 理工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F 理工 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G 理工 英语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KH 理工 英语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J 理工 法语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K 理工 法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L 理工 西班牙语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M 理工 西班牙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N 理工 日语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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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中南大学 KP 理工 日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Q 理工 广播电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R 理工 广播电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S 理工 数字出版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KT 理工 数字出版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U 理工 数字出版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V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KW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KX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KY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KZ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L0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L1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L2 理工 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L3 理工 应用物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L4 理工 应用物理学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L5 理工 应用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L6 理工 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L7 理工 应用化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L8 理工 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L9 理工 地理信息科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LA 理工 地理信息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LB 理工 地理信息科学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LC 理工 地球物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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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中南大学 LD 理工 地球物理学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LE 理工 生物科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LF 理工 生物科学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LG 理工 生物技术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LH 理工 生物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LJ 理工 生物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LK 理工 生物信息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LL 理工 生物信息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LM 理工 生物信息学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LN 理工 统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LP 理工 统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LQ 理工 工程力学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LR 理工 工程力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LS 理工 工程力学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LT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LU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LV 理工 车辆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LW 理工 车辆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LX 理工 车辆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LY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LZ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M0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M1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M2 理工 材料化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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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中南大学 M3 理工 材料化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M4 理工 材料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M5 理工 冶金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M6 理工 冶金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M7 理工 冶金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M8 理工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M9 理工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MA 理工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MB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MC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MD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ME 理工 粉体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MF 理工 粉体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MG 理工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MH 理工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MJ 理工 材料类(中外合作办学)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MK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ML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MM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MN 理工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MP 理工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MQ 理工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MR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MS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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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中南大学 MT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MU 理工 通信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MV 理工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MW 理工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MX 理工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MY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MZ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N0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N1 理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N2 理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N3 理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N4 理工 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N5 理工 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N6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N7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N8 理工 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N9 理工 软件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NA 理工 软件工程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NB 理工 信息安全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NC 理工 信息安全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ND 理工 物联网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NE 理工 物联网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NF 理工 物联网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NG 理工 智能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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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中南大学 NH 理工 智能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NJ 理工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NK 理工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NL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NM 理工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NN 理工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NP 理工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NQ 理工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NR 理工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NS 理工 铁道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NT 理工 土木类(中外合作办学) 含：土木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NU 理工 测绘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NV 理工 测绘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NW 理工 测绘工程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NX 理工 遥感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NY 理工 遥感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NZ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P0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P1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P2 理工 制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P3 理工 制药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P4 理工 制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P5 理工 地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P6 理工 地质工程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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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中南大学 P7 理工 资源勘查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P8 理工 资源勘查工程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P9 理工 采矿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PA 理工 采矿工程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PB 理工 矿物加工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PC 理工 交通运输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PD 理工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PE 理工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PF 理工 航空航天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PG 理工 航空航天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PH 理工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PJ 理工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PK 理工 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PL 理工 环境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PM 理工 环境工程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PN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PP 理工 建筑学(学制5年)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PQ 理工 城乡规划(学制5年)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PR 理工 安全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PS 理工 安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PT 理工 安全工程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PU 理工 生物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PV 理工 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PW 理工 生物工程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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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中南大学 PX 理工 消防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PY 理工 精神医学(学制5年)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PZ 理工 预防医学(学制5年)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Q0 理工 法医学(学制5年)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Q1 理工 医学检验技术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Q2 理工 护理学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Q3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Q4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Q5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Q6 理工 工程管理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Q7 理工 工程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Q8 理工 工程管理 高校专项

1210 中南大学 Q9 理工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QA 理工 工商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QB 理工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QC 理工 市场营销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QD 理工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QE 理工 会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QF 理工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QG 理工 财务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QH 理工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QJ 理工 行政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10 中南大学 QK 理工 劳动与社会保障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QL 理工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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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中南大学 QM 理工 物流工程 自主招生

1210 中南大学 QN 理工 物流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QP 理工 电子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1210 中南大学 QQ 理工 电子商务 高水平艺术团

1215 中山大学 K0 文史 哲学(广州)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1 文史 哲学(珠海)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2 文史 哲学(珠海)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K3 文史 哲学(广州)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4 文史 哲学(珠海)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5 文史 经济学类
含：金融学、经济学。办学地点：广州
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6 文史 经济学类
含：金融学、经济学。办学地点：广州
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7 文史 金融学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8 文史 金融学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K9 文史 金融学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A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B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KC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D 文史 国际政治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E 文史 国际政治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KF 文史 国际政治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G 文史 社会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H 文史 社会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KJ 文史 社会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K 文史 人类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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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中山大学 KL 文史 人类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KM 文史 人类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N 文史 汉语言文学(广州)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P 文史 汉语言文学(珠海)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Q 文史 汉语言文学(珠海)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KR 文史 汉语言文学(广州)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S 文史 汉语言文学(珠海)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T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朝鲜
语、俄语。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U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朝鲜
语、俄语。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KV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朝鲜
语、俄语。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W 文史 英语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X 文史 英语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Y 文史 德语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Z 文史 德语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0 文史 法语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1 文史 法语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2 文史 日语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3 文史 日语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4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传播学。办学地点：广州
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5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传播学。办学地点：广州
校区东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L6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传播学。办学地点：广州
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7 文史 历史学(广州)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8 文史 历史学(珠海)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9 文史 历史学(珠海)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LA 文史 历史学(广州)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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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中山大学 LB 文史 历史学(珠海)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C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办学地点：珠
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D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办学地点：珠
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LE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办学地点：珠
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F 文史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G 文史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H 文史 会计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J 文史 会计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K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办学
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L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办学
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LM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办学
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N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P 文史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含：图书馆学、档案学。办学地点：广
州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Q 文史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含：图书馆学、档案学。办学地点：广
州校区东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LR 文史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含：图书馆学、档案学。办学地点：广
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S 文史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办学
地点：珠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T 文史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办学
地点：珠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LU 文史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办学
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0 理工 哲学(广州)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1 理工 哲学(珠海)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2 理工 哲学(珠海)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K3 理工 哲学(广州)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4 理工 哲学(珠海)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5 理工 逻辑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6 理工 逻辑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K7 理工 逻辑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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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中山大学 K8 理工 经济学类
含：金融学、经济学。办学地点：广州
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9 理工 经济学类
含：金融学、经济学。办学地点：广州
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A 理工 金融学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B 理工 金融学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KC 理工 金融学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D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E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KF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G 理工 国际政治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H 理工 国际政治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KJ 理工 国际政治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K 理工 国际政治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15 中山大学 KL 理工 社会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M 理工 社会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N 理工 人类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P 理工 人类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KQ 理工 人类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R 理工 汉语言文学(广州)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S 理工 汉语言文学(珠海)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T 理工 汉语言文学(珠海)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KU 理工 汉语言文学(广州)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V 理工 汉语言文学(珠海)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KW 理工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朝鲜
语、俄语。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KX 理工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朝鲜
语、俄语。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KY 理工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朝鲜
语、俄语。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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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中山大学 KZ 理工 英语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0 理工 英语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1 理工 德语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2 理工 德语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3 理工 法语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4 理工 法语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5 理工 日语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6 理工 日语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7 理工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传播学。办学地点：广州
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8 理工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传播学。办学地点：广州
校区东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L9 理工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传播学。办学地点：广州
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A 理工 历史学(广州)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B 理工 历史学(珠海)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C 理工 历史学(珠海)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LD 理工 历史学(广州)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E 理工 历史学(珠海)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F 理工 数学类(广州)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办学地
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G 理工 数学类(珠海)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H 理工 数学类(珠海)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LJ 理工 数学类(广州)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办学地
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K 理工 数学类(珠海)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L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M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N 理工 物理学(广州)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P 理工 物理学(珠海)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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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中山大学 LQ 理工 物理学(珠海)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LR 理工 物理学(广州)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S 理工 物理学(珠海)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T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办学地
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U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办学地
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LV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办学地
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W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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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LX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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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LY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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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LZ 理工 大气科学类
含：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办学地
点：珠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M0 理工 大气科学类
含：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办学地
点：珠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M1 理工 大气科学类
含：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办学地
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M2 理工 海洋科学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M3 理工 海洋科学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M4 理工 海洋科学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M5 理工 地质学类
含：地质学、地质工程。办学地点：珠
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M6 理工 地质学类
含：地质学、地质工程。办学地点：珠
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M7 理工 地质学类
含：地质学、地质工程。办学地点：珠
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M8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办
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M9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办
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MA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办
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MB 理工 心理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MC 理工 心理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MD 理工 心理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ME 理工 理论与应用力学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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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中山大学 MF 理工 理论与应用力学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MG 理工 理论与应用力学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MH 理工 材料类(广州)
含：材料物理、材料化学、高分子材料
与工程。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MJ 理工 材料类(深圳)
含：材料物理、材料化学。办学地点：
深圳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MK 理工 材料类(深圳)
含：材料物理、材料化学。办学地点：
深圳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ML 理工 材料类(广州)
含：材料物理、材料化学、高分子材料
与工程。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MM 理工 材料类(深圳)
含：材料物理、材料化学。办学地点：
深圳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MN 理工 电子信息类(广州)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MP 理工 电子信息类(深圳)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MQ 理工 电子信息类(广州)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MR 理工 电子信息类(深圳)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MS 理工 电子信息类(广州)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MT 理工 电子信息类(深圳)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MU 理工 电子信息类(广州)
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艺术团

1215 中山大学 MV 理工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MW 理工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MX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理
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MY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工
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MZ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理
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N0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理
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N1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工
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N2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N3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N4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N5 理工 软件工程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N6 理工 软件工程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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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中山大学 N7 理工 智能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N8 理工 智能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N9 理工 智能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NA 理工 土木工程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NB 理工 土木工程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NC 理工 土木工程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15 中山大学 ND 理工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NE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NF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NG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NH 理工 交通工程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NJ 理工 交通工程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NK 理工 交通工程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NL 理工 海洋工程与技术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NM 理工 海洋工程与技术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NN 理工 海洋工程与技术 办学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NP 理工 航空航天工程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NQ 理工 航空航天工程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NR 理工 航空航天工程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NS 理工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含：核工程与核技术。办学地点：珠海
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NT 理工 核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含：核工程与核技术。办学地点：珠海
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NU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办学地点：
广州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NV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办学地点：
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NW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办学地点：
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NX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自主招生

第 82 页，共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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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 中山大学 NY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NZ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P0 理工 城乡规划(学制5年)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P1 理工 城乡规划(学制5年)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P2 理工 城乡规划(学制5年)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P3 理工 基础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P4 理工 基础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P5 理工 临床医学(广州)(学制5年)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P6 理工 临床医学(深圳)(学制5年)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P7 理工 临床医学(广州)(学制5年)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北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P8 理工 临床医学(深圳)(学制5年)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P9 理工 临床医学(广州)(学制5年)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PA 理工 临床医学(深圳)(学制5年)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PB 理工 临床医学(深圳)(学制5年)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15 中山大学 PC 理工 口腔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PD 理工 口腔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PE 理工 预防医学(广州)(学制5年)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PF 理工 预防医学(深圳)(学制5年)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PG 理工 预防医学(广州)(学制5年)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北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PH 理工 预防医学(深圳)(学制5年)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PJ 理工 预防医学(广州)(学制5年)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PK 理工 预防医学(深圳)(学制5年)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PL 理工 药学(广州)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PM 理工 药学(深圳)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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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中山大学 PN 理工 药学(广州)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北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PP 理工 药学(深圳)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PQ 理工 药学(广州)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PR 理工 药学(深圳) 办学地点：深圳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PS 理工 法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PT 理工 法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PU 理工 护理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北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PV 理工 护理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北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PW 理工 护理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PX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国际商务、管理科学。办学地点：
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PY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PZ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Q0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Q1 理工 保密管理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Q2 理工 保密管理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Q3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办学地点：珠
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Q4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办学地点：珠
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Q5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办学地点：珠
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Q6 理工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Q7 理工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Q8 理工 会计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Q9 理工 会计学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QA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办学
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QB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办学
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QC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办学
地点：广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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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中山大学 QD 理工 公共事业管理 办学地点：广州校区南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QE 理工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含：图书馆学、档案学。办学地点：广
州校区东校园。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QF 理工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含：图书馆学、档案学。办学地点：广
州校区东校园。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QG 理工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含：图书馆学、档案学。办学地点：广
州校区东校园。

高水平运动队

1215 中山大学 QH 理工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办学
地点：珠海校区。

自主招生

1215 中山大学 QJ 理工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办学
地点：珠海校区。

高校专项

1215 中山大学 QK 理工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办学
地点：珠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0 文史 法学类 含：法学。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1 文史 法学类 含：法学。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2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翻译。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3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翻译。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4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5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财务管理。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6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汉语言
文学、广告学。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0 理工 经济学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经济学
。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1 理工 数学类 含：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2 理工 数学类 含：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物理学。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3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工程。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4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5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6 理工 能源动力类(能动)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7 理工 能源动力类(新能源)

含：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太阳能)、新能源
科学与工程(风电)、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生物质)、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8 理工 能源动力类(能动)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9 理工 能源动力类(新能源)

含：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太阳能)、新能源
科学与工程(风电)、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生物质)、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A 理工 电气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B 理工 电气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第 85 页，共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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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C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智能电网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D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智能电网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E 理工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F 理工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G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
息安全、物联网工程。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H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
息安全、物联网工程。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J 理工 土木类 含：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K 理工 水利类
含：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L 理工 核工程类
含：核工程与核技术、辐射防护与核安
全。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M 理工 核工程类
含：核工程与核技术、辐射防护与核安
全。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N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P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工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劳动与社会保障
。

自主招生

1220
华北电力大学(北
京)

KQ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工商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工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劳动与社会保障
。

高校专项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0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1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2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3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4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5 文史 法学 高校专项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6 文史 法学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7 文史 英语 外语语种限英语。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8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工商管理、财务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9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工商管理、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A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工商管理、财务管理。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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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B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工商管理、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C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D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E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高校专项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F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0 理工
工科试验班(绿色化工与新
能源类)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含英才班、卓越班)

、能源化学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1 理工
工科试验班(绿色化工与新
能源类)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含英才班、卓越班)

、能源化学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2 理工
工科试验班(绿色化工与新
能源类)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含英才班、卓越班)

、能源化学工程。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3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4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5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6 理工 英语 外语语种限英语。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7 理工 数学类
含：金融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
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8 理工 数学类
含：金融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
与计算科学。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9 理工 数学类
含：金融数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
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A 理工 化学类 含：应用化学、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B 理工 化学类 含：应用化学、化学。 高校专项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C 理工 化学类 含：应用化学、化学。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D 理工 化学类 含：应用化学、化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E 理工
机械类(高端装备与智能制
造)

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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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F 理工
机械类(高端装备与智能制
造)

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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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G 理工
机械类(高端装备与智能制
造)

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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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H 理工
机械类(高端装备与智能制
造)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过程装
备与控制工程、安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J 理工
材料类(特种功能先进材料
及全周期绿色设计与制造)

含：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
程、功能材料。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K 理工
材料类(特种功能先进材料
及全周期绿色设计与制造)

含：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
程、功能材料。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L 理工
材料类(特种功能先进材料
及全周期绿色设计与制造)

含：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
程、功能材料。

高校专项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M 理工
材料类(特种功能先进材料
及全周期绿色设计与制造)

含：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
程、功能材料。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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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N 理工 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P 理工 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Q 理工 电子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R 理工 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S 理工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信
息工程、通信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T 理工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信
息工程、通信工程。

高校专项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U 理工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信
息工程、通信工程。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V 理工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信
息工程、通信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W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X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Y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KZ 理工 制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L0 理工 制药工程 高校专项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L1 理工 制药工程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L2 理工 制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L3 理工 环境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L4 理工 环境工程 高校专项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L5 理工 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L6 理工 环境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L7 理工 生物工程类
含：生物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工
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L8 理工 生物工程类
含：生物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工
程。

高校专项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L9 理工 生物工程类
含：生物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工
程。

自主招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LA 理工 生物工程类
含：生物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工
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LB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物流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LC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物流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LD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物流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LE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工商管理、财务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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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北京化工大学 LF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工商管理、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LG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25 北京化工大学 LH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0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学生进校一年
后，可进入所包含专业学习。

高水平运动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0 理工 经济与贸易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工程。学生
进校一年后，可进入所包含专业学习。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1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所包含专业
学习。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2 理工 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3 理工 生物技术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4 理工 生物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5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工程、车辆工程、物流工程、
工业设计。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所
包含专业学习。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6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工程、车辆工程、物流工程、
工业设计。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所
包含专业学习。

高校专项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7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工程、车辆工程、物流工程、
工业设计。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所
包含专业学习。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8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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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9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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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 理工 冶金工程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B 理工 冶金工程 高校专项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C 理工 冶金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D 理工 能源动力类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E 理工 能源动力类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校专项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F 理工 能源动力类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G 理工 通信工程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H 理工 通信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J 理工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智能科学与技术、测控技
术与仪器。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所
包含专业学习。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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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K 理工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智能科学与技术、测控技
术与仪器。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所
包含专业学习。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L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物
联网工程。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所
包含专业学习。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M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物
联网工程。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所
包含专业学习。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N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所包含专
业学习。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P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所包含专
业学习。

高校专项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Q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所包含专
业学习。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R 理工 矿业类
含：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学生进
校一年后，可进入所包含专业学习。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S 理工 矿业类
含：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学生进
校一年后，可进入所包含专业学习。

高校专项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T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U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 高校专项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V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W 理工 安全工程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X 理工 安全工程 高校专项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Y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所包含专业学
习。

自主招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KZ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所包含专业学
习。

高校专项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L0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
学生进校一年后，可进入所包含专业学
习。

高水平艺术团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L1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学生进校一年
后，可进入所包含专业学习。

高水平运动队

1230 北京科技大学 L2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学生进校一年
后，可进入所包含专业学习。

高水平艺术团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K0 理工 科技与创意设计试验班
含：工业设计、数字媒体技术。办学地
点：沙河校区。

自主招生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K1 理工 科技与创意设计试验班
含：工业设计、数字媒体技术。办学地
点：沙河校区。

高校专项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K2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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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学地点：沙河校区。

高校专项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K3 理工 电子信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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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
点：沙河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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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 北京邮电大学 K4 理工 电子信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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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
点：沙河校区。

高校专项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K5 理工
通信工程(双一流实验班，
大类招生)

包含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信息工
程专业。办学地点：沙河校区。

自主招生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K6 理工
通信工程(双一流实验班，
大类招生)

包含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信息工
程专业。办学地点：沙河校区。

高校专项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K7 理工
自动化类(机器人与人工智
能)

含：机械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
化。办学地点：沙河校区。

自主招生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K8 理工
自动化类(机器人与人工智
能)

含：机械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自动
化。办学地点：沙河校区。

高校专项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K9 理工
邮政工程(互联网与智慧物
流)

办学地点：沙河校区。 高校专项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KA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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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学地点：沙河校区。

自主招生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KB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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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学地点：沙河校区。

高校专项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KC 理工 信息安全 办学地点：沙河校区。 高校专项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KD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办学地点：沙河校区。

高校专项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KE 理工
邮政管理(互联网与智慧物
流)

办学地点：沙河校区。 高校专项

1235 北京邮电大学 KF 理工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沙河校区。 高校专项

1237
北京邮电大学(宏
福校区)

K0 理工 计算机类(中外合作办学)

含：物联网工程。部分课程采用英语授
课，建议非英语考生慎重报考。办学地
点：沙河校区。

自主招生

1240 长安大学 K0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40 长安大学 K1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K2 文史 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K3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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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4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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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5 文史 建筑类(学制5年) 含：建筑学、城乡规划。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K6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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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7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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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0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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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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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 理工 地球物理学类 含：勘查技术与工程、地球物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K3 理工 地球物理学类 含：勘查技术与工程、地球物理学。 自主招生

1240 长安大学 K4 理工 地质学类 含：地质学、资源勘查工程。 高校专项

1240 长安大学 K5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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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6 理工 地质学类 含：地质学、资源勘查工程。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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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 长安大学 K7 理工 工程力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K8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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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9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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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 理工 车辆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KB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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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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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D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KE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KF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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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G 理工 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KH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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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 长安大学 KJ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
联网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KK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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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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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 理工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国际
工程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KN 理工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KP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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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Q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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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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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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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T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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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KV 理工 地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KW 理工 矿物加工工程(宝玉石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KX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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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 理工 交通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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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 长安大学 KZ 理工 交通工程(国际工程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L0 理工 土地整治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L1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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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2 理工 建筑类(学制5年) 含：建筑学、城乡规划。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L3 理工 安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40 长安大学 L4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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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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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6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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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7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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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8 理工 土地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40 长安大学 L9 理工 土地资源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0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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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1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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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2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华罗庚班)、信息与计
算科学(华罗庚班)。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3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华罗庚班)、信息与计
算科学(华罗庚班)。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4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华罗庚班)、信息与计
算科学(华罗庚班)。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5 理工 应用物理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6 理工
应用物理学(王大珩物理科
学班)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7 理工 应用物理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8 理工
应用物理学(王大珩物理科
学班)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9 理工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英
班、理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A 理工 应用化学(理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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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B 理工 应用化学(理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C 理工
应用化学(张大煜化学菁英
班、理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D 理工 工程力学
含工程力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办学
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E 理工
工程力学(钱令希力学创新
实验班)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F 理工 工程力学
含工程力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办学
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G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创新实验班)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H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国际班）。办学地
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J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日语强化)(学制5年)

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办学地点：
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K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国际班）。办学地
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L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创新实验班)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M 理工 工业设计
建议有绘画基础的考生报考。办学地
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N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含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安全工程。办
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P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含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安全工程。办
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Q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含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安全工程。办
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R 理工 车辆工程(英语强化)
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办学地点：
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S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金属材料工
程、功能材料。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T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金属材料工
程、功能材料。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U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金属材料工
程、功能材料。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V 理工
金属材料工程(日语强
化)(学制5年)

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办学地点：
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W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X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Y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KZ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0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1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2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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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3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4 理工 电子信息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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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5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
集成系统。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办学地点：开发区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6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
集成系统。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办学地点：开发区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7 理工 电子信息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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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8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含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英语
强化）。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9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含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英语
强化）。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A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含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英语
强化）。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B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含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
器。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C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含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仪
器。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D 理工 自动化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E 理工 自动化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F 理工 自动化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G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H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J 理工 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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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学地点：开发区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K 理工 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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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学地点：开发区校区。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L 理工 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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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学地点：开发区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M 理工 土木工程
含土木工程、土木工程（国际班）。办
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N 理工 土木工程
含土木工程、土木工程（国际班）。办
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P 理工 土木工程
含土木工程、土木工程（国际班）。办
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Q 理工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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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R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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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主
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S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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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主
校区。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T 理工 化工与制药类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化学
工程与工艺(国际班)。办学地点：主校区
。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U 理工
化工与制药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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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V 理工 化工与制药类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化学
工程与工艺(国际班)。办学地点：主校区
。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W 理工 化工与制药类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化学
工程与工艺(国际班)。办学地点：主校区
。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X 理工
化工与制药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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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Y 理工 交通工程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LZ 理工 船舶与海洋工程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M0 理工 船舶与海洋工程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M1 理工 船舶与海洋工程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M2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办学地点：
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M3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办学地点：
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M4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M5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M6 理工 建筑类(学制5年)
含：建筑学、城乡规划。建议有绘画基
础的考生报考。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M7 理工 生物工程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M8 理工 生物工程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M9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MA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物流管理。办学地点：
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45 大连理工大学 MB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物流管理。办学地点：
主校区。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0 文史
社会科学试验班(公共管理
与法学复合人才培养)

含：法学、行政管理、城市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1 文史 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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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2 文史 法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3 文史 日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4 文史 翻译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0 理工
经济管理试验班(管理与电
子工程复合培养)

含：工商管理、金融学、电子商务、电
子信息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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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 理工
经济管理试验班(管理与电
子工程复合培养)

含：工商管理、金融学、电子商务、电
子信息工程。管理-电子工程复合培养，
只录取有专业志愿的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2 理工 工科试验班(电子工程类)

含：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
程、电磁场与无线技术、电波传播与天
线。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3 理工
工科试验班(新材料、新能
源与电子化学)

含：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4 理工
工科试验班(智能制造、机
器人、电气信息)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智能电网信息工程、工
业工程。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5 理工
工科试验班(光电信息
Plus)

含：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信息工程、
光源与照明。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6 理工
工科试验班(智能制造、人
工智能)

含：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7 理工
工科试验班(电子信息与地
球科学复合培养)

含：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空间信息与
数字技术。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8 理工 工科试验班(电子工程类)

含：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
程、电磁场与无线技术、电波传播与天
线。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9 理工
工科试验班(光电信息
Plus)

含：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信息工程、
光源与照明。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A 理工
工科试验班(智能制造、机
器人、电气信息)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智能电网信息工程、工
业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B 理工
工科试验班(新材料、新能
源与电子化学)

含：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应用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C 理工
工科试验班(智能制造、人
工智能)

含：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D 理工
工科试验班(电子信息与地
球科学复合培养)

含：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空间信息与
数字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E 理工
工科试验班(智能制造、机
器人、电气信息)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智能电网信息工程、工
业工程。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F 理工
工科试验班(新材料、新能
源与电子化学)

含：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G 理工 工科试验班(电子工程类)

含：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
程、电磁场与无线技术、电波传播与天
线。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H 理工
工科试验班(光电信息
Plus)

含：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信息工程、
光源与照明。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J 理工
工科试验班(智能制造、人
工智能)

含：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K 理工
工科试验班(电子信息与地
球科学复合培养)

含：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空间信息与
数字技术。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L 理工
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叉复
合培养实验班)

“互联网+”复合培养实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M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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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N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P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Q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互联网交
叉复合培养实验班)

“互联网+”复合培养实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R 理工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互联网
交叉复合培养实验班)

“互联网+”复合培养实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S 理工
智能电网信息工程(互联网
交叉复合培养实验班)

“互联网+”复合培养实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T 理工 电子信息类(信息与通信)
含：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对
抗技术、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U 理工 电子信息类(信息与通信)
含：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对
抗技术、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V 理工 电子信息类(信息与通信)
含：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对
抗技术、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W 理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按大
类招生)

包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应用物理。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X 理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按大
类招生)

包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应用物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Y 理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按大
类招生)

包含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应用物理。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KZ 理工 自动化(智能制造实验班) 智能制造实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L0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技术
、网络空间安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L1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技术
、网络空间安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L2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技术
、网络空间安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L3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互联网
交叉复合培养实验班)

“互联网+”复合培养实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L4 理工
物联网工程(互联网交叉复
合培养实验班)

“互联网+”复合培养实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L5 理工 航空航天类
含：航空航天工程、探测制导与控制技
术。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L6 理工 航空航天类
含：航空航天工程、探测制导与控制技
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L7 理工 航空航天类
含：航空航天工程、探测制导与控制技
术。

高校专项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L8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类
含：生物医学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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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9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类
含：生物医学工程、生物技术(生物信息
复合培养实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LA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类
含：生物医学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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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B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LC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互联
网交叉复合培养实验班)

“互联网+”复合培养实验班。 高水平艺术团

1250 电子科技大学 LD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251
电子科技大学(沙
河校区)

K0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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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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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
电子科技大学(沙
河校区)

K1 理工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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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 理工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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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3 理工 软件工程(按大类招生)
按大类招生，示范性软件学院计划，按
教学成本收费。

自主招生

1255 东北大学 K0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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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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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法学、新闻学、行政管理、公共事
业管理。

自主招生

1255 东北大学 K0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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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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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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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 东北大学 K3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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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4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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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5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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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6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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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7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材料
成型及控制工程、功能材料。

高校专项

1255 东北大学 K8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材料
成型及控制工程、功能材料。

自主招生

1255 东北大学 K9 理工 材料类(中外合作办学)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国内学费30000元
/年，国外学费4148欧元/年。

自主招生

1255 东北大学 KA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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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B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类(中外合作
办学)

含：生物医学工程。 自主招生

1255 东北大学 KC 理工 建筑类(学制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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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D 理工 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K0 理工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法学、行政管理。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K1 理工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法学、行政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K2 理工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法学、行政管理。 高校专项

1260 东华大学 K3 理工 经济管理试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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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学地点：延安路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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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 东华大学 K4 理工 经济管理试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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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学地点：延安路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K5 理工 理科试验班

含：纺织工程、非织造材料与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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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物流管理、电子商务、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自动化、通信工程、电子信
息工程、软件工程等专业，详见院校章
程。包含专业详见院校章程。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K6 理工 理科试验班

含：纺织工程、非织造材料与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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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物流管理、电子商务、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自动化、通信工程、电子信
息工程、软件工程等专业，详见院校章
程。包含专业详见院校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K7 理工 理科试验班

含：纺织工程、非织造材料与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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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物流管理、电子商务、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自动化、通信工程、电子信
息工程、软件工程等专业，详见院校章
程。包含专业详见院校章程。

高校专项

1260 东华大学 K8 理工 经济与贸易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办学地
点：延安路校区。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K9 理工 经济与贸易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办学地
点：延安路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KA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KB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KC 理工 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KD 理工 新闻传播学类
含：传播学、公共关系学、教育技术学
。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KE 理工 新闻传播学类
含：传播学、公共关系学、教育技术学
。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KF 理工 新闻传播学类
含：传播学、公共关系学、教育技术学
。

高校专项

1260 东华大学 KG 理工 数学类(金融与统计)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KH 理工 数学类(金融与统计)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KJ 理工
物理学类(光电与能源新技
术)

含：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KK 理工
物理学类(光电与能源新技
术)

含：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KL 理工 化学类 含：轻化工程、生物工程、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KM 理工 化学类 含：轻化工程、生物工程、应用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KN 理工 化学类 含：轻化工程、生物工程、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260 东华大学 KP 理工 机械工程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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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 东华大学 KQ 理工 机械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KR 理工 机械工程 高校专项

1260 东华大学 KS 理工 工业设计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KT 理工 工业设计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KU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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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KV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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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KW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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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专项

1260 东华大学 KX 理工 功能材料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KY 理工 功能材料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KZ 理工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L0 理工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L1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通
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其中通信工程
(学费6500元/年)，电子信息工程(学费
6500元/年)。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L2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通
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其中通信工程
(学费6500元/年)，电子信息工程(学费
6500元/年)。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L3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通
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其中通信工程
(学费6500元/年)，电子信息工程(学费
6500元/年)。

高校专项

1260 东华大学 L4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
络工程、信息安全。其中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费6500元/年)。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L5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
络工程、信息安全。其中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费6500元/年)。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L6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
络工程、信息安全。其中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费6500元/年)。

高校专项

1260 东华大学 L7 理工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L8 理工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L9 理工 纺织类 含：纺织工程、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LA 理工 纺织类 含：纺织工程、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LB 理工 纺织类 含：纺织工程、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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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 东华大学 LC 理工 服装设计与工程 办学地点：延安路校区。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LD 理工 服装设计与工程 办学地点：延安路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LE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LF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LG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流管理、
电子商务。其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学
费6500元/年)。办学地点：延安路校区。

自主招生

1260 东华大学 LH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流管理、
电子商务。其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学
费6500元/年)。办学地点：延安路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260 东华大学 LJ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流管理、
电子商务。其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学
费6500元/年)。办学地点：延安路校区。

高校专项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K0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K1 理工 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K2 理工 生物技术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K3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K4 理工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K5 理工 车辆工程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K6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K7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K8 理工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K9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KA 理工 土木工程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KB 理工 制药工程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KC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65 合肥工业大学 KD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268
合肥工业大学(宣
城校区)

K0 理工 经济学 办学地点：宣城校区。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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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8
合肥工业大学(宣
城校区)

K1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宣城校区。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宣
城校区)

K2 理工 应用化学 办学地点：宣城校区。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宣
城校区)

K3 理工 机械工程 办学地点：宣城校区。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宣
城校区)

K4 理工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办学地点：宣城校区。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宣
城校区)

K5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办学地点：宣城校区。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宣
城校区)

K6 理工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办学地点：宣城校区。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宣
城校区)

K7 理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宣城校区。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宣
城校区)

K8 理工 自动化 办学地点：宣城校区。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宣
城校区)

K9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宣城校区。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宣
城校区)

KA 理工 物联网工程 办学地点：宣城校区。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宣
城校区)

KB 理工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办学地点：宣城校区。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宣
城校区)

KC 理工 能源化学工程 办学地点：宣城校区。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宣
城校区)

KD 理工 环境工程 办学地点：宣城校区。 高校专项

1268
合肥工业大学(宣
城校区)

KE 理工 物流管理 办学地点：宣城校区。 高校专项

1270 河海大学 K0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K1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K2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270 河海大学 K3 文史 法学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K4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K5 文史 社会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K6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K7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K8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K9 文史 广播电视学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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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 河海大学 KA 文史 会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KB 文史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70 河海大学 KC 文史 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KD 文史 财务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KE 文史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70 河海大学 KF 文史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70 河海大学 KG 文史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KH 文史 劳动与社会保障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KJ 文史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KK 文史 土地资源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K0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K1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270 河海大学 K2 理工 法学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K3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K4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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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5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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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6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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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7 理工 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K8 理工 海洋科学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K9 理工 海洋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KA 理工 海洋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70 河海大学 KB 理工 工程力学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KC 理工 工程力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KD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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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 河海大学 KE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270 河海大学 KF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KG 理工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KH 理工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270 河海大学 KJ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KK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KL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270 河海大学 KM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KN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高校专项

1270 河海大学 KP 理工 通信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KQ 理工 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KR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KS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KT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270 河海大学 KU 理工 土木工程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KV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KW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70 河海大学 KX 理工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KY 理工 水利水电工程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KZ 理工 水利水电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L0 理工 水利水电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70 河海大学 L1 理工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L2 理工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L3 理工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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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 河海大学 L4 理工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L5 理工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L6 理工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70 河海大学 L7 理工 水务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L8 理工 水务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70 河海大学 L9 理工 测绘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LA 理工 地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LB 理工 交通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LC 理工 交通工程 高校专项

1270 河海大学 LD 理工 农业水利工程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LE 理工 农业水利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LF 理工 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LG 理工 环境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LH 理工 环境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270 河海大学 LJ 理工 环境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LK 理工 环境生态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LL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LM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270 河海大学 LN 理工 工程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LP 理工 会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70 河海大学 LQ 理工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270 河海大学 LR 理工 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1270 河海大学 LS 理工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270 河海大学 LT 理工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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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 河海大学 LU 理工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0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运动员)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1 理工 经济学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2 理工 金融学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3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4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运动员)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5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6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7 理工 社会学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8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不招口吃者。办学
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9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不招口吃者。办学
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A 理工 德语
只招英语,德语语种考生。不招口吃者。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B 理工 德语
只招英语,德语语种考生。不招口吃者。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C 理工 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不招口吃者。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D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E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F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G 理工 应用物理学
不招色盲者。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
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H 理工 化学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J 理工 化学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K 理工 应用化学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L 理工 生物科学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M 理工 生物科学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N 理工 生物技术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P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不招色盲者。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
汇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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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Q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不招色盲者。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
汇校区。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R 理工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不招色盲者。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
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S 理工 工业设计
不招色弱、色盲者。办学地点：奉贤校
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T 理工 工业设计
不招色弱、色盲者。办学地点：奉贤校
区、徐汇校区。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U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不招色盲者。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
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V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不招色盲者。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
汇校区。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W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不招色盲者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
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X 理工 材料化学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Y 理工 材料化学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KZ 理工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0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1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2 理工 复合材料与工程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3 理工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4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5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不招色盲者。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
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6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不招色盲者。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
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7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不招色盲者。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
汇校区。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8 理工 信息工程
不招色盲者。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
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9 理工 信息工程
不招色盲者。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
汇校区。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A 理工 自动化
不招色盲者。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
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B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不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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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
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C 理工 软件工程

不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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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
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D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E 理工 制药工程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F 理工 制药工程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G 理工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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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H 理工 油气储运工程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J 理工 轻化工程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K 理工 轻化工程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L 理工 环境工程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M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N 理工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P 理工 风景园林
不招色弱、色盲者。办学地点：奉贤校
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Q 理工 安全工程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R 理工 生物工程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S 理工 药学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T 理工 药物制剂
不招色弱、色盲、嗅觉迟钝者。办学地
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U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V 理工 工程管理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W 理工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X 理工 市场营销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Y 理工 会计学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LZ 理工 财务管理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M0 理工 人力资源管理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M1 理工 人力资源管理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M2 理工 行政管理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高校专项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M3 理工 物流管理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自主招生

1275 华东理工大学 M4 理工 物流管理 办学地点：奉贤校区、徐汇校区。 高校专项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0 文史 金融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1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2 文史 法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3 文史 日语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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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4 文史 商务英语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5 文史 新闻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6 文史 广告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7 文史 传播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8 文史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高水平运动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9 文史 行政管理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A 文史 旅游管理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B 文史 会展经济与管理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1 理工 金融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2 理工 金融学 高校专项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3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4 理工 法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5 理工 法学 高校专项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6 理工 知识产权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7 理工 新闻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8 理工 广告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9 理工 传播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A 理工 传播学 高校专项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B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C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校专项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D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E 理工 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F 理工 应用化学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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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G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工程、生物制药、生物技术。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H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工程、生物制药、生物技术。
不招色盲色弱。

高校专项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J 理工 机械工程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K 理工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不招色盲。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L 理工 机械电子工程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M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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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 理工 车辆工程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P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Q 理工 材料化学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R 理工 材料化学 不招色盲色弱。 高校专项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S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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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T 理工 电子科学与技术
任何一眼矫正到4.8镜片度数大于800度
者不宜就读。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U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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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V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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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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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X 理工 信息工程
任何一眼矫正到4.8镜片度数大于800度
者不宜就读。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KY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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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Z 理工 软件工程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0 理工 网络工程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1 理工 信息安全 不招单色识别不全者。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2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3 理工 制药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4 理工 能源化学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5 理工 轻化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6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不招色盲色
弱。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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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7 理工 资源环境科学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8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9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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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B 理工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C 理工 安全工程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D 理工 医学影像学(学制5年) 不招色盲色弱。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E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F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G 理工 工商管理(高水平运动队) 高水平运动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H 理工 物流工程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J 理工 物流工程 高校专项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K 理工 电子商务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L 理工 电子商务 高校专项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M 理工 旅游管理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N 理工 会展经济与管理 自主招生

1280 华南理工大学 LP 理工 会展经济与管理 高校专项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K0 理工 海洋科学 办学地点：大连海事大学。 自主招生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K1 理工 海洋资源与环境 办学地点：大连海事大学。 自主招生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K2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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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学地点：大连海事大学。

高校专项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K3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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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学地点：大连海事大学。

高校专项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K4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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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学地点：大连海事大学。

高校专项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K5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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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学地点：大连海事大学。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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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5 大连海事大学 K6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办学地点：大连海事大学。 自主招生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K7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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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学地点：大连海事大学。

高校专项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K8 理工 通信工程 办学地点：大连海事大学。 自主招生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K9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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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学地点：大连海事大学。

高校专项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KA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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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学地点：大连海事大学。

高校专项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KB 理工 自动化 办学地点：大连海事大学。 自主招生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KC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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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学地点：大连海事大学。

高校专项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KD 理工 软件工程

本科教学外语课程主要开设英语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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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
地点：大连海事大学。

高校专项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KE 理工 软件工程
本科教学外语课程主要开设英语课。办
学地点：大连海事大学。

自主招生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KF 理工 轮机工程(陆上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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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学地点：大连海事大学。

高校专项

1285 大连海事大学 KG 理工 环境工程 办学地点：大连海事大学。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0 文史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
、工商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1 文史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
、工商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2 文史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
、工商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3 文史 法学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4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5 文史
汉语言文学(中外文化交
流)

高校专项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6 文史
汉语言文学(中外文化交
流)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7 文史
汉语言文学(中外文化交
流)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8 文史 英语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9 文史 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A 文史 德语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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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B 文史 德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C 文史 日语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D 文史 日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E 文史 传播学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F 文史 传播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G 文史 文化产业管理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H 文史 文化产业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J 文史 行政管理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K 文史 行政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L 文史 广播电视编导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M 文史 广播电视编导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0 理工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
、工商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1 理工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
、工商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2 理工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
、工商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3 理工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
、工商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4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含致远)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物理学
、应用物理学、天文学。

高校专项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5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含致远)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物理学
、应用物理学、天文学。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6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含致远)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物理学
、应用物理学、天文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7 理工 法学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8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9 理工 英语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A 理工 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B 理工 德语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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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C 理工 德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D 理工 日语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E 理工 日语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F 理工 传播学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G 理工 传播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H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J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K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L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M 理工 机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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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 理工 机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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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P 理工
机械类(国际化人才培养试
点班)

含：机械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Q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工业
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R 理工
机械类(国际化人才培养试
点班)

含：机械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S 理工 工业设计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T 理工 工业设计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U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V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W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X 理工 电子信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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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 理工 电子信息类(IEEE试点班)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方向)、
自动化(人工智能方向)、信息工程(人工
智能方向)。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KZ 理工 电子信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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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0 理工 电子信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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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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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1 理工 电子信息类(IEEE试点班)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方向)、
自动化(人工智能方向)、信息工程(人工
智能方向)。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2 理工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
学)(交大密西根学院)

含：机械工程、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材
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3 理工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
学)(交大巴黎高科卓越工
程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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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4 理工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
学)(交大密西根学院)

含：机械工程、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材
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5 理工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
学)(交大巴黎高科卓越工
程师学院)

含：机械工程、信息工程、能源与动力
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6 理工 土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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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7 理工 土木类
含：船舶与海洋工程、交通运输、土木
工程、工程力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8 理工 海洋工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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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9 理工 海洋工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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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理工 海洋工程类
含：船舶与海洋工程、交通运输、土木
工程、工程力学。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B 理工 航空航天工程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C 理工 航空航天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D 理工 核工程与核技术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E 理工 核工程与核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F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G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H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高校专项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J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K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L 理工 建筑学(学制5年)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M 理工 建筑学(学制5年)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N 理工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
含：资源环境科学、动物科学、植物科
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P 理工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
含：资源环境科学、动物科学、植物科
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Q 理工 园林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R 理工 园林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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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S 理工 药学类 含：药学、临床药学(五年制)。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T 理工 药学类 含：药学、临床药学(五年制)。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U 理工 行政管理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V 理工 行政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W 理工 广播电视编导 自主招生

1290 上海交通大学 LX 理工 广播电视编导 高水平艺术团

1295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K0 文史 经济学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能源经济。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K1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财务管理、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K0 理工 经济学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能源经济。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K1 理工 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K2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能源与
动力工程。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K3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能源与
动力工程。

高校专项

1295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K4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K5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K6 理工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K7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295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K8 理工 化工与制药类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学工程。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K9 理工 勘查技术与工程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KA 理工 资源勘查工程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KB 理工 石油工程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KC 理工 石油工程 高校专项

1295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KD 理工 油气储运工程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KE 理工 油气储运工程 高校专项

1295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KF 理工 海洋油气工程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KG 理工 安全工程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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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5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KH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财务管理、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

自主招生

1295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

KJ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财务管理、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0 文史 法学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1 文史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2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3 文史 会计学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4 文史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5 文史 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0 理工 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1 理工 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2 理工 地理信息科学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3 理工 地球物理学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4 理工 地球物理学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5 理工 地质学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6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7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8 理工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9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A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B 理工 材料物理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C 理工 材料化学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D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E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F 理工 通信工程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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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G 理工 通信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H 理工 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J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K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L 理工 土木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M 理工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N 理工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P 理工 测绘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Q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R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S 理工
勘查技术与工程(物探方
向)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T 理工 资源勘查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U 理工 石油工程 高校专项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V 理工 石油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W 理工 油气储运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X 理工 海洋油气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Y 理工 船舶与海洋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KZ 理工 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L0 理工 安全工程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L1 理工 工程管理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L2 理工 会计学 自主招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L3 理工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0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L4 理工 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0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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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 天津大学 K1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K2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3 文史 教育学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K4 文史 教育学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5 文史 汉语言文学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K6 文史 汉语言文学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7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北洋园
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K8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北洋园
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9 文史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305 天津大学 K0 理工 金融学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1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305 天津大学 K2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K3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4 理工 教育学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K5 理工 教育学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K6 理工 教育学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7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北洋园
校区。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K8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北洋园
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K9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北洋园
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A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B 理工 应用化学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KC 理工 应用化学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KD 理工 应用化学(工)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KE 理工 应用化学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F 理工 应用化学(工)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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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 天津大学 KG 理工 海洋技术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KH 理工 海洋技术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J 理工 生物科学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KK 理工 生物科学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KL 理工 生物科学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M 理工 工程力学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N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P 理工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KQ 理工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R 理工 工业设计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S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KT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KU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V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W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X 理工 功能材料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Y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KZ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L0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L1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L2 理工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L3 理工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L4 理工 自动化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L5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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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 天津大学 L6 理工 软件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L7 理工 物联网工程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L8 理工 土木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L9 理工 水利水电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LA 理工 水利水电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LB 理工 水利水电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LC 理工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LD 理工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LE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LF 理工 制药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LG 理工 制药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LH 理工 制药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LJ 理工 船舶与海洋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LK 理工 船舶与海洋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LL 理工 船舶与海洋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LM 理工 环境科学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LN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LP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LQ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LR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LS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LT 理工 生物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校专项

1305 天津大学 LU 理工 生物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LV 理工 生物工程(合成生物学)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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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 天津大学 LW 理工 生物工程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LX 理工 生物工程(合成生物学) 办学地点：北洋园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LY 理工 药学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LZ 理工 药学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M0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M1 理工 工程管理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M2 理工 保密管理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M3 理工 保密管理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M4 理工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305 天津大学 M5 理工
物流工程(供应链与运营管
理)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M6 理工
物流工程(供应链与运营管
理)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自主招生

1305 天津大学 M7 理工 工业工程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05 天津大学 M8 理工 工业工程 办学地点：卫津路校区。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K0 文史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哲学、文化产业管理、汉语言文学
。办学地点：上海。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K1 文史 市场营销 办学地点：上海。 高水平运动队

1310 同济大学 K0 理工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哲学、文化产业管理、汉语言文学
。办学地点：上海。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K1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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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上海。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K2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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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学地点：上海。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K3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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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上海。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K4 理工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含：地质学、地球物理学、海洋技术。
办学地点：上海。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K5 理工 理科试验班(海洋类)
含：地质学、地球物理学、海洋技术。
办学地点：上海。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K6 理工 金融学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办学地
点：上海。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K7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办学地
点：上海。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K8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办学地
点：上海。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K9 理工 物理学类
含：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上海。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KA 理工 物理学类
含：应用物理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上海。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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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同济大学 KB 理工 化学类
含：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办学
地点：上海。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KC 理工 化学类
含：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办学
地点：上海。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KD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办学地
点：上海。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KE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办学地
点：上海。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KF 理工 工程力学 办学地点：上海。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KG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工
程。办学地点：上海。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KH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工
程。办学地点：上海。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KJ 理工 车辆工程(汽车)(学制5年) 办学地点：上海。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KK 理工 车辆工程 轨道交通。办学地点：上海。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KL 理工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含：机械电子工程、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汽车服务工程。办学地点：上海。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KM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上海。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KN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上海。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KP 理工 电子信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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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上海。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KQ 理工 电子信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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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上海。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KR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办
学地点：上海。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KS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办
学地点：上海。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KT 理工 土木工程 办学地点：上海。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KU 理工 土木工程 办学地点：上海。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KV 理工 测绘工程 办学地点：上海。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KW 理工 测绘工程 办学地点：上海。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KX 理工 交通运输类
含：交通工程、交通运输、物流工程。
办学地点：上海。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KY 理工 交通运输类
含：交通工程、交通运输、物流工程。
办学地点：上海。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KZ 理工 飞行器制造工程 办学地点：上海。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L0 理工 飞行器制造工程 办学地点：上海。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L1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环
境科学。办学地点：上海。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L2 理工 建筑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上海。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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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同济大学 L3 理工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学制
5年)

办学地点：上海。 自主招生

1310 同济大学 L4 理工
临床医学(贯通培养)(学制
5年)

办学地点：上海。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L5 理工
临床医学(5加3一体化培
养)

办学地点：上海。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L6 理工 口腔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上海。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L7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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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上海。

高校专项

1310 同济大学 L8 理工 市场营销 办学地点：上海。 高水平运动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K0 文史 经济学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K1 文史 法学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K2 文史 社会工作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K3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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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4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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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5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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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6 文史 工商管理(创业试点班)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K1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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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 理工 数学类 含：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高校专项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K3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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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4 理工 机械类(车辆)
含：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能源与
动力工程(车辆)。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K5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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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6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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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7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K8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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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9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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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 理工 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KB 理工 自动化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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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武汉理工大学 KC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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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D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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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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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F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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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专项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KG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校专项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KH 理工 制药工程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KJ 理工 矿业类 含：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 高校专项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KK 理工 采矿工程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KL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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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 理工 船舶与海洋工程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KN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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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P 理工 工商管理(创业试点班)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KQ 理工 海事管理 自主招生

1315 武汉理工大学 KR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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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 理工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含：物流管理、物流工程。 高校专项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0 文史 哲学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1 文史 汉语言文学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2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长安南
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3 文史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长安南
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4 文史 翻译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长安南
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5 文史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学、工
商管理、工业工程、电子商务、工程管
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
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办学地点：长安
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0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1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2 理工 应用物理学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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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3 理工 应用化学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4 理工 空间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5 理工 生物技术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6 理工 统计学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7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高校专项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8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9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A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高校专项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B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C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D 理工 电子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E 理工 通信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高校专项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F 理工 通信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G 理工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H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J 理工 信息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K 理工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L 理工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M 理工 电波传播与天线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N 理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高校专项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P 理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Q 理工 自动化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R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S 理工 软件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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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T 理工 网络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U 理工 信息安全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V 理工 物联网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W 理工 智能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高校专项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X 理工 智能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Y 理工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KZ 理工 遥感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L0 理工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L1 理工 信息对抗技术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L2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L3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学、工
商管理、工业工程、电子商务、工程管
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
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办学地点：长安
南校区。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0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成都九里堤。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1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成都九里堤。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2 文史 政治学与行政学 办学地点：成都九里堤。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3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4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5 文史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6 文史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7 文史 汉语国际教育 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8 文史 汉语国际教育 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9 文史 汉语国际教育 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A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翻译、日语、德语、法语。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B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翻译、日语、德语、法语。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C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翻译、日语、德语、法语。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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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D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传播学、广告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E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传播学、广告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F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传播学、广告学。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G 文史 应用心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H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 办学地点：成都九里堤。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0 理工 经济与贸易类
含：金融学、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成都九里堤。

高校专项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1 理工 经济与贸易类
含：金融学、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成都九里堤。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2 理工 经济与贸易类
含：金融学、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成都九里堤。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3 理工 思想政治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4 理工 数学类(茅以升学院)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茅以升学院。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5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6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7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8 理工 应用物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9 理工 应用物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A 理工 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B 理工 应用心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C 理工 应用心理学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D 理工 统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E 理工 统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F 理工 统计学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G 理工 力学类(茅以升学院) 含：工程力学。茅以升学院。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H 理工 工程力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J 理工 工程力学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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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K 理工 工程力学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L 理工 机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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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专项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M 理工 机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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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N 理工 机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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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P 理工 机械类(茅以升学院)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茅以升
学院。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Q 理工 机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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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R 理工 车辆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S 理工 车辆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T 理工 车辆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U 理工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外语语
种及英语单科成绩要求见我校2018年招
生章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V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W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X 理工 材料类(茅以升学院)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茅以升学院。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Y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KZ 理工 电气类(茅以升学院)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茅以升学院
。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0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1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2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3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4 理工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办学地点：
四川峨眉。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5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技术方向)。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6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技术方向)。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7 理工 电子信息类(茅以升学院) 含：通信工程。茅以升学院。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8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
技术方向)。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9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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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A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B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C 理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D 理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E 理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F 理工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
学)

含：电子信息工程。外语语种及英语单
科成绩要求见我校2018年招生章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G 理工 自动化 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H 理工 自动化 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J 理工 自动化 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K 理工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L 理工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M 理工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N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
联网工程。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高校专项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P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
联网工程。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Q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
联网工程。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R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
联网工程。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S 理工 网络工程(铁道信号方向)
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招考方向为
铁道信号方向。办学地点：四川峨眉。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T 理工 计算机类(中外合作办学)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外语语种及英
语单科成绩要求见我校2018年招生章程
。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U 理工 土木类(茅以升学院) 含：土木工程。茅以升学院。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V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校专项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W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X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Y 理工 土木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LZ 理工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办学地点：
四川峨眉。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0 理工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办学地点：
四川峨眉。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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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1 理工 铁道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2 理工 铁道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3 理工 土木类(中外合作办学)
含：土木工程。外语语种及英语单科成
绩要求见我校2018年招生章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4 理工 测绘类
含：测绘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地理
信息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5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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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6 理工 测绘类(茅以升学院) 含：测绘工程。茅以升学院。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7 理工 测绘类
含：测绘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地理
信息科学。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8 理工 制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9 理工 制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A 理工 制药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B 理工 地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C 理工 地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D 理工 地质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E 理工 资源勘查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F 理工 资源勘查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G 理工 交通运输类 含：交通运输、交通工程。 高校专项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H 理工 交通运输类 含：交通运输、交通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J 理工 交通运输类 含：交通运输、交通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K 理工 交通运输类(茅以升学院) 含：交通运输。茅以升学院。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L 理工 交通运输类 含：交通运输、交通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M 理工 交通运输
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办学地点：
四川峨眉。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N 理工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建议小语种考生慎重报考。办学地点：
四川峨眉。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P 理工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Q 理工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R 理工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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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S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消防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T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消防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U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消防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V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W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X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Y 理工 建筑类(学制5年) 含：城乡规划、风景园林。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MZ 理工 建筑学(学制5年)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N0 理工 安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N1 理工 安全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N2 理工 生物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N3 理工 生物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N4 理工 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N5 理工
生物工程类(中外合作办
学)

含：生物工程。外语语种及英语单科成
绩要求见我校2018年招生章程。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N6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
会计学、工程管理。办学地点：成都九
里堤。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N7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
会计学、工程管理。办学地点：成都九
里堤。

自主招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N8 理工 公共事业管理 办学地点：成都九里堤。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N9 理工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含：物流管理、物流工程。 高校专项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NA 理工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含：物流管理、物流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NB 理工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含：物流管理、物流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25 西南交通大学 NC 理工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含：物流管理、物流工程。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0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1 文史 法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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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2 文史 汉语言文学 高校专项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3 文史 英语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4 文史 德语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5 文史 法语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6 文史 日语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7 文史 朝鲜语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8 文史 工商管理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9 文史 市场营销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A 文史 会计学 高校专项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B 文史 旅游管理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1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2 理工 法学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3 理工 英语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4 理工 德语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5 理工 法语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6 理工 日语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7 理工 朝鲜语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8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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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9 理工 物理学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A 理工 化学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B 理工 大气科学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C 理工 海洋科学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D 理工 海洋技术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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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E 理工 海洋资源与环境 办学地点：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F 理工 地质学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G 理工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H 理工 生物科学 办学地点：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J 理工 生物技术 办学地点：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K 理工 生态学 办学地点：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L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M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N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P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Q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R 理工 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S 理工 土木工程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T 理工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U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校专项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V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W 理工 勘查技术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X 理工 轮机工程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Y 理工 船舶与海洋工程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KZ 理工 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L0 理工 环境科学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L1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含：食品科学与工程、海洋资源开发技
术。办学地点：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
。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L2 理工 水产养殖学 办学地点：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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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中国海洋大学 L3 理工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L4 理工 药学 办学地点：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L5 理工 工商管理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L6 理工 市场营销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L7 理工 财务管理 高校专项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L8 理工 物流管理 自主招生

1330 中国海洋大学 L9 理工 旅游管理 自主招生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0 理工 经济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1 理工 经济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2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3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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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4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5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6 理工 地理信息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7 理工 地理信息科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8 理工 海洋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9 理工 海洋科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A 理工 海洋资源与环境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B 理工 海洋资源与环境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C 理工 地球物理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D 理工 地球物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E 理工 地质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F 理工 地质学(旅游地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G 理工
地质学(地质地球物理复
合)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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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H 理工 地质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J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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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 理工 地质学(旅游地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L 理工 地球化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M 理工 地球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N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P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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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Q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R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S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T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U 理工 材料物理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V 理工 材料物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W 理工 材料化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X 理工 材料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Y 理工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KZ 理工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0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1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2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3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4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5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6 理工 软件工程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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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7 理工 软件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8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9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A 理工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B 理工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C 理工 测绘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D 理工 测绘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E 理工 地质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F 理工 地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G 理工 勘查技术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H 理工 勘查技术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J 理工 资源勘查工程(能源)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K 理工 资源勘查工程(固体矿产)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L 理工 资源勘查工程(能源)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M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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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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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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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Q 理工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R 理工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S 理工 石油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T 理工 石油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U 理工 土地整治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V 理工 土地整治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W 理工 环境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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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X 理工 环境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Y 理工 安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LZ 理工 安全工程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M0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M1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M2 理工 工商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M3 理工 工商管理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M4 理工
工商管理(地球科学与商
务)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M5 理工 会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M6 理工 会计学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M7 理工 土地资源管理 高校专项

1335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M8 理工 土地资源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0 文史 法学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1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2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3 文史 英语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4 文史 广播电视学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5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6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7 文史 行政管理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8 文史 行政管理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0 理工 英语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1 理工 广播电视学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2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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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3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4 理工 物理学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5 理工 物理学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6 理工 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7 理工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8 理工 大气科学(菁英班)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9 理工 地球物理学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A 理工 地质学类 含：地质学、地球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B 理工 地质学类 含：地质学、地球化学。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C 理工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D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E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F 理工 工业设计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G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H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J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K 理工 通信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L 理工 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M 理工 网络工程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N 理工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P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Q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R 理工 地理空间信息工程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S 理工 地质工程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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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T 理工
勘查技术与工程(勘查地球
物理方向)

高水平艺术团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U 理工
勘查技术与工程(勘查地球
物理方向)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V 理工
勘查技术与工程(钻探工程
方向)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W 理工
勘查技术与工程(勘查地球
物理方向)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X 理工 资源勘查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Y 理工 资源勘查工程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KZ 理工 资源勘查工程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L0 理工 石油工程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L1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地球科
学与环境类)

含：生物科学、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环
境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L2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地球科
学与环境类)

含：生物科学、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环
境工程。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L3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地球科
学与环境类)

含：生物科学、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环
境工程。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L4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L5 理工 工程管理 高校专项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L6 理工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L7 理工 公共事业管理 自主招生

1340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L8 理工 土地资源管理 自主招生

1345
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

K0 理工 机械工程
办学地点：一二年级沙河校区，三四年
级学院路校区。

高校专项

1345
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

K1 理工 土木工程
办学地点：一二年级沙河校区，三四年
级学院路校区。

高校专项

1345
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

K2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办学地点：一二年级沙河校区，三四年
级学院路校区。

高校专项

1345
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

K3 理工 地质类
含：资源勘查工程、地质工程。办学地
点：一二年级沙河校区，三四年级学院
路校区。

高校专项

1345
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

K4 理工 采矿工程
不宜女生就读。办学地点：一二年级沙
河校区，三四年级学院路校区。

高校专项

1345
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

K5 理工 矿物加工工程
办学地点：一二年级沙河校区，三四年
级学院路校区。

高校专项

1345
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

K6 理工 安全工程
办学地点：一二年级沙河校区，三四年
级学院路校区。

高校专项

1345
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

K7 理工 市场营销
办学地点：一二年级沙河校区，三四年
级学院路校区。

高校专项

1345
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

K8 理工 会计学
办学地点：一二年级沙河校区，三四年
级学院路校区。

高校专项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K0 文史 市场营销(高水平运动队)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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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 中国矿业大学 K0 理工 物理学类
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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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 理工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 高校专项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K2 理工 测绘类
含：环境工程、土地资源管理、地理信
息科学、测绘工程。

高校专项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K3 理工 测绘类
含：环境工程、土地资源管理、地理信
息科学、测绘工程。

自主招生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K4 理工 化工与制药类
含：矿物加工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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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5 理工 化工与制药类
含：矿物加工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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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6 理工 地质类
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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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7 理工 矿业类 含：采矿工程、工业工程、交通运输。 高校专项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K8 理工 矿业类 含：采矿工程、工业工程、交通运输。 自主招生

1350 中国矿业大学 K9 理工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含：安全工程、消防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K0 文史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
。办学地点为A区。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K1 文史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
。办学地点为A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K2 文史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
。办学地点为A区。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3 文史 经济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K4 文史 经济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K5 文史 经济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6 文史 能源经济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K7 文史 能源经济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K8 文史 能源经济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9 文史 金融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KA 文史 金融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KB 文史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C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KD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KE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F 文史 法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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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重庆大学 KG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KH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J 文史 知识产权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KK 文史 知识产权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KL 文史 知识产权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M 文史 英语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KN 文史 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KP 文史 英语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Q 文史 德语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KR 文史 德语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KS 文史 德语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T 文史 日语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KU 文史 日语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KV 文史 日语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W 文史 新闻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KX 文史 新闻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KY 文史 新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Z 文史 广播电视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L0 文史 广播电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L1 文史 广播电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L2 文史 风景园林(学制5年) 办学地点为B区。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L3 文史 风景园林(学制5年) 办学地点为B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L4 文史 风景园林(学制5年) 办学地点为B区。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L5 文史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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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重庆大学 L6 文史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L7 文史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L8 文史 工商管理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L9 文史 工商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LA 文史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LB 文史 市场营销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LC 文史 市场营销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LD 文史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LE 文史 会计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LF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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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G 文史 会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LH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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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J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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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K 文史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LL 文史 行政管理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LM 文史 行政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LN 文史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LP 文史 城市管理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LQ 文史 城市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LR 文史 城市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LS 文史 物流管理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LT 文史 物流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LU 文史 物流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LV 文史 电子商务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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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重庆大学 LW 文史 电子商务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LX 文史 电子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K1 理工 经济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K2 理工 经济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3 理工 能源经济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K4 理工 能源经济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K5 理工 能源经济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6 理工 金融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K7 理工 金融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K8 理工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9 理工 金融数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KA 理工 金融数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KB 理工 金融数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C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KD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KE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F 理工 法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KG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KH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J 理工 知识产权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KK 理工 知识产权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KL 理工 知识产权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M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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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重庆大学 KN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KP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KQ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R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KS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KT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U 理工 物理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KV 理工 物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KW 理工 物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KX 理工 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KY 理工 应用物理学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KZ 理工 应用物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L0 理工 应用物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L1 理工 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L2 理工 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L3 理工 应用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L4 理工 应用化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L5 理工 生物科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L6 理工 生物科学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L7 理工 生物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L8 理工 生物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L9 理工 统计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LA 理工 统计学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LB 理工 统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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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重庆大学 LC 理工 统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LD 理工 工程力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LE 理工 工程力学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LF 理工 工程力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LG 理工 工程力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LH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LJ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LK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LL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LM 理工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LN 理工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LP 理工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LQ 理工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LR 理工 机械电子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LS 理工 机械电子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LT 理工 机械电子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LU 理工 机械电子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LV 理工 工业设计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LW 理工 工业设计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LX 理工 工业设计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LY 理工 工业设计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LZ 理工 车辆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M0 理工 车辆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M1 理工 车辆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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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重庆大学 M2 理工 车辆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M3 理工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学
制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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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4 理工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学
制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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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5 理工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学
制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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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6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M7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M8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M9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MA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MB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MC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MD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ME 理工 材料化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MF 理工 材料化学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MG 理工 材料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MH 理工 材料化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MJ 理工 冶金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MK 理工 冶金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ML 理工 冶金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MM 理工 冶金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MN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MP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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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重庆大学 MQ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MR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MS 理工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MT 理工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MU 理工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MV 理工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MW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MX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MY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MZ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N0 理工
电气类(中外合作办学)(学
制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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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 理工
电气类(中外合作办学)(学
制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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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 理工
电气类(中外合作办学)(学
制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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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3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N4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N5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N6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N7 理工 电子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N8 理工 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N9 理工 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NA 理工 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NB 理工 通信工程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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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重庆大学 NC 理工 通信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ND 理工 通信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NE 理工 通信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NF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NG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NH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NJ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NK 理工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NL 理工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NM 理工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NN 理工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NP 理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NQ 理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NR 理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NS 理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NT 理工 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NU 理工 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NV 理工 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NW 理工 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NX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NY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NZ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P0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P1 理工 软件工程
第三、四学年每年预交学费标准为15000

元。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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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重庆大学 P2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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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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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 理工 信息安全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P5 理工 信息安全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P6 理工 信息安全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P7 理工 信息安全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P8 理工 物联网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P9 理工 物联网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PA 理工 物联网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PB 理工 物联网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PC 理工 土木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PD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PE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PF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PG 理工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PH 理工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PJ 理工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PK 理工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PL 理工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PM 理工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PN 理工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PP 理工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PQ 理工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PR 理工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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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重庆大学 PS 理工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PT 理工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PU 理工 测绘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PV 理工 测绘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PW 理工 测绘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PX 理工 测绘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PY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PZ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Q0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Q1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Q2 理工 制药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Q3 理工 制药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Q4 理工 制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Q5 理工 制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Q6 理工 采矿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Q7 理工 采矿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Q8 理工 采矿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Q9 理工 采矿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QA 理工 航空航天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QB 理工 航空航天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QC 理工 航空航天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QD 理工 航空航天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QE 理工 核工程与核技术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QF 理工 核工程与核技术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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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重庆大学 QG 理工 核工程与核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QH 理工 核工程与核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QJ 理工 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QK 理工 环境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QL 理工 环境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QM 理工 环境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QN 理工 环境科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QP 理工 环境科学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QQ 理工 环境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QR 理工 环境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QS 理工 环境生态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QT 理工 环境生态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QU 理工 环境生态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QV 理工 环境生态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QW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QX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QY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QZ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R0 理工 建筑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为B区。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R1 理工 建筑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为B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R2 理工 建筑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为B区。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R3 理工 城乡规划(学制5年) 办学地点为B区。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R4 理工 城乡规划(学制5年) 办学地点为B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R5 理工 城乡规划(学制5年) 办学地点为B区。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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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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6 理工 风景园林(学制5年) 办学地点为B区。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R7 理工 风景园林(学制5年) 办学地点为B区。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R8 理工 风景园林(学制5年) 办学地点为B区。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R9 理工 安全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RA 理工 安全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RB 理工 安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RC 理工 安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RD 理工 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RE 理工 生物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RF 理工 生物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RG 理工 生物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RH 理工 药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RJ 理工 药学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RK 理工 药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RL 理工 药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RM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RN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RP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RQ 理工 工程管理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RR 理工 工程管理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RS 理工 工程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RT 理工 工程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RU 理工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RV 理工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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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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W 理工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RX 理工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RY 理工 工程造价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RZ 理工 工程造价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S0 理工 工程造价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S1 理工 工程造价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S2 理工 工商管理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S3 理工 工商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S4 理工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S5 理工 市场营销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S6 理工 市场营销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S7 理工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S8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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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9 理工 会计学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SA 理工 会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SB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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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 理工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SD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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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 理工 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SF 理工 财务管理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SG 理工 财务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SH 理工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SJ 理工 行政管理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SK 理工 行政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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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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 理工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SM 理工 城市管理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SN 理工 城市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SP 理工 城市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SQ 理工 物流管理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SR 理工 物流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SS 理工 物流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ST 理工 物流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SU 理工 物流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SV 理工 物流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SW 理工 物流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SX 理工 工业工程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SY 理工 工业工程 高校专项

1355 重庆大学 SZ 理工 工业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T0 理工 工业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55 重庆大学 T1 理工 电子商务 自主招生

1355 重庆大学 T2 理工 电子商务 高水平艺术团

1355 重庆大学 T3 理工 电子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0 文史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统
计学、农林经济管理(国家卓越农林人才
计划)。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1 文史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统
计学、农林经济管理(国家卓越农林人才
计划)。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2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3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4 文史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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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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5 文史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6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商务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7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商务英语。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8 文史 广告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9 文史 广告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A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
、财务管理、工商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B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
、财务管理、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统
计学、农林经济管理(国家卓越农林人才
计划)。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1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统
计学、农林经济管理(国家卓越农林人才
计划)。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2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统
计学、农林经济管理(国家卓越农林人才
计划)。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3 理工 法学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4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5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6 理工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7 理工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8 理工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商务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9 理工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商务英语。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A 理工 商务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B 理工 广告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C 理工 广告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D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E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F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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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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G 理工 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H 理工 应用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J 理工 应用化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K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国家生物学理科基地班)、
生物技术(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基地班)。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L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国家生物学理科基地班)、
生物技术(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基地班)。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M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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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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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P 理工 生物信息学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Q 理工 生物信息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R 理工 生物信息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S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
子工程、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T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
子工程、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U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V 理工 机械电子工程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W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X 理工 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Y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KZ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0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1 理工 农业工程类
含：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卓越工
程师计划)、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2 理工 农业工程类
含：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卓越工
程师计划)、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3 理工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4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农业资源与环境(国家卓越农林人才
计划)、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生态
工程、地理信息科学。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5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农业资源与环境(国家卓越农林人才
计划)、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生态
工程、地理信息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第 158 页，共 249 页



院校
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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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代号
科类 专业名称及方向 专业备注 招生类型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6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农业资源与环境(国家卓越农林人才
计划)、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生态
工程、地理信息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7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含：食品科学与工程(国家卓越工程师计
划)、食品质量与安全。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8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含：食品科学与工程(国家卓越工程师计
划)、食品质量与安全。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9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含：食品科学与工程(国家卓越工程师计
划)、食品质量与安全。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A 理工 风景园林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B 理工 风景园林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C 理工 风景园林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D 理工 生物工程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E 理工 生物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F 理工 生物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G 理工 植物生产类
含：农学(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植物
科学与技术、种子科学与工程、植物保
护(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H 理工 植物生产类
含：农学(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植物
科学与技术、种子科学与工程、植物保
护(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J 理工 农学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K 理工 农学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L 理工
园艺(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
划)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M 理工
园艺(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
划)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N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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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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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Q 理工 植物保护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R 理工 植物保护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S 理工 植物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T 理工 植物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U 理工 种子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V 理工 种子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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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W 理工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X 理工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Y 理工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LZ 理工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0 理工 茶学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1 理工 茶学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2 理工 茶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3 理工 茶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4 理工 农业资源与环境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5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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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6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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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7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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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8 理工
动物科学(国家卓越农林人
才计划)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9 理工 动物医学(学制5年)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A 理工 动物医学(学制5年)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B 理工 动物医学(学制5年)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C 理工 动物医学(学制5年)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D 理工 林学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E 理工 林学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F 理工 林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G 理工 林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H 理工
园林(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
划)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J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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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K 理工
园林(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
划)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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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L 理工 水产类
含：水产养殖学(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水族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M 理工 水产类
含：水产养殖学(国家卓越农林人才计划)

、水族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N 理工 水产养殖学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P 理工 水产养殖学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Q 理工 水族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R 理工 水族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S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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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T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U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V 理工 工程管理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W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
、财务管理、工商管理。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X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
、财务管理、工商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Y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
、财务管理、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MZ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土地资源管理、行政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N0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土地资源管理、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N1 理工 行政管理 高校专项

1360 华中农业大学 N2 理工 土地资源管理 高校专项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K0 理工 金融学 办学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高水平艺术团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K1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高水平运动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K2 理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高水平艺术团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K3 理工 农业电气化 办学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高校专项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K4 理工 农学 办学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K5 理工 园艺 办学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K6 理工 植物保护 办学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K7 理工 种子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K8 理工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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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5 南京农业大学 K9 理工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KA 理工 茶学 办学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KB 理工 动物科学 办学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KC 理工 动物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KD 理工 动物药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高校专项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KE 理工 动物药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KF 理工 园林 办学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KG 理工 水产养殖学 办学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KH 理工 草业科学 办学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自主招生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KJ 理工 物流工程 办学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高校专项

1365 南京农业大学 KK 理工 工业工程 办学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0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1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2 文史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3 文史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4 文史 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5 文史 英语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6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7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金融学、保险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1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金融学、保险学、国际经
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2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3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4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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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5 理工 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6 理工 应用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7 理工 应用化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8 理工 化学生物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9 理工 化学生物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A 理工 地理科学类
含：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
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B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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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C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工程、生物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D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工程、生物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E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工程、生物技术。 自主招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F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车辆
工程。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G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车辆
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H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车辆
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J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K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L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M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N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P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Q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R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S 理工 软件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T 理工 软件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U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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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V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W 理工 水利类
含：农业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
文与水资源工程。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X 理工 水利类
含：农业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
文与水资源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Y 理工 水利类
含：农业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
文与水资源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KZ 理工 制药工程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0 理工 制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1 理工 制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2 理工 林业工程类 含：林产化工、木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3 理工 林业工程类 含：林产化工、木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4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5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6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7 理工 资源环境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8 理工 资源环境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9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A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B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C 理工 食品质量与安全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D 理工 食品质量与安全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E 理工 食品质量与安全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F 理工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G 理工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H 理工 风景园林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J 理工 风景园林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K 理工 农学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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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L 理工 农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M 理工 农学 自主招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N 理工 园艺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P 理工 园艺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Q 理工 园艺 自主招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R 理工 植物保护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S 理工 植物保护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T 理工 植物保护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U 理工 植物保护 自主招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V 理工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W 理工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X 理工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Y 理工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LZ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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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0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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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 理工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自主招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2 理工 动物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3 理工 动物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4 理工 动物科学 自主招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5 理工 动物医学(学制5年)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6 理工 动物医学(学制5年)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7 理工 动物医学(学制5年) 自主招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8 理工 林学类 含：林学、森林保护。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9 理工 林学类 含：林学、森林保护。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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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A 理工 林学类 含：林学、森林保护。 自主招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B 理工 园林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C 理工 园林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D 理工 园林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E 理工 园林 自主招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F 理工 水产养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G 理工 水产养殖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H 理工 草业科学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J 理工 草业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K 理工 草业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L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M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N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P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农林经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工
商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Q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农林经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工
商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R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农林经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工
商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S 理工 电子商务 高校专项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T 理工 电子商务 高水平艺术团

137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MU 理工 电子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0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1 文史 传播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0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生命科学)

含：生物科学类、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农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园艺、植物
保护、动物科学、动物医学、草业科学
、化学类、种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1 理工 理科试验班(信息科学)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类
、计算机类。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2 理工 经济学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农林经
济管理。第3学期分专业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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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3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4 理工 社会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5 理工 传播学 高水平运动队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6 理工 传播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7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8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第3学期分专业培
养。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9 理工 地理科学类
含：地理信息科学、土地资源管理。包
括地理信息科学、土地资源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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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第4学期分专
业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B 理工 工程力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C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D 理工 机械电子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E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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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F 理工 车辆工程 高校专项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G 理工 车辆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H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J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动化
。第3学期分专业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K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第3学期分专业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L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M 理工 水利类
含：农业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工程、能
源与动力工程。第3学期分专业培养。

高校专项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N 理工 水利类
含：农业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工程、能
源与动力工程。第3学期分专业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P 理工 农业工程类
含：农业工程、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第3学期分专业培养。

高校专项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Q 理工 农业工程类
含：农业工程、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第3学期分专业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R 理工 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 高校专项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S 理工 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T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应用气象学、生态学、资源环境科
学、环境工程。第3学期分专业培养。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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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U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应用气象学、生态学、资源环境科
学、环境工程。第3学期分专业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V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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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学
期分专业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W 理工 农学 高校专项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X 理工 农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Y 理工 园艺 高校专项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KZ 理工 园艺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L0 理工 植物保护 高校专项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L1 理工 植物保护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L2 理工 种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L3 理工 动物科学 高校专项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L4 理工 动物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L5 理工 动物医学(学制5年)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L6 理工 园林 考生宜有一定的绘画基础. 高校专项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L7 理工 园林 考生宜有一定的绘画基础。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L8 理工 草业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L9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电子商务。第3

学期分专业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375 中国农业大学 LA 理工 农村区域发展
专业下设国际发展等方向，第三学期分
方向培养。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0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1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2 文史 英语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3 文史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4 文史 商务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5 文史 商务英语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6 文史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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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7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
力资源管理、物业管理。按大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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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0 理工 金融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1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2 理工 英语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3 理工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4 理工 商务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5 理工 商务英语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6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7 理工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高校专项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8 理工 地理信息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9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按大类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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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按大类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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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B 理工 应用心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C 理工 统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D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E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F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G 理工 车辆工程 高校专项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H 理工 车辆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J 理工 车辆工程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K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L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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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M 理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N 理工 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P 理工 自动化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Q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数字媒体技术、网络工程。按大类招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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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专项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R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数字媒体技术、网络工程。按大类招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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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S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校专项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T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U 理工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V 理工 林业工程类

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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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产
化工(生物质能源科学与工程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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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校专项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W 理工 林业工程类

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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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产
化工(生物质能源科学与工程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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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X 理工 林业工程类

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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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产
化工(生物质能源科学与工程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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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Y 理工 环境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KZ 理工 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0 理工 环境科学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1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2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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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3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4 理工 城乡规划(学制5年)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5 理工 城乡规划(学制5年)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6 理工 风景园林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7 理工 风景园林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8 理工 园艺(观赏园艺方向)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9 理工 园艺(观赏园艺方向)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A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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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B 理工
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
理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C 理工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高校专项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D 理工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E 理工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F 理工 林学类

含：林学、森林保护、林学(城市林业方
向)。按大类招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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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专项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G 理工 林学类

含：林学、森林保护、林学(城市林业方
向)。按大类招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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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H 理工 林学类

含：林学、森林保护、林学(城市林业方
向)。按大类招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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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J 理工 园林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K 理工 园林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L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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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M 理工
草业科学(草坪科学与管理
方向)

自主招生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N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P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
力资源管理、物业管理。按大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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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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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Q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
力资源管理、物业管理。按大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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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艺术团

1380 北京林业大学 LR 理工 电子商务 高水平艺术团

1385 东北林业大学 K0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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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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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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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3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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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4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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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5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校专项

1385 东北林业大学 K6 理工 木材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385 东北林业大学 K7 理工 风景园林 高校专项

1385 东北林业大学 K8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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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0 文史 中医学(实验班)(学制5年)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1 文史 中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2 文史 中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3 文史 针灸推拿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4 文史 针灸推拿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0 理工 法学(医药卫生)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1 理工
中医学(卓越中西医班)(5

加3一体化)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2 理工
中医学(卓越针推班)(5加3

一体化)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3 理工
中医学(卓越针推对外
班)(5加3一体化)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4 理工
中医学(卓越中医京华
班)(5加3一体化)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5 理工
中医学(卓越中医班)(5加3

一体化)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6 理工 中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7 理工
中医学(岐黄国医班)(学制
9年)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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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8 理工 中医学(实验班)(学制5年)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9 理工
中医学(卓越针推班)(5加3

一体化)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A 理工
中医学(卓越中医班)(5加3

一体化)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B 理工
中医学(卓越中西医班)(5

加3一体化)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C 理工
中医学(卓越中医京华
班)(5加3一体化)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D 理工 中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E 理工 针灸推拿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F 理工 针灸推拿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G 理工 药学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H 理工 药事管理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J 理工 中药学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K 理工 中药学(卓越中药班)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自主招生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L 理工 中药学(卓越中药班)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M 理工 中药学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N 理工 中药制药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P 理工 康复治疗学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Q 理工 护理学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0 北京中医药大学 KR 理工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 办学地点：良乡校区。 高校专项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K0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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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大数据方向)。办学地点：
江苏南京。

高校专项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K1 文史 英语(医药方向)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江苏南
京。

高校专项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K0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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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大数据方向)。办学地点：
江苏南京。

自主招生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K1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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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大数据方向)。办学地点：
江苏南京。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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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5 中国药科大学 K2 理工 英语(医药方向)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江苏南
京。

自主招生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K3 理工 英语(医药方向)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江苏南
京。

高校专项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K4 理工 化工与制药类
含：制药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环境
科学。办学地点：江苏南京。

自主招生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K5 理工 化工与制药类
含：制药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环境
科学。办学地点：江苏南京。

高校专项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K6 理工 生物制药 办学地点：江苏南京。 自主招生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K7 理工 药学类
含：药学、药物制剂、药物分析、药物
化学。办学地点：江苏南京。

自主招生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K8 理工 药学类(生技与海药方向)
含：生物技术、海洋药学。办学地点：
江苏南京。

自主招生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K9 理工 药学类(生技与海药方向)
含：生物技术、海洋药学。办学地点：
江苏南京。

高校专项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KA 理工 药学(基础药学理科基地) 办学地点：江苏南京。 自主招生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KB 理工
药学(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
人才培养基地)

办学地点：江苏南京。 自主招生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KC 理工 临床药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江苏南京。 自主招生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KD 理工 中药学类
含：中药学、中药资源与开发、中药制
药。办学地点：江苏南京。

自主招生

1395 中国药科大学 KE 理工 中药学类
含：中药学、中药资源与开发、中药制
药。办学地点：江苏南京。

高校专项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0 文史 哲学 自主招生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1 文史 法学(卓越实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2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国家公费师
范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3 文史 教育学(国家试点学院) 自主招生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4 文史 教育学(国家试点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5 文史
学前教育(国家公费师范
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6 文史 体育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7 文史
汉语言文学(国家公费师范
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8 文史 英语(国家公费师范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9 文史 俄语 自主招生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A 文史 日语 自主招生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B 文史 历史学(国家公费师范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C 文史
地理科学(国家公费师范
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0 理工 哲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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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1 理工 法学(卓越实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2 理工 教育学(国家试点学院) 自主招生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3 理工 教育学(国家试点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4 理工
学前教育(国家公费师范
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5 理工 体育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6 理工 英语(国家公费师范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7 理工 俄语 自主招生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8 理工 日语 自主招生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9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国家公费
师范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A 理工 物理学(国家公费师范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B 理工 化学(国家公费师范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C 理工 天文学 自主招生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D 理工
地理科学(国家公费师范
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E 理工
生物科学(国家公费师范
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00 北京师范大学 KF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家公
费师范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0 文史 哲学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1 文史
政治学类(入学一年后按成
绩志愿分专业培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办学
地点：净月校区。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2 文史 社会工作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3 文史
教育学类(非公费师范)(入
学一年后按成绩志愿分专
业培养)

含：教育学、学前教育、小学教育。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4 文史
汉语言文学(国家公费师范
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5 文史 汉语言文学(非公费师范)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6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入学一年半
后按成绩志愿分专业培养)

含：新闻学、广告学。办学地点：净月
校区。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7 文史 历史学(非公费师范)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8 文史
地理科学(国家公费师范
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9 文史 行政管理 办学地点：净月校区。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A 文史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入
学两年后按成绩志愿分专
业培养)

含：图书馆学、信息资源管理。办学地
点：净月校区。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B 文史 旅游管理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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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0 理工 教育技术学(非公费师范) 办学地点：净月校区。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1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国家公费
师范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2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非公费师
范)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3 理工 化学(非公费师范)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4 理工 地理科学(非公费师范)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5 理工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6 理工
生物科学(国家公费师范
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7 理工 生物科学(非公费师范)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8 理工 心理学(非公费师范)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9 理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A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入学一
年半后根据成绩志愿分专
业培养)

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办学地点：
净月校区。

自主招生

1405 东北师范大学 KC 理工 物理学(非公费师范)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0 文史 哲学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1 文史 法学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2 文史 政治学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公共关系学。 高校专项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3 文史 政治学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公共关系学。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4 文史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高校专项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5 文史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6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7 文史 教育学类(师范)

含：学前教育、艺术教育、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心理)、教育康复学、公共事业
管理、教育技术学。

高校专项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8 文史 教育学类(师范)

含：学前教育、艺术教育、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心理)、教育康复学、公共事业
管理、教育技术学。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9 文史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A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B 文史 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C 文史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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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D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E 文史 历史学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F 文史 会展经济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0 理工 哲学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1 理工 法学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2 理工 政治学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公共关系学。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3 理工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4 理工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5 理工 教育学类(师范)

含：学前教育、艺术教育、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心理)、教育康复学、公共事业
管理、教育技术学。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6 理工 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7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8 理工 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9 理工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A 理工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B 理工 历史学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C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D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电子科学与技术、材料科
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E 理工 化学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F 理工 地理科学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G 理工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H 理工 地理信息科学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J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K 理工 生态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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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 理工 心理学类 含：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M 理工 电子信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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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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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N 理工 电子信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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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P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Q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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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高校专项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S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自主招生

1410 华东师范大学 KT 理工 会展经济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0 文史 政治学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1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国家公费师
范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2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3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国家公费师
范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4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5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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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6 文史
特殊教育(国家公费师范
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7 文史 体育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8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汉语国际教
育、汉语言文学(文学历史直博班)、汉语
言文学(试验班)。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9 文史
汉语言文学(国家公费师范
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A 文史
汉语言文学(国家公费师范
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B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基地班)、历史学。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C 文史 历史学(国家公费师范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D 文史 地理科学类
含：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与
资源环境、地理信息科学、地理科学。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E 文史
地理科学(国家公费师范
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F 文史 信息资源管理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G 文史 信息资源管理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H 文史 电子商务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0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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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 理工 科学教育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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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2 理工 科学教育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3 理工 教育技术学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4 理工
教育技术学(国家公费师范
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5 理工 教育技术学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6 理工
特殊教育(国家公费师范
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7 理工 体育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8 理工 地理科学类
含：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与
资源环境、地理信息科学、地理科学。

高校专项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9 理工 地理科学类
含：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与
资源环境、地理信息科学、地理科学。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A 理工
地理科学(国家公费师范
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B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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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 理工 数字媒体技术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D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E 理工 信息资源管理 自主招生

1415 华中师范大学 KF 理工 电子商务 自主招生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K0 文史 哲学 自主招生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K1 文史
汉语言文学(国家公费师范
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K2 文史 英语(国家公费师范生)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入校前签毕业后到
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K3 文史 旅游管理 自主招生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K0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国家公费
师范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K1 理工 物理学(国家公费师范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K2 理工
地理科学(国家公费师范
生)

入校前签毕业后到中小学就业协议。 高校专项

1420 陕西师范大学 K3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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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4 理工 旅游管理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K0 文史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金融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K1 文史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2 文史 经济学类(中外合作办学)
含：经济学。办学地点：西南大学西塔
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3 文史 法学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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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 西南大学 K4 文史 法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K5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6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K7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8 文史 教育学(晏阳初实验班)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K9 文史 教育学(晏阳初实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A 文史 学前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B 文史 运动训练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C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高校专项

1425 西南大学 KD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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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F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KG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H 文史 俄语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J 文史 德语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K 文史 日语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L 文史 新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M 文史 新闻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KN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民族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KP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民族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Q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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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5 西南大学 KR 文史 应用心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S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
、旅游管理。

高校专项

1425 西南大学 KT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
、旅游管理。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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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 西南大学 KU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
、旅游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V 文史 文化产业管理
大类招生，含文化产业管理、社会工作
、公共关系学3个专业。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KW 文史 文化产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X 文史 农业经济管理类 含：农林经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Y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哲学、政治学与行政学
。

高校专项

1425 西南大学 KZ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哲学、政治学与行政学
。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L0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哲学、政治学与行政学
。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金融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K1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2 理工 经济学类(中外合作办学)
含：经济学。办学地点：西南大学西塔
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3 理工 法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K4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5 理工 教育学(晏阳初实验班)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K6 理工 教育学(晏阳初实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7 理工 教育技术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8 理工 学前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9 理工 运动训练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A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KB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C 理工 俄语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D 理工 德语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E 理工 日语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F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KG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H 理工 物理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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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 西南大学 KJ 理工 物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K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KL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M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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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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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5 西南大学 KP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KQ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R 理工 生物技术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KS 理工 生物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T 理工
生物科学类(中外合作办
学)

含：生物技术。办学地点：西南大学西
塔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U 理工 应用心理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KV 理工 应用心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W 理工 心理学类(中外合作办学) 含：心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X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
程、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KY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
程、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KZ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物理、金属材料工程。 高校专项

1425 西南大学 L0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物理、金属材料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L1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物理、金属材料工程。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L2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L3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L4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安
全。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L5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安
全。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L6 理工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
学)

含：电子信息工程。办学地点：西南大
学西塔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L7 理工 自动化类(中外合作办学) 含：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L8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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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 西南大学 L9 理工 网络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LA 理工 计算机类(中外合作办学) 含：软件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LB 理工 计算机类(中外合作办学)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LC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
程。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LD 理工 制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LE 理工 纺织类 含：纺织工程、轻化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LF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与工程、土地资源管理。 高校专项
1425 西南大学 LG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与工程、土地资源管理。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LH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与工程、土地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LJ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含：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科学与工程
、包装工程、茶学。

高校专项

1425 西南大学 LK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含：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科学与工程
、包装工程、茶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LL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含：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科学与工程
、包装工程、茶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LM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中外合
作办学)

含：食品质量与安全。办学地点：西南
大学西塔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LN 理工 风景园林 大类招生，含风景园林、园林2个专业。 高校专项

1425 西南大学 LP 理工 风景园林 大类招生，含风景园林、园林2个专业。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LQ 理工 风景园林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LR 理工 植物生产类
含：植物保护、农村区域发展、农学、
植物科学与技术、园艺。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LS 理工 植物生产类
含：植物保护、农村区域发展、农学、
植物科学与技术、园艺。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LT 理工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
含：农业资源与环境、水土保持与荒漠
化防治、林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LU 理工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
含：农业资源与环境、水土保持与荒漠
化防治、林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LV 理工
动物科学(拔尖人才创新实
验班)

大类招生，含动物科学、动物医学、水
产养殖学3个专业。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LW 理工
动物科学(拔尖人才创新实
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LX 理工 蚕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LY 理工 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LZ 理工 药学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M0 理工 药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M1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M2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
、旅游管理。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M3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
、旅游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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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 西南大学 M4 理工 文化产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M5 理工 农业经济管理类 含：农林经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25 西南大学 M6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哲学、政治学与行政学
。

自主招生

1425 西南大学 M7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哲学、政治学与行政学
。

高水平运动队

1430 北京外国语大学 K0 文史 外交学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1430 北京外国语大学 K1 文史 汉语国际教育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1430 北京外国语大学 K2 文史 阿拉伯语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1430 北京外国语大学 K0 理工 德语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1430 北京外国语大学 K1 理工 阿拉伯语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1430 北京外国语大学 K2 理工 朝鲜语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1430 北京外国语大学 K3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国
际商务、电子商务。办学地点：校本部
。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0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1 文史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2 文史 汉语言文学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3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4 文史 英语(英西复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5 文史 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6 文史 德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7 文史 法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8 文史 法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9 文史 西班牙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A 文史 阿拉伯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B 文史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C 文史 日语(日英复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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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D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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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 文史 葡萄牙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F 文史 土耳其语(土英复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G 文史 意大利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H 文史 翻译(本地化)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J 文史 翻译(汉英法)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K 文史 翻译(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0 理工 金融学 高校专项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1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2 理工 英语(英西复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3 理工 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4 理工 德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5 理工 法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6 理工 西班牙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7 理工 阿拉伯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8 理工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9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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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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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B 理工 葡萄牙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C 理工 土耳其语(土英复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D 理工 意大利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E 理工 翻译(本地化)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F 理工 翻译(汉英法)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35 北京语言大学 KG 理工 翻译(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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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0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1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2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3 文史 政治学与行政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4 文史 政治学与行政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5 文史 政治学与行政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6 文史 国际政治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7 文史 国际政治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8 文史 国际政治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9 文史 教育技术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A 文史 教育技术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B 文史 教育技术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C 文史 汉语国际教育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D 文史 汉语国际教育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E 文史 汉语国际教育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F 文史 英语(教育)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G 文史 英语(教育)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H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J 文史 英语(教育)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K 文史 俄语
只招英语,俄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
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L 文史 俄语
只招英语,俄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
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M 文史 阿拉伯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N 文史 阿拉伯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P 文史 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
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Q 文史 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
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R 文史 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
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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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S 文史 朝鲜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T 文史 朝鲜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U 文史 朝鲜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V 文史 捷克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W 文史 捷克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X 文史 乌克兰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Y 文史 乌克兰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Z 文史 乌兹别克语
只招英语,俄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
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0 文史 乌兹别克语
只招英语,俄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
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1 文史 新闻学(国际新闻)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2 文史 广播电视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3 文史 广告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4 文史 广告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5 文史 广告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6 文史 网络与新媒体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7 文史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8 文史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9 文史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A 文史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B 文史 公共关系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C 文史 公共关系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D 文史 公共关系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0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1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2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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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3 理工 政治学与行政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4 理工 政治学与行政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5 理工 政治学与行政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6 理工 国际政治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7 理工 国际政治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8 理工 国际政治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9 理工 教育技术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A 理工 教育技术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B 理工 教育技术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C 理工 汉语国际教育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D 理工 汉语国际教育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E 理工 汉语国际教育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F 理工 英语(教育)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G 理工 英语(教育)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H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J 理工 英语(教育)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K 理工 俄语
只招英语,俄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
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L 理工 俄语
只招英语,俄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
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M 理工 阿拉伯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N 理工 阿拉伯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P 理工 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
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Q 理工 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
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R 理工 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
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S 理工 朝鲜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T 理工 朝鲜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U 理工 朝鲜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V 理工 捷克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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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W 理工 捷克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X 理工 乌克兰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Y 理工 乌克兰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校区
。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KZ 理工 乌兹别克语
只招英语,俄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
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0 理工 乌兹别克语
只招英语,俄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主
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1 理工 新闻学(国际新闻)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2 理工 广播电视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3 理工 广告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4 理工 广告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5 理工 广告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6 理工 网络与新媒体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7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8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9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A 理工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B 理工 公共关系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C 理工 公共关系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14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LD 理工 公共关系学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0 文史 经济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1 文史 经济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2 文史 财政学类 含：财政学、税收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3 文史 财政学类 含：财政学、税收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4 文史 金融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5 文史 金融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6 文史 法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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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7 文史 法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8 文史 社会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9 文史 社会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A 文史 新闻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B 文史 新闻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C 文史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D 文史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E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国际商务、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
销、工商管理(商务分析)、工商管理(战
略与创新创业)。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F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国际商务、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
销、工商管理(商务分析)、工商管理(战
略与创新创业)。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G 文史 会计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H 文史 会计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J 文史 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K 文史 财务管理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L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M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1 理工 经济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2 理工 财政学类 含：财政学、税收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3 理工 财政学类 含：财政学、税收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4 理工 金融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5 理工 金融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6 理工 投资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7 理工 投资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8 理工 法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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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9 理工 法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A 理工 社会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B 理工 社会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C 理工 新闻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D 理工 新闻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E 理工 数学类
含：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
。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F 理工 数学类
含：信息与计算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
。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G 理工 统计学类
含：统计学(实验班)、经济统计学(金融
统计与风险管理)。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H 理工 统计学类
含：统计学(实验班)、经济统计学(金融
统计与风险管理)。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J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K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L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M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N 理工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P 理工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Q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国际商务、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
销、工商管理(商务分析)、工商管理(战
略与创新创业)。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R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国际商务、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
销、工商管理(商务分析)、工商管理(战
略与创新创业)。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S 理工 会计学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T 理工 会计学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U 理工 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V 理工 财务管理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W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X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校专项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Y 理工 电子商务 自主招生

1445 上海财经大学 KZ 理工 电子商务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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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0 文史 经济学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税收学
。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1 文史 金融学类
含：金融学(国际金融与市场)、经济与金
融。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2 文史 金融学类 含：金融学、金融工程、投资学。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3 文史 保险学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4 文史 法学类 含：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5 文史 政治学类 含：国际政治、政治学与行政学。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6 文史 政治学类 含：国际政治、政治学与行政学。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7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学。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8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学。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9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商务英语、翻译、英语。只招英语
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A 文史 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B 文史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C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营销、工商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D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海关管理、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
理。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E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海关管理、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
理。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F 文史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G 文史 物流管理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H 文史 物流管理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税收学
。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1 理工 金融学类
含：金融学(国际金融与市场)、经济与金
融。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2 理工 金融学类 含：金融学、金融工程、投资学。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3 理工 保险学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4 理工 精算学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5 理工 法学类 含：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6 理工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商务英语、翻译、英语。只招英语
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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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7 理工 俄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8 理工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9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营销、工商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A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海关管理、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
理。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B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海关管理、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
理。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C 理工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D 理工 物流管理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E 理工 物流管理 高校专项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F 理工 电子商务类 含：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45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KG 理工 电子商务类 含：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0 文史
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
才培养基地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1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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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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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3 文史 经济统计学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4 文史 财政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5 文史 财政学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6 文史 财政学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7 文史 税收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8 文史 金融学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9 文史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A 文史 金融学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B 文史 金融学(双语实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C 文史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D 文史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向)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E 文史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向)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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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F 文史 金融工程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G 文史 保险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H 文史
保险学(财务与会计双语实
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J 文史 保险学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K 文史
保险学(财务与会计双语实
验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L 文史 保险学(精算双语实验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M 文史 保险学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N 文史 信用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P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验
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Q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验
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R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S 文史
法学(法学与会计学双学位
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T 文史
法学(法学与会计学双学位
班)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U 文史
法学(法学与会计学双学位
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V 文史
汉语言文学(财经文秘方
向)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W 文史
汉语言文学(财经文秘方
向)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X 文史 英语(翻译方向)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Y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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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Z 文史 商务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0 文史 商务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1 文史 新闻学(经济新闻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2 文史 新闻学(经济新闻方向)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3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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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4 文史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商务
智能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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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5 文史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6 文史 工商管理(双语实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7 文史 工商管理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8 文史 工商管理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9 文史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A 文史 市场营销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B 文史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C 文史 会计学(双语实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D 文史 会计学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E 文史 会计学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F 文史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G 文史 财务管理(双语实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H 文史 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J 文史 财务管理(双语实验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K 文史 国际商务(双语实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L 文史 国际商务(双语实验班)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M 文史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N 文史 人力资源管理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P 文史 人力资源管理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Q 文史 审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R 文史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S 文史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T 文史 电子商务(支付结算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U 文史 电子商务(支付结算方向)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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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V 文史 旅游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
才培养基地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1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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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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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3 理工 经济统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4 理工 经济统计学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5 理工 经济统计学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6 理工 财政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7 理工 财政学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8 理工 财政学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9 理工 税收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A 理工 金融学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B 理工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C 理工 金融学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D 理工 金融学(双语实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E 理工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F 理工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向)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G 理工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向)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H 理工 金融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J 理工 金融工程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K 理工 保险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L 理工
保险学(财务与会计双语实
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M 理工 保险学(精算双语实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N 理工 保险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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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P 理工
保险学(财务与会计双语实
验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Q 理工 保险学(精算双语实验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R 理工 保险学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S 理工 投资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T 理工 金融数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U 理工 信用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V 理工 精算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W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验
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X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验
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Y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KZ 理工
法学(法学与会计学双学位
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0 理工
法学(法学与会计学双学位
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1 理工
法学(法学与会计学双学位
班)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2 理工
汉语言文学(财经文秘方
向)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3 理工
汉语言文学(财经文秘方
向)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4 理工 英语(翻译方向)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5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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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6 理工 商务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7 理工 商务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8 理工 新闻学(经济新闻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9 理工 新闻学(经济新闻方向)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A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与经
济学双学位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B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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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 理工 统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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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D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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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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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F 理工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G 理工 管理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H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商务
智能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J 理工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K 理工 工商管理(双语实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L 理工 工商管理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M 理工 工商管理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N 理工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P 理工 市场营销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Q 理工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R 理工 会计学(双语实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S 理工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门化
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T 理工 会计学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U 理工 会计学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V 理工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W 理工 财务管理(双语实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X 理工 财务管理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Y 理工 财务管理(双语实验班)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LZ 理工 国际商务(双语实验班)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M0 理工 国际商务(双语实验班)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M1 理工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M2 理工 人力资源管理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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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 西南财经大学 M3 理工 人力资源管理 高校专项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M4 理工 审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M5 理工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M6 理工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M7 理工 物流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M8 理工 电子商务(支付结算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M9 理工 电子商务(支付结算方向) 自主招生

1455 西南财经大学 MA 理工 旅游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0 文史 财政学类
含：财政学、税收学。办学地点：按学
校两校区建设规划和办学实际确定。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1 文史 财政学类
含：财政学、税收学。办学地点：按学
校两校区建设规划和办学实际确定。

高校专项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2 文史 金融学类
含：金融学。办学地点：按学校两校区
建设规划和办学实际确定。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4 文史 汉语言文学
办学地点：按学校两校区建设规划和办
学实际确定。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5 文史 汉语言文学
办学地点：按学校两校区建设规划和办
学实际确定。

高校专项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6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财经英语
与财经翻译)

含：英语(财经英语)、翻译(财经翻译)。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按学校
两校区建设规划和办学实际确定。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8 文史 日语(财经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按
学校两校区建设规划和办学实际确定。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9 文史 工商管理类(会计学院)
含：会计学。办学地点：按学校两校区
建设规划和办学实际确定。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A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办学地
点：按学校两校区建设规划和办学实际
确定。

高校专项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办学地
点：按学校两校区建设规划和办学实际
确定。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1 理工 财政学类
含：财政学、税收学、资产评估。办学
地点：按学校两校区建设规划和办学实
际确定。

高校专项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2 理工 金融学类
含：金融学、金融工程。办学地点：按
学校两校区建设规划和办学实际确定。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4 理工 保险学
办学地点：按学校两校区建设规划和办
学实际确定。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6 理工 经济与贸易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贸易
经济。办学地点：按学校两校区建设规
划和办学实际确定。

高校专项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7 理工 统计学类
含：经济统计学、统计学、应用统计学
。办学地点：按学校两校区建设规划和
办学实际确定。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9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办
学地点：按学校两校区建设规划和办学
实际确定。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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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A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管理科学、工程管理、房地产开发
与管理。办学地点：按学校两校区建设
规划和办学实际确定。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B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管理科学、工程管理、房地产开发
与管理。办学地点：按学校两校区建设
规划和办学实际确定。

高校专项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C 理工 工商管理类(会计学院)
含：会计学、财务管理。办学地点：按
学校两校区建设规划和办学实际确定。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D 理工 工商管理类(商学院)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大数据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办学地点：
按学校两校区建设规划和办学实际确定
。

自主招生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E 理工 工商管理类(会计学院)
含：会计学、财务管理。办学地点：按
学校两校区建设规划和办学实际确定。

高校专项

1460 中央财经大学 KH 理工 电子商务类
含：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办学地点：按学校两校区建设规划和办
学实际确定。

高校专项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K0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北京昌平。 自主招生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K1 文史
法学(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实验班)

办学地点：北京昌平。 自主招生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K2 文史
法学(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模
式实验班)

办学地点：北京昌平。 自主招生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K3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北京昌平。 高水平运动队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K4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北京昌平。 高水平艺术团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K5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北京昌平。 高校专项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K0 理工
法学(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模
式实验班)

办学地点：北京昌平。 自主招生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K1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北京昌平。 自主招生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K2 理工
法学(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实验班)

办学地点：北京昌平。 自主招生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K3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北京昌平。 高水平艺术团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K4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北京昌平。 高水平运动队

1465 中国政法大学 K5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北京昌平。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K0 文史 法学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K1 文史 汉语言文学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K2 文史 汉语言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K3 文史
新闻学(数据新闻报道方
向)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K4 文史
广播电视学(国际新闻传播
方向)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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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0 中国传媒大学 K5 文史
广播电视学(电视摄影方
向)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K6 文史 广播电视学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K7 文史 编辑出版学(新媒体方向)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K8 文史 网络与新媒体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K0 理工 法学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K1 理工 汉语言 高校专项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K2 理工
新闻学(数据新闻报道方
向)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K3 理工
广播电视学(国际新闻传播
方向)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K4 理工 广播电视学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K5 理工
广播电视学(电视摄影方
向)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K6 理工 编辑出版学(新媒体方向)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K7 理工 网络与新媒体 自主招生

1470 中国传媒大学 K8 理工 广播电视工程 自主招生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K0 文史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经济学、行政管理、英语、翻译、
德语、法学。

高水平艺术团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K1 文史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经济学、行政管理、英语、翻译、
德语、法学。

自主招生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K2 文史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经济学、行政管理、英语、翻译、
德语、法学。

高校专项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K0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信息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信
息对抗技术、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
成系统、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磁场
与无线技术、交通运输、软件工程、自
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器人工
程。

高水平艺术团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K1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航空H航天
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纳米材料与技术
、飞行器动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环境与生命
保障工程、工程力学、机械工程、材料
成型及控制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微
机电系统工程、工业设计、生物医学工
程、车辆工程、交通运输等专业，详见
院校章程。

高水平艺术团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K2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国际通用工
程学院)

含：机械工程、航空航天工程。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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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K3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信息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信
息对抗技术、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
成系统、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磁场
与无线技术、交通运输、软件工程、自
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器人工
程。

自主招生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K4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航空H航天
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纳米材料与技术
、飞行器动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环境与生命
保障工程、工程力学、机械工程、材料
成型及控制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微
机电系统工程、工业设计、生物医学工
程、车辆工程、交通运输等专业，详见
院校章程。

自主招生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K5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航空H航天
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纳米材料与技术
、飞行器动力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环境与生命
保障工程、工程力学、机械工程、材料
成型及控制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微
机电系统工程、工业设计、生物医学工
程、车辆工程、交通运输等专业，详见
院校章程。

高校专项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K6 理工 工科试验班类(信息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信
息对抗技术、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
成系统、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磁场
与无线技术、交通运输、软件工程、自
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器人工
程。

高校专项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K7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中法工程师
学院)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应用物理学、工程力学。

高水平艺术团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K8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

含：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工业工程、金融学、经济统计学、能源
经济、会计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工商
管理、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应用
物理学、核物理、化学、应用化学、空
间科学与技术、环境工程、化学生物学
、信息安全。

高水平艺术团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K9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中法工程师
学院)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应用物理学、工程力学。

自主招生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KA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

含：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工业工程、金融学、经济统计学、能源
经济、会计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工商
管理、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应用
物理学、核物理、化学、应用化学、空
间科学与技术、环境工程、化学生物学
、信息安全。

自主招生

148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KB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

含：工程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工业工程、金融学、经济统计学、能源
经济、会计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工商
管理、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应用
物理学、核物理、化学、应用化学、空
间科学与技术、环境工程、化学生物学
、信息安全。

高校专项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K0 文史
社会科学试验班(精品文科
班)

含：经济学、社会工作、法学、英语、
德语、日语、西班牙语。英语、日语、
德语、西班牙语专业方向学费为6000元/

年。办学地点：北京。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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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0 北京理工大学 K1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制5年) 办学地点：北京。 高水平运动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K0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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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学地点：北京。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K1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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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学地点：北京。

高校专项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K2 理工
工科试验班(信息科学技
术)

含：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
仪器、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软件
工程。办学地点：北京。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K3 理工
工科试验班(航空航天与武
器类)

含：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动力工
程、航空航天工程、武器发射工程、探
测制导与控制技术、工程力学、武器系
统与工程、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特种
能源技术与工程、安全工程、机械电子
工程。办学地点：北京。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K4 理工 工科试验班(车辆类)

含：车辆工程、装甲车辆工程、能源与
动力工程、机械工程、工业工程。办学
地点：北京。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K5 理工
工科试验班(航空航天与武
器类)

含：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动力工
程、航空航天工程、武器发射工程、探
测制导与控制技术、工程力学、武器系
统与工程、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特种
能源技术与工程、安全工程、机械电子
工程。办学地点：北京。

高校专项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K6 理工 工科试验班(车辆类)

含：车辆工程、装甲车辆工程、能源与
动力工程、机械工程、工业工程。办学
地点：北京。

高校专项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K7 理工
工科试验班(信息科学技
术)

含：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测控技术与
仪器、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软件
工程。办学地点：北京。

高校专项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K8 理工
理科试验班(理学与材料菁
英班)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材料化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电子封装技术、化
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
工程、能源化学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技术、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
算科学、统计学、应用物理学。办学地
点：北京。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K9 理工
理科试验班(理学与材料菁
英班)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材料化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电子封装技术、化
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
工程、能源化学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技术、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
算科学、统计学、应用物理学。办学地
点：北京。

高校专项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KA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制5年) 办学地点：北京。 高水平运动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KB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实验班) 办学地点：北京。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KC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实验班) 办学地点：北京。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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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0 北京理工大学 KD 理工
工商管理类(中外合作办
学)(会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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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北京。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KE 理工 设计学类 含：工业设计。办学地点：北京。 自主招生

1490 北京理工大学 KF 理工 设计学类 含：工业设计。办学地点：北京。 高校专项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0 文史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大数据管理
与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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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艺术团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0 理工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大数据管理
与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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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 理工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大数据管理
与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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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水平艺术团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2 理工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大数据管理
与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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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3 理工 工科试验班
含：通信工程、电磁场与无线技术、电
子信息工程、信息对抗技术、遥感科学
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4 理工 工科试验班
含：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交通工程、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高校专项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5 理工
工科试验班(功能新材料与
化工)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学工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
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6 理工 工科试验班 含：工程力学、复合材料与工程。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7 理工 工科试验班
含：通信工程、电磁场与无线技术、电
子信息工程、信息对抗技术、遥感科学
与技术。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8 理工
工科试验班(仪器工程及智
能化)

含：测控技术与仪器、精密仪器、光电
信息科学与工程(光电仪器方向)。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9 理工 工科试验班
含：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交通工程、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A 理工
工科试验班(功能新材料与
化工)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学工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
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B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C 理工 英语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D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E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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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F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材料化学。 高校专项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G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材料化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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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H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J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
子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工业工程、
工业设计。

高水平艺术团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K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
子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工业工程、
工业设计。

高校专项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L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
子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工业工程、
工业设计。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M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N 理工 焊接技术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P 理工 焊接技术与工程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Q 理工 能源动力类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
、核工程与核技术。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R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S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T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
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光学工程方向)

。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U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V 理工 自动化类 含：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自动化。 高水平艺术团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W 理工 自动化类 含：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自动化。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X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生
物信息学、物联网工程、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Y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生
物信息学、物联网工程、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KZ 理工 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L0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工
程管理。

高校专项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L1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工
程管理。

高水平艺术团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L2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工
程管理。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L3 理工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L4 理工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高校专项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L5 理工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L6 理工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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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L7 理工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L8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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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9 理工 建筑学(学制5年) 高水平艺术团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LA 理工 建筑学(学制5年)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LB 理工 城乡规划(学制5年) 自主招生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LC 理工 设计学类 含：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艺术。 高校专项

1495 哈尔滨工业大学 LD 理工 设计学类 含：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艺术。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0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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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
威海市。

高校专项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1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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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
威海市。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2 理工 英语 办学地点：威海市。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3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办学地点：威海市。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4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威海市。 高校专项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5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威海市。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6 理工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办学地点：威海市。 高校专项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7 理工 车辆工程 办学地点：威海市。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8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办学地点：威海市。 高校专项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9 理工 焊接技术与工程 办学地点：威海市。 高校专项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A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威海市。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B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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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
点：威海市。

高校专项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C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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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
点：威海市。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D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威海市。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E 理工 自动化 办学地点：威海市。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F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办
学地点：威海市。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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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G 理工 软件工程 办学地点：威海市。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H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办学地点：威海市。 高校专项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J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办学地点：威海市。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K 理工 船舶与海洋工程 办学地点：威海市。 高校专项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L 理工 船舶与海洋工程 办学地点：威海市。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M 理工 环境工程 办学地点：威海市。 高校专项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N 理工 环境工程 办学地点：威海市。 自主招生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P 理工 生物工程 办学地点：威海市。 高校专项

14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KQ 理工 生物工程 办学地点：威海市。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0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英语成绩不低于120

分。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1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电子商
务。

高水平运动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0 理工 金融学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1 理工 金融学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2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3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4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5 理工 工业设计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6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7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8 理工 能源动力类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轮机工程。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9 理工 能源动力类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轮机工程。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A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B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C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D 理工 水声工程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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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E 理工 自动化类
含：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自动化。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F 理工 自动化类
含：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自动化。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G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H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J 理工 软件工程 后两年学费16000元/年。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K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L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M 理工 海洋工程类
含：船舶与海洋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
工程。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N 理工 海洋工程类
含：船舶与海洋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
工程。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P 理工 航空航天类
含：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动力工
程、土木工程、工程力学、建筑环境与
能源应用工程。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Q 理工 航空航天类
含：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动力工
程、土木工程、工程力学、建筑环境与
能源应用工程。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R 理工 核工程与核技术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S 理工 核工程与核技术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T 理工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 自主招生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U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电子商
务。

高校专项

1500 哈尔滨工程大学 KV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电子商
务。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0 文史 经济与贸易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办学地
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1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2 文史 政治学与行政学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3 文史 政治学与行政学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4 文史
英语(民航业务、国际贸
易)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5 文史
英语(民航业务、国际贸
易)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6 文史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7 文史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8 文史 广播电视学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9 文史 广播电视学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A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办
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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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B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C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D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0 理工 经济与贸易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办学地
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1 理工 经济与贸易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办学地
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2 理工 政治学与行政学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3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4 理工 应用物理学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5 理工 应用物理学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校专项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6 理工 应用物理学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7 理工 应用化学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8 理工 应用化学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9 理工 应用化学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校专项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A 理工 空间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B 理工 工程力学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C 理工 工程力学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D 理工 机械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E 理工 机械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F 理工 机械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校专项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G 理工 工业设计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H 理工 工业设计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J 理工 车辆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K 理工 车辆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校专项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L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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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M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N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P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Q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R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S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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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T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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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高校专项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U 理工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V 理工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W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X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校专项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Y 理工 自动化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KZ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0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1 理工 软件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2 理工 软件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3 理工 信息安全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4 理工 信息安全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5 理工 信息安全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校专项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6 理工 物联网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7 理工 物联网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8 理工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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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9 理工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A 理工 土木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B 理工
交通运输(民航电子电气工
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C 理工 交通运输(民航机务工程)
报考该专业须仔细阅读我校招生简章。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D 理工
交通运输(空中交通管制与
签派)

报考该专业须仔细阅读我校招生简章。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E 理工
交通运输(空中交通管制与
签派)

报考该专业须仔细阅读我校招生简章。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F 理工
交通运输(机场运行与管
理)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G 理工 航空航天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H 理工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J 理工 飞行器制造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K 理工
飞行器制造工程(航空维修
工程与技术)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L 理工 飞行器制造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M 理工 飞行器动力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N 理工 飞行器动力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P 理工
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
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Q 理工
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
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R 理工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S 理工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T 理工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校专项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U 理工 核工程类
含：核工程与核技术、辐射防护与核安
全。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V 理工 核工程类
含：核工程与核技术、辐射防护与核安
全。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W 理工 核工程类
含：核工程与核技术、辐射防护与核安
全。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校专项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X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Y 理工 生物医学工程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Z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业工程、
电子商务。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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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M0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业工程、
电子商务。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自主招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M1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办
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M2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办
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0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M3 理工 公共事业管理 办学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0 文史 社会工作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1 文史 英语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2 文史 英语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3 文史 日语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4 文史 广播电视学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5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类 含：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1 理工 英语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2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3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4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5 理工 应用物理学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6 理工 应用物理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7 理工 应用统计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8 理工 工程力学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9 理工 工程力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A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工程、车辆工程、工业工程。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B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工程、车辆工程、工业工程。 高校专项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C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工程、车辆工程、工业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D 理工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E 理工 工业设计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F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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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G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纳米
材料与技术。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H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纳米
材料与技术。

高校专项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J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纳米
材料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K 理工 能源动力类
含：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L 理工 能源动力类
含：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M 理工 电气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智能电网信
息工程。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N 理工 电气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智能电网信
息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P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
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微电
子科学与工程。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Q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
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微电
子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R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
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微电
子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S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T 理工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U 理工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高校专项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V 理工 自动化类 含：自动化、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W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软
件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X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软
件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Y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软
件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KZ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L0 理工 化工与制药类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材料
化学、安全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应用化学。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L1 理工 化工与制药类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材料
化学、安全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L2 理工 化工与制药类
含：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材料
化学、安全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应用化学。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L3 理工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L4 理工 兵器类
含：武器系统与工程、弹药工程与爆炸
技术。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L5 理工 兵器类
含：武器系统与工程、弹药工程与爆炸
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L6 理工 武器发射工程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L7 理工 武器发射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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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 南京理工大学 L8 理工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L9 理工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LA 理工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LB 理工 环境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LC 理工 生物工程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LD 理工 生物工程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LE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LF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水平艺术团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LG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

自主招生

1510 南京理工大学 LH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

高水平艺术团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0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1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2 文史 英语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3 文史 德语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0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1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2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3 理工 应用物理学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4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技术。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5 理工 统计学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6 理工 工程力学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7 理工 工程力学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8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9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A 理工 机械电子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第 214 页，共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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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B 理工 工业设计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C 理工 微机电系统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D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E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F 理工 材料物理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G 理工 材料物理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H 理工 材料物理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J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K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L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M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N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P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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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
点：长安校区。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Q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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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
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R 理工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S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T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U 理工 信息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V 理工 信息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W 理工 水声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X 理工 水声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Y 理工 自动化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KZ 理工 自动化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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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0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1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2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3 理工 软件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自主招生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4 理工 信息安全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5 理工 土木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6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7 理工 交通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8 理工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9 理工 船舶与海洋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A 理工 航空航天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B 理工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C 理工 飞行器制造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D 理工 飞行器制造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E 理工 飞行器动力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F 理工 飞行器动力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G 理工 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H 理工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J 理工 环境科学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K 理工 建筑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L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M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办
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15 西北工业大学 LN 理工 工业工程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1520 暨南大学 K0 文史 财政学 办学地点：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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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 暨南大学 K1 文史 金融学 办学地点：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K2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K3 文史 知识产权 办学地点：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K4 文史 新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K5 文史 广告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K6 文史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K7 文史 人力资源管理 办学地点：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K8 文史 行政管理 办学地点：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K9 文史 旅游管理 办学地点：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K0 理工 财政学 办学地点：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K1 理工 金融学 办学地点：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K2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K3 理工 知识产权 办学地点：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K4 理工 新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K5 理工 广告学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K6 理工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K7 理工 人力资源管理 办学地点：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K8 理工 行政管理 办学地点：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0 暨南大学 K9 理工 旅游管理 办学地点：番禺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0 理工 工科试验班 含：力学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1 理工 工科试验班
含：力学类、机械类、能源动力类、安
全科学与工程类。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2 理工 工科试验班
含：力学类、机械类、能源动力类、安
全科学与工程类。

高校专项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3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
含：数学类、物理学类、化学类、地球
物理学类、生物科学类、材料类、电子
信息类、计算机类、环境科学。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4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
含：数学类、物理学类、化学类、生物
科学类。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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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5 理工 理科试验班类
含：数学类、物理学类、化学类、地球
物理学类、生物科学类、材料类、电子
信息类、计算机类、环境科学。

高校专项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6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7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

高校专项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8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天文学、光
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9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天文学、光
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

高校专项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A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B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 高校专项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C 理工 地球物理学类 含：地球物理学、大气科学。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D 理工 地球物理学类 含：地球物理学、大气科学。 高校专项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E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F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高校专项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G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物理、材料化学、高分子材料
与工程。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H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物理、材料化学、高分子材料
与工程。

高校专项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J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自动化、信息安全。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K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自动化、信息安全。

高校专项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L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M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N 理工 环境科学 自主招生

15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KP 理工 环境科学 高校专项

1560 北京工业大学 K0 理工 应用物理学
第一年在通州校区，第二至四年在平乐
园校区。

高校专项

1560 北京工业大学 K1 理工 机械工程
第一年在通州校区，第二至四年在平乐
园校区。

高校专项

1560 北京工业大学 K2 理工 能源动力类
含：能源与动力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
程。第一年在通州校区，第二至四年在
平乐园校区。

高校专项

1560 北京工业大学 K3 理工 电子科学与技术(实验班)
第一年在通州校区，第二至四年在平乐
园校区。

高校专项

1560 北京工业大学 K4 理工 通信工程
第一年在通州校区，第二至四年在平乐
园校区。

高校专项

1560 北京工业大学 K5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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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至
四年在平乐园校区。不招全色盲。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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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 北京工业大学 K6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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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至四年在平乐园校区。不招
色盲。

高校专项

1560 北京工业大学 K7 理工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第一年在通州校区，第二至四年在平乐
园校区。不招色盲。

高校专项

1560 北京工业大学 K8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不招色盲、
色弱。

高校专项

1560 北京工业大学 K9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第一年在通州校区，第二至四年在平乐
园校区。

高校专项

1560 北京工业大学 KA 理工 工商管理
第一年在通州校区，第二至四年在平乐
园校区。

高校专项

1660 山西大学 K0 文史 行政管理 办学地点：坞城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660 山西大学 K0 理工 行政管理 办学地点：坞城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790 上海大学 K0 文史
社会学类(代表人文社科
类)

含：哲学、法学、社会学、社会工作、
思想政治教育、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
教育、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
历史学。大类招生，第一年末进行专业
分流。

高校专项

1790 上海大学 K1 文史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790 上海大学 K0 理工 电气类(代表理学工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学、应
用化学、理论与应用力学、智能制造工
程、冶金工程、金属材料工程、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土木工程、环境工程、生物工程
、建筑学等39个专业，详见招生章程。
大类招生，第一年末进行专业分流。不
招色盲。

高校专项

1790 上海大学 K1 理工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795 上海理工大学 K0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795 上海理工大学 K0 理工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10 华东政法大学 K0 文史 法学类
含：法学(民商法律)、法学(刑事法律)、
法学(经济法)、法学(国际经济法)、法学
(国际金融法)。办学地点：松江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810 华东政法大学 K0 理工 法学类
含：法学(民商法律)、法学(刑事法律)、
法学(经济法)、法学(国际经济法)、法学
(国际金融法)。办学地点：松江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0 文史 经济学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K1 文史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2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3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4 文史 法学 自主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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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苏州大学 K5 文史 社会学类 含：社会学、社会工作。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6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K7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K8 文史 教育学(师范)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K9 文史 体育教育(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A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师范)、汉语言文学(基
地)、汉语国际教育、秘书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B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师范)、汉语言文学(基
地)、汉语国际教育、秘书学。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KC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师范)、汉语言文学(基
地)、汉语国际教育、秘书学。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KD 文史 俄语(学制5年)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KE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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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F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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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G 文史 历史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H 文史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J 文史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K 文史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L 文史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M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N 文史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P 文史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Q 文史 旅游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K1 理工 法学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K2 理工 教育学(师范)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K3 理工 教育技术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4 理工 体育教育(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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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苏州大学 K5 理工 英语(师范)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K6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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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7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基地)、数学与应用
数学(师范)、信息与计算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8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基地)、数学与应用
数学(师范)、信息与计算科学。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K9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KA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B 理工 应用心理学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KC 理工 统计学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KD 理工 统计学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KE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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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F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KG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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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H 理工 冶金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J 理工 冶金工程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KK 理工 纳米材料与技术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KL 理工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KM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N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KP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信息工
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Q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信息工
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KR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通信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信息工
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KS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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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T 理工 软件工程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KU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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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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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苏州大学 KV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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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 理工 轻化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X 理工 轻化工程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KY 理工 交通运输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KZ 理工 交通运输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L0 理工 食品质量与安全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L1 理工 建筑学(学制5年) 需具有一定的美术基础。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L2 理工 城乡规划(学制5年) 需具有一定的美术基础。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L3 理工 风景园林 需具有一定的美术基础。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L4 理工 生物制药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L5 理工 生物制药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L6 理工 临床医学(学制5年)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L7 理工 放射医学(学制5年)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L8 理工 预防医学(学制5年)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L9 理工 药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LA 理工 药学 自主招生

1830 苏州大学 LB 理工 护理学
建议身高男不低于1.65米、女不低于
1.55米。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LC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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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高校专项

1830 苏州大学 LE 理工 工业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830 苏州大学 LF 理工 电子商务 高校专项

1835 扬州大学 K0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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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0 江苏大学 K0 文史 电子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K0 文史 社会学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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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 南京师范大学 K1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专项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K2 文史 历史学 高校专项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K3 文史 劳动与社会保障 高校专项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K0 理工 物理学 高校专项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K1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 高校专项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K2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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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K3 理工 自动化 高校专项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K4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K5 理工 测绘工程 高校专项

1855 南京师范大学 K6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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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7 理工 生物工程 高校专项

186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K0 文史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6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K0 理工
应用气象学(公共气象服务
方向)

高水平运动队

1880 宁波大学 K0 文史 经济学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经济学
、金融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880 宁波大学 K1 文史 法学类(法政类)
含：法学、行政管理、法学(英语特色班)

。
高水平运动队

1880 宁波大学 K2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人文与传媒
类)

含：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广告学、新
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80 宁波大学 K3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旅游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80 宁波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类
含：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经济学
、金融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880 宁波大学 K1 理工 法学类(法政类)
含：法学、行政管理、法学(英语特色班)

。
高水平运动队

1880 宁波大学 K2 理工
新闻传播学类(人文与传媒
类)

含：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广告学、新
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80 宁波大学 K3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旅游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0 文史 金融学 第一年在福州市怡山校区培养。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1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2 文史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3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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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福州大学 K4 文史 德语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5 文史 日语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6 文史 应用心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7 文史 工商管理 第一年在福州市怡山校区培养。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8 文史 市场营销 第一年在福州市怡山校区培养。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9 文史 会计学 第一年在福州市怡山校区培养。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A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第一年
在福州市怡山校区培养。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B 文史 物流管理 第一年在福州市怡山校区培养。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0 理工 金融学 第一年在福州市怡山校区培养。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1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2 理工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3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4 理工 德语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5 理工 日语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6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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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7 理工 应用物理学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K8 理工 应用心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9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KA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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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B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KC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KD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E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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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F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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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福州大学 KG 理工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KH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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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J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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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 理工 软件工程 后两年收费标准13000元/年。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L 理工 数字媒体技术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KM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N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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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P 理工 制药工程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KQ 理工 交通运输类 含：交通运输、交通工程。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KR 理工 环境工程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KS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KT 理工 建筑学(学制5年)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U 理工 安全工程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KV 理工 生物工程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KW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第一年在福州市怡山校区培养。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KX 理工 工程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KY 理工 工程管理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KZ 理工 工商管理 第一年在福州市怡山校区培养。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L0 理工 市场营销 第一年在福州市怡山校区培养。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L1 理工 会计学 第一年在福州市怡山校区培养。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L2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第一年
在福州市怡山校区培养。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L3 理工 物流管理 第一年在福州市怡山校区培养。 高水平运动队

1895 福州大学 L4 理工 物流工程 第一年在福州市怡山校区培养。 高校专项

1895 福州大学 L5 理工 电子商务 第一年在福州市怡山校区培养。 高水平运动队

1910 南昌大学 K0 文史 经济学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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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南昌大学 K1 文史 法学类 含：法学、知识产权。 高水平运动队

1910 南昌大学 K2 文史 教育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1910 南昌大学 K3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910 南昌大学 K4 文史 新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10 南昌大学 K5 文史 广播电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10 南昌大学 K6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10 南昌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10 南昌大学 K1 理工 法学类 含：法学、知识产权。 高水平运动队

1910 南昌大学 K2 理工 教育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1910 南昌大学 K3 理工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1910 南昌大学 K4 理工 新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10 南昌大学 K5 理工 广播电视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10 南昌大学 K6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30 湘潭大学 K0 文史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30 湘潭大学 K1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1930 湘潭大学 K2 文史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930 湘潭大学 K3 文史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1930 湘潭大学 K0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1930 湘潭大学 K1 理工 通信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0 文史 经济学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1 文史 金融学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2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3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校专项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4 文史 教育学(师范)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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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5 文史 体育教育(师范)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6 文史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7 文史 运动人体科学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8 文史 汉语言文学(师范)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校专项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9 文史 汉语言文学(师范)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A 文史 英语(师范)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湖南长
沙。

高校专项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B 文史 英语(师范)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湖南长
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C 文史 法语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D 文史 新闻学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E 文史 历史学(师范)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校专项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F 文史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G 文史 化学(师范)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H 文史 地理科学(师范)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校专项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J 文史 生物科学(师范)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K 文史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L 文史 通信工程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M 文史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N 文史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P 文史 会计学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Q 文史 人力资源管理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1 理工 金融学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2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3 理工 教育学(师范)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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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4 理工 体育教育(师范)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5 理工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6 理工 运动人体科学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7 理工 汉语言文学(师范)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校专项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8 理工 汉语言文学(师范)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9 理工 英语(师范)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湖南长
沙。

高校专项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A 理工 英语(师范)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湖南长
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B 理工 法语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C 理工 新闻学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D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校专项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E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F 理工 物理学(师范)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校专项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G 理工 化学(师范)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校专项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H 理工 化学(师范)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J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校专项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K 理工 生物科学(师范)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L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M 理工 通信工程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N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P 理工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Q 理工 会计学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35 湖南师范大学 KR 理工 人力资源管理 办学地点：湖南长沙。 高水平运动队

1965 深圳大学 K0 文史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后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965 深圳大学 K0 理工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后海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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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华南师范大学 K0 文史 体育教育(师范) 办学地点：大学城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1985 华南师范大学 K0 理工 体育教育(师范) 办学地点：大学城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000 广西大学 K0 文史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
、财政学。

高水平运动队

2000 广西大学 K1 文史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2000 广西大学 K2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翻译。 高水平运动队

2000 广西大学 K3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 高水平运动队

2000 广西大学 K4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会计学、旅
游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000 广西大学 K5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000 广西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
、财政学。

高水平运动队

2000 广西大学 K1 理工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翻译。 高水平运动队

2000 广西大学 K2 理工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 高水平运动队

2000 广西大学 K3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
子工程、车辆工程。

高校专项

2000 广西大学 K4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木材科学与工程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高校专项

2000 广西大学 K5 理工 电气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 高校专项

2000 广西大学 K6 理工 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校专项

2000 广西大学 K7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信
息安全。

高校专项

2000 广西大学 K8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会计学、旅
游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000 广西大学 K9 理工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030 西南政法大学 K0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渝北校区。 高校专项

2030 西南政法大学 K1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渝北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030 西南政法大学 K2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渝北校区。 高校专项

2030 西南政法大学 K3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办学地点：渝北校区。 高校专项

2030 西南政法大学 K0 理工 哲学 办学地点：渝北校区。 高校专项

2030 西南政法大学 K1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渝北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030 西南政法大学 K2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渝北校区。 高校专项

2030 西南政法大学 K3 理工 知识产权 办学地点：渝北校区。 高校专项

2030 西南政法大学 K4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审
计学、劳动关系。办学地点：渝北校区
。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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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 重庆邮电大学 K0 文史 法学类 含：法学、知识产权。 高水平运动队

2035 重庆邮电大学 K1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翻译。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2080 云南大学 K0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云南大学呈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K1 文史 政治学与行政学 办学地点：云南大学呈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K2 文史 英语 办学地点：云南大学呈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K3 文史 新闻学 办学地点：云南大学呈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K8 文史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保险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会计学
。办学地点：云南大学呈贡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080 云南大学 K9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物流管理、电子商务、旅游管理。
办学地点：云南大学呈贡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080 云南大学 K0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办学地点：云南大学呈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K1 理工 生物科学
国家生物学基地班。办学地点：云南大
学呈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K2 理工 生物技术
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基地班。办学地
点：云南大学呈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K3 理工 通信工程 办学地点：云南大学呈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K4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云南大学呈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K5 理工 软件工程
第三、四学年学费12000元/年。办学地
点：云南大学呈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K6 理工 土木工程 办学地点：云南大学呈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80 云南大学 K7 理工 建筑学(学制5年)
须有美术基础。办学地点：云南大学呈
贡校区。

高校专项

2090 西北大学 K0 文史 汉语言文学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2090 西北大学 K1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2090 西北大学 K2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工商管理。办学地点：长
安校区。

高校专项

2090 西北大学 K3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
社会保障、公共事业管理。办学地点：
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2090 西北大学 K4 文史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含：图书馆学、档案学。办学地点：长
安校区。

高校专项

2090 西北大学 K0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2090 西北大学 K1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应用物理学、材料物理。
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2090 西北大学 K2 理工 化学类
含：化学、应用化学、材料化学、化学
生物学。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2090 西北大学 K3 理工 生物科学类
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中药学、生
态学。

高校专项

2090 西北大学 K4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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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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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0 西北大学 K5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办学地点：
长安校区。

高校专项

210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K0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草堂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10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K1 文史 汉语言文学 办学地点：草堂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10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K2 文史 汉语国际教育 办学地点：草堂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10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K3 文史 英语 办学地点：草堂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10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K4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公共事业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文化
产业)、公共事业管理(国际经贸)。办学
地点：草堂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10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K0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功能材料、材料
科学与工程(资源循环)。办学地点：草堂
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10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K1 理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草堂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10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K2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工商管理。办学地点：草
堂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105 西安邮电大学 K0 文史 市场营销 办学地点：西安邮电大学雁塔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105 西安邮电大学 K0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西安邮电大学长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130 石河子大学 K0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2130 石河子大学 K1 文史 教育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2130 石河子大学 K2 文史 学前教育(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2130 石河子大学 K3 文史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2130 石河子大学 K4 文史 新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2130 石河子大学 K5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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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2130 石河子大学 K6 文史 农林经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130 石河子大学 K7 文史 物流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130 石河子大学 K8 文史 电子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2130 石河子大学 K9 文史 旅游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130 石河子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 高水平运动队

2130 石河子大学 K1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2130 石河子大学 K2 理工 教育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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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 石河子大学 K3 理工 新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2130 石河子大学 K4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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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2130 石河子大学 K5 理工 农林经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130 石河子大学 K6 理工 物流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130 石河子大学 K7 理工 电子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2130 石河子大学 K8 理工 旅游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210 湖北大学 K0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营销。办学地点：通识教育学院
。

高水平运动队

2215 中国民航大学 K0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物
流管理、经济与金融。

高水平运动队

2215 中国民航大学 K0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物
流管理、经济与金融。

高水平运动队

2220 武汉科技大学 K0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黄家湖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230 天津财经大学 K0 文史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2230 天津财经大学 K1 文史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230 天津财经大学 K0 理工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2230 天津财经大学 K1 理工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235 东北电力大学 K0 文史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2235 东北电力大学 K0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2235 东北电力大学 K1 理工 智能电网信息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250 天津外国语大学 K0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翻译、商务英语。只招英语
语种考生。办学地点：五大道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K0 理工 临床医学(学制8年)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K1 理工
临床医学(法语班)(学制8

年)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K2 理工
临床医学(儿科学方向)(学
制5年)

“5+3”一体化。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K3 理工 临床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K4 理工
临床医学(口腔方向)(学制
8年)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K5 理工
临床医学(英语班)(学制5

年)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K6 理工
临床医学(儿科学方向)(学
制5年)

“5+3”一体化。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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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K7 理工 临床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校专项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K8 理工
临床医学(儿科学方向)(学
制5年)

“5+3”一体化。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K9 理工 临床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KA 理工
临床医学(英语班)(学制5

年)
办学地点：主校区。 高水平艺术团

226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KB 理工 口腔医学(学制5年) 办学地点：主校区。 自主招生

2285 沈阳建筑大学 K0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2285 沈阳建筑大学 K1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2285 沈阳建筑大学 K2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
。

高水平运动队

2295 南华大学 K0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雨母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300 长沙理工大学 K0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K0 文史 经济学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K1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K2 文史 政治学类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工作。办学
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3 文史 体育教育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K4 文史 休闲体育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K5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新闻学。办学地点：
校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6 文史 汉语言文学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K7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商务英语、翻译。办学地
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8 文史 新闻学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K9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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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A 文史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KB 文史 农林经济管理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C 文史 行政管理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KD 文史 旅游管理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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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5 贵州大学 KE 文史 旅游管理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K1 理工 财政学类
含：财政学、金融学。办学地点：校本
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2 理工 经济与贸易类
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办学地
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3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K4 理工 体育教育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K5 理工 休闲体育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K6 理工 汉语言文学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K7 理工 新闻学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K8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信息与
计算科学。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9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A 理工 能源动力类
含：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冶金工程。办
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B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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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
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C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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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D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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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
体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物联
网工程。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E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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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F 理工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G 理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含：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办学地点：
校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H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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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J 理工 建筑类(学制5年)
含：建筑学、城乡规划。办学地点：校
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K 理工 安全工程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L 理工 植物生产类
含：农学、园艺、植物保护、茶学、烟
草。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M 理工 农业资源与环境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N 理工 药学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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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5 贵州大学 KP 理工 中草药栽培与鉴定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Q 理工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KR 理工 行政管理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305 贵州大学 KS 理工 土地资源管理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校专项

2305 贵州大学 KT 理工 旅游管理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315 南京邮电大学 K0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仙林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315 南京邮电大学 K0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仙林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320 北方工业大学 K0 文史 法学类 含：法学、知识产权。 高水平运动队

2320 北方工业大学 K0 理工 电气类
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新
能源科学与工程、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

高水平运动队

2325 华侨大学 K0 理工
公共事业管理(社会保障管
理方向)

办学地点：泉州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330 西安工业大学 K0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未央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330 西安工业大学 K1 文史 体育教育 办学地点：未央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330 西安工业大学 K2 文史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办学地点：未央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330 西安工业大学 K3 文史 人力资源管理 办学地点：未央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330 西安工业大学 K0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未央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330 西安工业大学 K1 理工 体育教育 办学地点：未央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330 西安工业大学 K2 理工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办学地点：未央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330 西安工业大学 K3 理工 人力资源管理 办学地点：未央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365 太原理工大学 K0 文史 工程管理 办学地点：明向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395 集美大学 K0 文史 物流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415 浙江工业大学 K0 文史 教育学类(中外合作办学)
含：汉语国际教育。办学地点：浙江工
业大学屏峰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415 浙江工业大学 K1 文史 金融学 办学地点：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0 文史 经济学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1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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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2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3 文史 社会工作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4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成都校
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5 文史 俄语
只招英语,俄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成
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6 文史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7 文史 市场营销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8 文史 会计学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9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A 文史 电子商务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1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2 理工 法学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3 理工 社会工作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4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成都校
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5 理工 俄语
只招英语,俄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成
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6 理工 信息与计算科学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7 理工 化学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8 理工 应用化学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9 理工 地理信息科学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A 理工 地质学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B 理工 机械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C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D 理工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E 理工 工业设计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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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F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G 理工 测控技术与仪器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H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J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K 理工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L 理工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M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N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P 理工 通信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Q 理工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R 理工 自动化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S 理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T 理工 软件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U 理工 网络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V 理工 物联网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W 理工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X 理工 网络空间安全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Y 理工 土木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KZ 理工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L0 理工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L1 理工 测绘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L2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L3 理工 勘查技术与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L4 理工 资源勘查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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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5 西南石油大学 L5 理工 石油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L6 理工 油气储运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L7 理工 海洋油气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L8 理工 环境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L9 理工 安全工程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LA 理工 工程管理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LB 理工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LC 理工 市场营销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LD 理工 会计学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LE 理工 公共事业管理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15 西南石油大学 LF 理工 电子商务 办学地点：成都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550 北京联合大学 K0 文史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550 北京联合大学 K0 理工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655 湖北中医药大学 K0 文史 健康服务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655 湖北中医药大学 K0 理工 运动康复 高水平运动队

2655 湖北中医药大学 K1 理工 健康服务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0 文史 金融学 一年级在城西校区就读。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1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一年级在城西校区就读。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2 文史 法学 一年级在城西校区就读。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3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一年
级在城西校区就读。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4 文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含：英语、商务英语。只招英语语种考
生。一年级在城西校区就读。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5 文史 日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一年级在城西校区
就读。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6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广告学、传播学。一年级在城西校
区就读。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7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
理、会计学、财务管理。一年级在城西
校区就读。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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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0 海南大学 K8 文史 农林经济管理 一年级在城西校区就读。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9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公共关
系学。一年级在城西校区就读。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A 文史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与
管理。一年级在城西校区就读。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0 理工 金融学 一年级在城西校区就读。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1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一年级在城西校区就读。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2 理工 法学 一年级在城西校区就读。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3 理工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4 理工 机械类
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
子工程、车辆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5 理工 材料类
含：材料科学与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
程。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6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7 理工 电子信息类 含：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8 理工 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9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网
络工程、软件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A 理工 软件工程(NIIT)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B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C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D 理工 交通运输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E 理工 海洋工程与技术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F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含：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G 理工 建筑学(学制5年)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H 理工 风景园林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J 理工 植物生产类 含：农学、植物保护、园艺。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K 理工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L 理工 水产养殖学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M 理工 药学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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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0 海南大学 KN 理工 工程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P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
理、会计学、财务管理。一年级在城西
校区就读。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Q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公共关
系学。一年级在城西校区就读。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R 理工 物流管理 一年级在城西校区就读。 高水平运动队

2750 海南大学 KS 理工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与
管理。一年级在城西校区就读。

高水平运动队

2755 宁夏大学 K0 文史 经济学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755 宁夏大学 K1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755 宁夏大学 K2 文史 小学教育(师范)(教师教育)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755 宁夏大学 K3 文史 体育教育(师范)(教师教育)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755 宁夏大学 K4 文史 汉语言文学(文秘)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755 宁夏大学 K5 文史 地理科学类
含：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755 宁夏大学 K6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市场营销、工商管理。办
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755 宁夏大学 K7 文史 行政管理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755 宁夏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755 宁夏大学 K1 理工 教育技术学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755 宁夏大学 K2 理工 小学教育(师范)(教师教育)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755 宁夏大学 K3 理工 体育教育(师范)(教师教育)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755 宁夏大学 K4 理工 地理科学类
含：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755 宁夏大学 K5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市场营销、工商管理。办
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2805 西安理工大学 K0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曲江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805 西安理工大学 K0 理工 工程管理 办学地点：曲江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810 安徽工业大学 K0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810 安徽工业大学 K0 理工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850 广州大学 K0 文史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850 广州大学 K0 理工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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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0 上海海事大学 K0 文史 交通管理(航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860 上海海事大学 K0 理工 交通管理(航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2870 天津理工大学 K0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
办学地点：天津理工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2930 广东工业大学 K0 文史 经济学 办学地点：龙洞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930 广东工业大学 K1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龙洞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930 广东工业大学 K2 文史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龙洞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930 广东工业大学 K0 理工 经济学 办学地点：龙洞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930 广东工业大学 K1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龙洞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2930 广东工业大学 K2 理工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龙洞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3200 天津科技大学 K0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3200 天津科技大学 K0 理工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3280 河北师范大学 K0 文史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师范)、汉语言、秘书学
。

高水平运动队

3280 河北师范大学 K1 文史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师范)、考古学。 高水平运动队

3280 河北师范大学 K2 文史 地理科学类

含：地理科学(师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含地理科学（师范类招生）、地理
信息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三个专
业。

高水平运动队

3280 河北师范大学 K3 文史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
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3280 河北师范大学 K0 理工 地理科学类
含：地理科学(师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地理信息科学。

高水平运动队

3280 河北师范大学 K1 理工 公共管理类
含：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
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3350 河北地质大学 K0 文史 工商管理类(财会方向)
含：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办学
地点：河北地质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3350 河北地质大学 K0 理工 金融学 办学地点：河北地质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3350 河北地质大学 K1 理工 材料类
含：宝石及材料工艺学、矿物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办学地点：河北地
质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3350 河北地质大学 K2 理工 计算机类
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软
件工程。办学地点：河北地质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3350 河北地质大学 K3 理工 土木类
含：土木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办
学地点：河北地质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3350 河北地质大学 K4 理工 地质类(水资源方向)
含：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地下水科学与
工程。办学地点：河北地质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3350 河北地质大学 K5 理工 地质类(矿产资源方向)

含：地质工程(综合找矿方向)、海洋资源
与环境、资源勘查工程。办学地点：河
北地质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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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0 河北地质大学 K6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
工程造价、电子商务。办学地点：河北
地质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3350 河北地质大学 K7 理工 工商管理类(财会方向)
含：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办学
地点：河北地质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3410 太原师范学院 K0 文史 政治学与行政学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3410 太原师范学院 K1 文史 教育学(师范)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3410 太原师范学院 K2 文史 体育教育(师范)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3410 太原师范学院 K3 文史 汉语言文学(师范)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3410 太原师范学院 K0 理工 体育教育(师范)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3440 内蒙古工业大学 K0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外语只开设英语教学，招收有志愿考生
。跨境电商方向。办学地点：新城校区
。

高水平运动队

3440 内蒙古工业大学 K1 文史 法学
外语只开设英语教学。办学地点：金川
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3440 内蒙古工业大学 K2 文史 社会工作
外语只开设英语教学。办学地点：金川
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3440 内蒙古工业大学 K3 文史 工商管理
外语只开设英语教学。办学地点：新城
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3440 内蒙古工业大学 K4 文史 会计学
外语只开设英语教学。办学地点：新城
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3440 内蒙古工业大学 K5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
外语只开设英语教学。办学地点：新城
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3460 内蒙古科技大学 K0 文史 金融学 高水平运动队

3460 内蒙古科技大学 K1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3460 内蒙古科技大学 K2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3460 内蒙古科技大学 K3 文史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3460 内蒙古科技大学 K4 文史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3460 内蒙古科技大学 K5 文史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3460 内蒙古科技大学 K6 文史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3460 内蒙古科技大学 K7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3460 内蒙古科技大学 K0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3460 内蒙古科技大学 K1 理工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3555 沈阳化工大学 K0 文史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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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5 沈阳化工大学 K0 理工 工商管理 办学地点：校本部。 高水平运动队

3695 黑龙江大学 K0 文史 金融学 办学地点：哈尔滨市。 高校专项

3695 黑龙江大学 K1 文史 法学 办学地点：哈尔滨市。 高水平运动队

3695 黑龙江大学 K2 文史 商务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办学地点：哈尔滨
市。

高校专项

3695 黑龙江大学 K0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 办学地点：哈尔滨市。 高校专项

3695 黑龙江大学 K1 理工 通信工程 办学地点：哈尔滨市。 高校专项

3695 黑龙江大学 K2 理工 自动化 办学地点：哈尔滨市。 高校专项

3725 哈尔滨商业大学 K0 文史 金融学 办学地点：哈尔滨商业大学北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3725 哈尔滨商业大学 K1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办学地点：哈尔滨商业大学北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3725 哈尔滨商业大学 K2 文史 会计学 办学地点：哈尔滨商业大学北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3725 哈尔滨商业大学 K3 文史 财务管理 办学地点：哈尔滨商业大学北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3780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K0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高水平运
动员)

办学地点：上海松江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3780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K0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高水平运
动员)

办学地点：上海松江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4060 浙江工商大学 K0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
理、国际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4060 浙江工商大学 K0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
理、国际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4065 浙江财经大学 K0 文史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4065 浙江财经大学 K0 理工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4100 安徽师范大学 K0 文史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4100 安徽师范大学 K0 理工 行政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4125 安徽建筑大学 K0 文史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4125 安徽建筑大学 K0 理工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4395 山东师范大学 K0 文史
汉语言文学(高水平运动
员)

办学地点：济南市。 高水平运动队

4395 山东师范大学 K0 理工
汉语言文学(高水平运动
员)

办学地点：济南市。 高水平运动队

4485 山东财经大学 K0 文史 体育经济与管理 办学地点：舜耕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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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5 山东财经大学 K0 理工 体育经济与管理 办学地点：舜耕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4550 湖北工业大学 K0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4550 湖北工业大学 K1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保险学。

高水平运动队

4550 湖北工业大学 K0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保险学。

高水平运动队

4700 湖南农业大学 K0 文史 体育学类 含：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4880 广东财经大学 K0 文史 法学
第三、四年就读地点为广州校区。办学
地点：佛山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4880 广东财经大学 K1 文史 新闻学
第三、四年就读地点为广州校区。办学
地点：佛山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4880 广东财经大学 K2 文史 工商管理
第三、四年就读地点为广州校区。办学
地点：佛山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4880 广东财经大学 K3 文史 行政管理
第三、四年就读地点为广州校区。办学
地点：佛山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4880 广东财经大学 K4 文史 旅游管理
第三、四年就读地点为广州校区。办学
地点：佛山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4880 广东财经大学 K0 理工 法学
第三、四年就读地点为广州校区。办学
地点：佛山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4880 广东财经大学 K1 理工 新闻学
第三、四年就读地点为广州校区。办学
地点：佛山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4880 广东财经大学 K2 理工 工商管理
第三、四年就读地点为广州校区。办学
地点：佛山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4880 广东财经大学 K3 理工 行政管理
第三、四年就读地点为广州校区。办学
地点：佛山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4880 广东财经大学 K4 理工 旅游管理
第三、四年就读地点为广州校区。办学
地点：佛山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492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K0 文史 金融学类 含：会计学、财务管理、金融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492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K1 文史 法学类 含：法学、知识产权。 高水平运动队

492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K2 文史 汉语国际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492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K3 文史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492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K4 文史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电子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492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K5 文史 工商管理类 含：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492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K0 理工 金融学类 含：会计学、财务管理、金融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492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K1 理工 法学类 含：法学、知识产权。 高水平运动队

492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K2 理工 汉语国际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492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K3 理工 英语 只招英语语种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492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K4 理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含：工业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电子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4925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K5 理工 工商管理类 含：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4950 广西中医药大学 K0 文史 针灸推拿学(学制5年) 不录取色盲、色弱考生。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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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0 广西中医药大学 K1 文史
医学技术类(高水平运动
队)

含：康复治疗学、运动康复。不录取色
盲、色弱考生。入学一年后实行专业分
流，运动康复专业只允许理科类考生报
名分流。

高水平运动队

4950 广西中医药大学 K2 文史 护理学(高水平运动队)

不录取色盲、色弱考生。女生身高
155cm（含）以上、男生165cm（含）
以上。

高水平运动队

4950 广西中医药大学 K3 文史
公共管理类(高水平运动
队)

含：市场营销、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公共事业管理。入学一年后实行专业分
流，色盲、色弱考生不允许分流至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及市场营销专业，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只允许理工类考生
报名分流。

高水平运动队

5010 海南师范大学 K0 文史 体育教育(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5010 海南师范大学 K1 文史 日语 高水平运动队

5010 海南师范大学 K0 理工 体育教育(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5010 海南师范大学 K1 理工 化学(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5080 四川师范大学 K0 理工 小学教育 高水平运动队

5080 四川师范大学 K1 理工 体育教育 办学地点：成龙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5080 四川师范大学 K2 理工 财务管理 办学地点：成龙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5100 西华大学 K0 文史 保险学 高水平运动队

5100 西华大学 K1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5100 西华大学 K2 文史 汉语言文学 高水平运动队

5100 西华大学 K3 文史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5100 西华大学 K4 文史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5100 西华大学 K5 文史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5100 西华大学 K6 文史 文化产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5100 西华大学 K0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5100 西华大学 K1 理工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5100 西华大学 K2 理工 文化产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5100 西华大学 K3 理工 电子商务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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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0 昆明理工大学 K0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5230 昆明理工大学 K1 文史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5230 昆明理工大学 K2 文史 新闻传播学类 含：广告学、传播学、编辑出版学。 高水平运动队

5230 昆明理工大学 K3 文史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5230 昆明理工大学 K4 文史 市场营销 高水平运动队

5230 昆明理工大学 K5 文史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5230 昆明理工大学 K0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5230 昆明理工大学 K1 理工 法学 高水平运动队

5230 昆明理工大学 K2 理工 机械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5230 昆明理工大学 K3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5230 昆明理工大学 K4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高水平运动队

5230 昆明理工大学 K5 理工 物联网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5230 昆明理工大学 K6 理工 土木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5230 昆明理工大学 K7 理工 交通运输类 含：交通运输、交通工程。 高水平运动队

5230 昆明理工大学 K8 理工 工程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5230 昆明理工大学 K9 理工 工程造价 高水平运动队

5230 昆明理工大学 KA 理工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5280 云南财经大学 K0 文史 财务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5390 西安财经学院 K0 文史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5390 西安财经学院 K1 文史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5390 西安财经学院 K0 理工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5390 西安财经学院 K1 理工 会计学 高水平运动队

5415 兰州交通大学 K0 文史 会计学(高水平运动员) 高水平运动队

5415 兰州交通大学 K0 理工 会计学(高水平运动员)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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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5 新疆师范大学 K0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办学地点：温泉校区。 高水平运动队

6000 郑州大学 K0 文史 人文科学试验班 含：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 自主招生

6000 郑州大学 K1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6000 郑州大学 K2 文史 法学 自主招生

6000 郑州大学 K3 文史 社会工作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K4 文史 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K5 文史 教育学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K6 文史 教育学 高水平运动队

6000 郑州大学 K7 文史 体育教育(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6000 郑州大学 K8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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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9 文史 日语 只招英语,日语语种考生。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KA 文史 新闻学 高水平运动队

6000 郑州大学 KB 文史 广播电视学 自主招生

6000 郑州大学 KC 文史 历史学 自主招生

6000 郑州大学 KD 文史 考古学 自主招生

6000 郑州大学 KE 文史 应用心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6000 郑州大学 KF 文史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6000 郑州大学 KG 文史 人力资源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6000 郑州大学 KH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KJ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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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 文史 旅游管理类 含：旅游管理、酒店管理。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K0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6000 郑州大学 K1 理工 体育教育(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6000 郑州大学 K2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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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郑州大学 K3 理工 物理学类 含：物理学、应用物理学。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K4 理工 地理信息科学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K5 理工 应用心理学 高水平运动队

6000 郑州大学 K6 理工 工程力学 自主招生

6000 郑州大学 K7 理工 工业设计 自主招生

6000 郑州大学 K8 理工 材料化学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K9 理工 冶金工程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KA 理工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KB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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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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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D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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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KF 理工 包装工程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KG 理工 建筑学(学制5年) 自主招生

6000 郑州大学 KH 理工 安全工程 自主招生

6000 郑州大学 KJ 理工 预防医学(学制5年)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KK 理工 药学类 含：药学、药物制剂。 高校专项

6000 郑州大学 KL 理工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6000 郑州大学 KM 理工 工业工程 高校专项

6005 河南大学 K0 文史 体育教育(师范) 足球项目可报。 高水平运动队

6005 河南大学 K1 文史 汉语言文学(师范) 篮球、田径、武术、网球项目可报。 高水平运动队

6005 河南大学 K0 理工 体育教育(师范) 足球项目可报。 高水平运动队

6005 河南大学 K1 理工 汉语言文学(师范) 篮球、田径、武术、网球项目可报。 高水平运动队

6030 河南师范大学 K0 文史 体育教育(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6030 河南师范大学 K0 理工 体育教育(师范)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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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K0 文史 体育经济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6080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K0 理工 体育经济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6100 河南理工大学 K0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6100 河南理工大学 K1 文史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6100 河南理工大学 K2 文史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6100 河南理工大学 K3 文史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6100 河南理工大学 K0 理工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水平运动队

6100 河南理工大学 K1 理工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6100 河南理工大学 K2 理工 工商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6100 河南理工大学 K3 理工 公共事业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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