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燕山大学是河北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四方共建的全国重

点大学，河北省重点支持的国家一流大学和世界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北京高科大学联盟成员。燕山大

学源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前身为东北重型机械学院，

是原机械工业部直属高校，国务院 1978 年确定的

88 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1985 年至 1997 年学校整

体南迁秦皇岛市，更名为燕山大学。 

学校现设有 11 个博士后流动站、拥有 14 个博

士学位一级学科、1个专业博士学位类别、5个国家

重点学科和 5 个国防特色学科、16 个省级重点学科。

其中，机械工程学科是全国 14个机械工程一级国家

级重点学科之一。 

学校建有“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冷轧板带装备及工艺”国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先进制造成形技术及装备”国家地方

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极端条件下机械结构和材料

学”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平台。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目前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1 人，国家“万人计划”入选者 5 人，长江学者奖

励计划特聘教授 10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奖者 11 人等。 

学校积极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合作，共与

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俄罗斯、法国、韩

国、日本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80 余所国际高水

平大学、科研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在学生

交流、教师交流、科研合作、合作办学、联办会

议等领域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燕山大学所在的河北省秦皇岛市，是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这里南临渤海，北依燕山，东接辽

宁，西近京津，地处华北、东北两大经济区结合

部，居环渤海经济圈中心地带，是京津冀区域内

的重要节点城市。这里风光秀美、气候宜人，森

林覆盖率达 54%，具有“林在城中，城在林中”

的优美城市风貌，是闻名遐迩的天然氧吧和避暑

胜地。 



 

 

  

（一）学历及年龄要求 

 招生类别 学生要求 学历要求 年龄要求 

学  

历  

生 

本科生 
完成本国教育部认证的正规高中

全部学业，并取得高中毕业证书。 

高中毕业文凭或同等学

历 
不超过25周岁 

硕士研究生 

具有从小学到本科阶段完整的学

习经历，并取得本国教育部认证

的学士学位及毕业证明文件。  

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  不超过30周岁  

博士研究生 

具有从小学到硕士阶段完整的学

习经历，并取得本国教育部认证

的硕士学位及毕业证明文件。  

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历 不超过40周岁  

非  

学  

历  
生 

预科生 

具有从小学到最高学历阶段完整

的学习经历，并取得相应文凭和

学历证明文件。  

学历要求对应学历生不

同层次学生最高学历要

求  

年 龄 范 围 对 应

学 历 生 不 同 层

次年龄要求 

汉语进修生 

具有从小学到最高学历阶段完整

的学习经历，并取得相应文凭和

学历证明文件。  

高中以上学历  不超过 40 周岁  

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署的政府间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中约定了对方学生进入我国高

等教育机构准入条件的，依照已签署的互认协议执行。 

 入学标准 



 

 

（二）语言能力要求 

 

 授课方式 入学语言水平要求 毕业语言水平要求 

学  

历  

生 

汉语授课 
新 HSK 四级及以上，HSKK 成绩（达到中级及以

上）。 

1、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

达到 HSK 六级； 

2、其余专业学生达到 HSK 

五级。 

英文授课 

申请者需满足第 1-3 条件之一且满足第 4 条。 

1、申请者母语为英语或者官方用语为英语； 

2、所获得的最高学历为英文授课项目； 

3、通过英语国际考试测试：雅思学术类 6.0 分，

单科不少于 5.5 分；托福考试 85 分，单科不低于

20 分，或相当水平；GRE 成绩不少于 300 分。  

4、入学报到后参加英语测试且合格者。 

1、本科生的中文能力应当

至少达到 HSK 四级； 

2、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

生的中文能力应当至少

达到 HSK 三级。 

非  

学  

历  

生 

汉语授课 

（预科生） 

以汉语为授课语言，但没有达到 HSK 四级的学历

生申请者，预科时间不少于一年。 

所有成绩合格后方可进入

专业学习。 

汉语授课 

（进修生） 
一学期或一学年的汉语学习，无汉语水平要求。 

学习期满且成绩合格者，颁

发相应学习证明。 



 

 

 

1. 语言进修生、预科生入学后需参加汉语水平分级测试，根据考试成绩确定学习等级。 

2. 汉语授课学历生在入学前因为特殊原因无法提供相应等级 HSK 成绩的，需要在入学

前参加学校组织的语言水平测试，成绩合格者可以进入专业学习，并需在第一学期内提供合

格的 HSK 相应等级成绩；成绩不合格者，转入预科班进行汉语学习，取得合格的 HSK 相应

等级成绩后可以转入专业学习。 

 

 

（一）基本要求  

申请者须身心健康，无传染性疾病和精神疾病既往病史，在本国有完整的学习经历和工

作经历，品行良好，无犯罪记录。愿意了解中国历史文化，遵守中国政府的法律、法规及学

校的规章制度，尊重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 

（二）身份资格审查 

申请者须为持有效外国护照的非中国籍公民。 

中国公民移民外国后申请以外国留学生身份来华留学者，必须持有有效的外国护照或国

籍证明文件 4 年（含）以上，且最近四年（截至入学年度的 4 月 30 日前）之内有在国外

实际居住 2 年以上的记录（一年中实际在国外居住满 9 个月可按一年计算，以入境和出境

签章为准）。   

申请者相关信息经秦皇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审核确认后才可以进入录取环节。 

 

申请入学的留学生需要提供经济保证证明或个人银行资金证明（5000 美金以上，如果

是父母做担保，需要提供父母与学生的关系证明）。学校将按照审慎、尽职原则对经济保证

证明进行审核。 

  

 入学考试与考核 

 资格要求及审查 

 经济保证审核 



 

 

 

申请方式： 

（1）登录燕山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网上报名系统 http://admission.ysu.edu.cucas.cn，完成

在线申请并上传申请材料的原件高清扫描版，不接受拍照图片及复印件。 

（2）支付报名费，并上传银行收据扫描件至我校申请系统。 

（3）学历生入学时间为 2020 年秋季学期（一般 9 月），语言生入学时间分春季学期

和秋季学期(3 月和 9 月）。如填报信息填写不准确、资料上传不完整，申请将被退回或影

响后续申请的审批，一切后果自负。 

所需材料如下： 

（一）汉语进修生 

（1）《燕山大学来华留学生入学申请表》(附照片)，填写时要有从初中至最高学历阶

段以及工作经历的完整连续的描述； 

（2）个人简历(附照片)，填写时要有从初中至最高学历阶段以及工作经历的完整连续

的描述； 

（3）《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至办理录取手续时，体检日期不得超过 6 个月）； 

（4）护照复印件（照片页），从申请期间到取得签证入境之前，护照不可更换； 

（5）在学证明或毕业证书复印件（非中英文证书须附中文或英文翻译件）； 

（6）无犯罪记录证明； 

（7）个人银行资金证明（5000 美金以上，如果是父母做担保，需要提供父母与学生

的关系证明）； 

（8）报名费 400 元。 

（二）本科生 

（1）《燕山大学来华留学生入学申请表》(附照片)，填写时要有从初中至最高学历阶

段以及工作经历的完整连续的描述； 

（2）个人简历(附照片)，填写时要有从初中至最高学历阶段以及工作经历的完整连续

的描述； 

（3）《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至办理录取手续时，体检日期不得超过 6 个月）； 

（4）护照复印件（照片页），从申请期间到取得签证入境之前，护照不可更换； 

（5）在学证明或毕业证书复印件（非中英文证书须附中文或英文翻译件）； 

（6）高中阶段成绩单复印件； 

 申请方式及材料 

http://admission.ysu.edu.cucas.cn/
http://gjhzc.ysu.edu.cn/student/UploadFiles_8245/200806/20080623105714143.doc
http://gjhzc.ysu.edu.cn/student/UploadFiles_8245/200711/20071103151601802.doc
http://gjhzc.ysu.edu.cn/student/UploadFiles_8245/200711/20071103151701354.rar
http://gjhzc.ysu.edu.cn/student/UploadFiles_8245/200806/20080623105714143.doc
http://gjhzc.ysu.edu.cn/student/UploadFiles_8245/200711/20071103151601802.doc
http://gjhzc.ysu.edu.cn/student/UploadFiles_8245/200711/20071103151701354.rar


 

 

（7）新 HSK 四级证书复印件； 

（8）两位任课教师的推荐信； 

（9）无犯罪记录证明； 

（10）个人银行资金证明（5000 美金以上，如果是父母做担保，需要提供父母与学生

的关系证明）； 

（11）报名费 600 元。 

（三）硕士研究生 

（1）《燕山大学来华留学生入学申请表》(附照片)，填写时要有从初中至最高学历阶

段以及工作经历的完整连续的描述； 

（2）个人简历(附照片)，填写时要有从初中至最高学历阶段以及工作经历的完整连续

的描述； 

（3）《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至办理录取手续时，体检日期不得超过 6 个月）； 

（4）护照复印件（照片页），从申请期间到取得签证入境之前，护照不可更换； 

（5）在学证明或毕业证书复印件（非中英文证书须附中文或英文翻译件）； 

（6）本科阶段成绩单复印件； 

（7）语言能力水平证书复印件（申请中文授课的提供新 HSK4 级证书复印件，申请英

文授课的提供英语能力水平证明复印件）； 

（8）个人陈述； 

（9）两名教授（副高以上职称）推荐信； 

（10）无犯罪记录证明； 

（11）个人银行资金证明（5000 美金以上，如果是父母做担保，需要提供父母与学生

的关系证明）； 

（12）报名费 800 元。 

（四）博士研究生 

（1）《燕山大学来华留学生入学申请表》(附照片)，填写时要有从初中至最高学历阶

段以及工作经历的完整连续的描述； 

（2）个人简历(附照片)，填写时要有从初中至最高学历阶段以及工作经历的完整连续

的描述； 

（3）《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至办理录取手续时，体检日期不得超过 6 个月）； 

（4）护照复印件（照片页），从申请期间到取得签证入境之前，护照不可更换； 

http://gjhzc.ysu.edu.cn/student/UploadFiles_8245/200806/20080623105714143.doc
http://gjhzc.ysu.edu.cn/student/UploadFiles_8245/200711/20071103151601802.doc
http://gjhzc.ysu.edu.cn/student/UploadFiles_8245/200711/20071103151701354.rar
http://gjhzc.ysu.edu.cn/student/UploadFiles_8245/200806/20080623105714143.doc
http://gjhzc.ysu.edu.cn/student/UploadFiles_8245/200711/20071103151601802.doc
http://gjhzc.ysu.edu.cn/student/UploadFiles_8245/200711/20071103151701354.rar


（5）在学证明或毕业证书复印件（非中英文证书须附中文或英文翻译件）； 

（6）硕士阶段成绩单复印件； 

（7）语言能力水平证书复印件；（申请中文授课须提供新 HSK4 级证书复印件，申请

英文授课须提供英语能力水平证明复印件）； 

（8）个人陈述； 

（9）两名教授（副高以上职称）推荐信； 

（10）无犯罪记录证明； 

（11）报名费 800 元。 

（1）学校国际学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按照明确规范的程序和规则，根据入学考试或考

核成绩，综合考虑国家重要和社会公共利益，决定学生录取结果，并对招生录取结果进行公

示，公示结束后由国际教育学院书面通知留学生录取结果。 

（2）学校对招生录取工作中的重要事项进行书面记录和妥善存档。 

（3）经审查合格后, 学校发出入学通知书和 《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JW202 

或 JW201）。 

（4）被录取学生持《录取通知书》、 《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JW202 或 

JW201）、《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及血液化验报告（均须原件），前往中国驻当地大使

馆申请来华学习 X 签证。 

（5）被录取学生按入学通知书规定的日期持申请材料原件到燕山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报

到，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报到者，需提前告知学院，逾期将取消入学资格。 

★注意：来校报到时须提供四张二寸照片和六张一寸照片。 

（一）收费及退费政策 

学校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及河北省物价管理部门核定的标准收取学费和住宿费，所有费

用以人民币计价。 

符合有关退学规定的留学生，可向学校提出退还学费申请，经审核同意后，学校将遵循

合理、适当的原则，应予退还全部或部分学费,并及时办理有关退学手续。所涉及费用以学

期、学年实际缴纳的学费为准，以人民币计价。具体退费标准参照《燕山大学来华留学生退

费暂行规定》执行。 

 录取及报到程序

 收费政策及标准



 

 

（二）收费项目及标准 

 

 

 

 

 

报名费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语言生 400元/人 

本科生 600元/人 

硕士、博士生 800元/人 

教材费 按教材定价收取 

学  费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三周短期培训班 2500元/人 

一学期进修班 7000元/学期 

一学年进修班 14000元/学年 

本科专业班 15700元/学年 

硕士生专业班 
19800元/学年（中文授课） 

24800元/学年（英文授课） 

博士生专业班 
23100元/学年（中文授课） 

28100元/学年（英文授课） 

保险费 

保险周期 金额 

6个月 400元/人 

一年 800元/人 

住宿费 

房内设施 收费标准 

每个房间有两张床。 

每个房间内配有独立卫生间、电视、空

调、冰箱、微波炉、网络接口。 

单元内设有公共厨房和全自动洗衣机。 

40 元/天/床位（短期班按实际天数收费） 

4800元/学期/床位（仅适用于一学期进修班） 

9600元/10个月/床位（仅适用于一学年进修班） 

10600元/年/床位（仅适用于学历班） 

21200元/年/间（单人单间独立居住） 

注意：住宿费须按学期或学年一次性交清。 

押金（入住时缴纳，退房时退还） 1000元 



 

 

 

（一）国家奖学金 

1. 中国政府奖学金：www.campuschina.org 

2.“丝绸之路”奖学金：www.campuschina.org（可申请专业及层次：金属材料学硕士） 

3. 孔子学院奖学金：cis.chinese.cn（可申请项目类型：语言进修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二）河北省政府奖学金 

本奖学金针对在学校就读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优秀外国留学生，按照公平、公正、公开、择

优原则，每年度末对符合条件留学生进行综合测评，审核通过后予以发放。奖学金名额及奖励

额度按照《河北省教育厅直属本科高校外国留学生管理办法》执行。 

奖励额度：本科 5000 元/人，硕士 15000 元/人，博士 20000 元/人 

（三）燕山大学奖学金 

燕山大学奖学金分为优秀新生奖学金、硕士留学生奖学金、博士留学生奖学金和综合测评

奖学金四类。学校国际学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公平、公正、公开、择优的原则，按期对各

类奖学金申请者进行综合评审，通过后予以发放。具体评审及发放流程按照《燕山大学奖学金

管理办法》执行。 

★燕山大学优秀新生奖学金 

1. 本科新生，按每人 1.5 万元计。 

2. 1+4 预科生项目，按每人 2 万元计，本科阶段正式录取后发放。 

3. 硕博新生，按每人 2.5 万元计。 

（1）奖学金针对新生设立，新生入学缴清全部学费、住宿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后发放。 

（2）奖学金只在新生入学第一学年发放，第二、三学年，留学生经综合测评合格后可以

申请河北省政府奖学金。 

★燕山大学硕士留学生奖学金项目 

1. 资助类别、期限及授课语言 

（1）本项目仅招收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限为 3 年（可申请汉补 1 年）。 

（2）授课语言为汉语或英语。 

2. 申请人资格 

（1）申请人须身体健康，拥有外国国籍、持有外国护照。 

（2）来华攻读硕士学位者，须具有学士学位，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 

 奖学金类型及额度 



 

 

（3）非中国政府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以及其它各类奖学金获得者。 

3. 奖学金内容及额度 

（1）一等奖学金：免交报名费、学费和住宿费。 

（2）二等奖学金：免交报名费和学费。 

★燕山大学博士留学生奖学金项目 

1．资助类别、期限及授课语言 

（1）本项目仅招收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限为 4 年（可申请汉补 1 年）。 

（2）授课语言为汉语或英语。 

2．申请人资格 

（1）申请人须身体健康，拥有外国国籍、持有外国护照。 

（2）来华攻读博士学位者，须具有硕士学位，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 

（3）非中国政府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以及其它各类奖学金获得者。 

3．奖学金内容和标准 

（1）免除报名费、学费和住宿费。 

（2）每个月生活补贴 1400 元。 

（3）一次性安置补贴 2000 元。 

★燕山大学综合测评奖学金 

1. 根据每年度末留学生学业表现综合测评结果，针对在校优秀学生进行奖励。 

2. 奖学金类别及奖励额度 

（1）设立一等、二等、三等奖学金。 

（2）奖励名额按照自费生总人数 30%计算，其中一等占 2%，二等占 6%，三等占 22%。 

（3）奖励额度：一等奖学金 5000 元，二等奖学金 3000 元，三等奖学金 1000 元。 

 

 

 

 

 

 



 

 

 

1. 学制 

来华留学生采取弹性学制。本科留学生的修业期限，在 4 年基准学制的基础上最长可

延长到 6 年（包括休学、留降级）；攻读硕士学位留学生标准学制为 3 年，最长在学年限

为 4 年（含休学）；攻读博士学位留学生的标准学制为 4 年，最长在学年限为 6 年（含休

学）。留学生休学、服兵役期间免交学费。 

2. 课业学习 

我校本科教学实行学分制，留学生应按照学校规定的培养计划学习，除个别成班建制项

目外，原则上与同专业的中国学生同班上课。本科生所学课程分为必选课和选修课，每学期

所选学的课程必须达到培养计划规定的学分。选课手续由留学生根据学校通知在教务管理系

统中完成。 

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应根据入学时制订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学习规定的课程并

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 

3. 毕业与授予学位 

本科留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培养计划并取得规定的全部学分，准予毕业，颁发毕业

证书；如本科留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能修满学分，可在一年之内继续交费学习，修满学分

后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规定时间完成培养方案，考试成绩和论文答辩合格者，颁发

毕业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对符合条件毕业的来华留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

博士研究生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4. 学籍异动 

留学生申请休学、转学、退学、改变学习专业、改变学生类别、延长学习期限和提前结

业，向所在学院及国际教育学院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可办理有关手续。  

 学籍管理 



 

 

 

（一）医疗保险 

学校依照《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实施来华留学生全员保险制度，确保

来华留学生在学期间受到符合规定要求的保险保障，并提供必要的保险业务协助。 

保险费： 400 元/半年， 800 元/全年；保险范围包括：医疗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 

对未按照规定购买保险或逾期不投保的，学校不予录取；对于已经在校学习的，应予退

学或不予注册。 

（二）住宿条件 

学校有专门的留学生公寓，对留学生进行集中统一住宿管理。每个房间设有独立卫生间、

24 小时热水淋浴、空调、冰箱、微波炉、电视、无线网络等设施；每个楼层设有公用厨房、

公用全自动洗衣机等。 

（三）就餐环境 

燕大西校区设有燕园餐厅、大榕树餐厅等多个用餐场所。特色小吃窗口为留学生提供多

种口味的地方特色小吃，让留学生在读期间尽享中国丰富美味的饮食文化。西校区食堂一层

设有清真餐厅。 

（四）校内交通 

校园内设有通勤车，每次乘车费用 1 元。起点在东校区燕大宾馆站，终点在西校区艺

术学院。首班车 6：30，末班车 22:30。 

（五）银行、超市、邮局 

西校区食堂一层东北角设有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24 小时自助银行服务和邮政

通信服务中心，方便学生办理取钱、买手机或电话卡、邮寄包裹等业务。西校区广缘超

市备有各种生活必需品。以上设施均留学生公寓 500 米以内，为留学生们提供便利的

生活服务。 

（六）文体活动及社团组织 

留学生可以参加学校学院设立的各种学生组织或社团；可以参加学校运动会、足球联赛、

篮球赛等多类体育赛事；一年一度的国际文化节为留学生们提供展示自己国家文化习俗，增

进与中国学生进行文化交流的很好机会；各级各类外国留学生汉语技能暨中华才艺大赛、辩

论赛、戏曲比赛等多项赛事为留学生提供了展示自身才艺及汉语学习水平的平台。  

 校园生活 



 

 

 

学生类别 
申请截止日期 

春季学期 秋季学期 

自费生 
语言生 12 月 30 日 6 月 30 日 

学历生 无 6 月 30 日 

奖学金生 
燕山大学奖学金 无 5 月 20 日 

国家奖学金 以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国家汉办公布的时间为准 

 

 

地    址：河北省秦皇岛市河北大街 438 号燕山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邮    编：066004 

电话传真：+86-335-8047570                   

邮    箱：study@ysu.edu.cn 

联 系 人：冯丹、张文莉 

学院网站：https://ies.ysu.edu.cn 

在线申请：http://admission.ysu.edu.cucas.cn 

 

 

招生录取过程中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ies@ysu.edu.cn 

 

 

 

 

 

 

 

  

 申请时限 

 联系方式 

 投诉渠道 

mailto:study@ysu.edu.cn
https://ies.ysu.edu.cn/
http://admission.ysu.edu.cucas.cn/
mailto:ies@ysu.edu.cn


 

 

 

 

 

 

 

 

 

 

 

 

 

 

 

 

 

 

 

 

 

 

 

 

  

 专业信息 

1 
硕士 （中英文授课） 

学制 3 年 
2 

博士（中英文授课） 

学制 4 年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冶金机械、 

流体传动与控制、材料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学、材料物理与化学 

电气工程学院：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 

仪器科学与技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光学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 

建筑工程与力学学院：力学 

文法学院：公共管理 

理学院：物理学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化学工程与技术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冶金机械、流体传动与控制、 

材料加工工程、流体机械及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学、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与化工 

电气工程学院：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电气工程、 

仪器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光学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经济管理学院：旅游管理、企业管理、会计学、 

技术经济及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 

金融、工业工程与管理、物流工程与管理、 

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笔译、日语笔译 

建筑工程与力学学院：力学（工学）、土木工程、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文法学院：法学、法律（法学）、法律（非法学）、 

汉语国际教育、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 

汉语言文字学、公共管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 

理学院：物理学、数学、应用统计、统计学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化学、化工过程机械、 

化学工程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工学）、 

材料与化工 

艺术与设计学院：设计学、音乐与舞蹈学、 

艺术（音乐领域）、艺术（美术领域）、 

艺术（设计领域） 

车辆与能源学院：动力机械及工程、热能工程、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机械(车辆工程方向)、 

车辆工程、资源与环境(石油天然气方向) 

体育学院：社会体育指导、运动训练 



 

 

 

 

 

 

 

 

 

 

 

 

 

 

 

3 
本科 （中文授课） 

学制 4 年 

机械工程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物理、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金属材料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电气工程学院：测控技术与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经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电子商务、工商管理、工业工程、会计学、旅游管理 

外国语学院：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翻译 

建筑工程与力学学院：工程力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建筑学、土木工程 

文法学院：法学、公共事业管理、汉语言文学、行政管理 

理学院：统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物理学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环境工程、生物工程、 

应用化学、能源化学工程 

艺术与设计学院：产品设计、工业设计、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舞蹈表演、音乐表演 

车辆与能源学院：车辆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石油工程 

体育学院：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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