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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工程教育认证申请受理专业名单 

 

机械类专业 

东南大学 机械工程 

北京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 

大连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 

东北大学 机械工程 

东华大学 机械工程 

华侨大学 机械工程 

江西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昆明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南京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南通大学 机械工程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机械工程 

苏州大学 机械工程 

武汉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长春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 

北京科技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大连理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东北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贵州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哈尔滨理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湖南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华东理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佳木斯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江苏理工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昆明理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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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理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南京农业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上海电机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太原科技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太原理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天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天津理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西华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西南交通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西南石油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徐州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长安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中北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安徽工程大学 车辆工程 

北京科技大学 车辆工程 

大连理工大学 车辆工程 

福建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哈尔滨理工大学 车辆工程 

湖南大学 车辆工程 

华东交通大学 车辆工程 

吉林大学 车辆工程 

江苏大学 车辆工程 

南京理工大学 车辆工程 

南京农业大学 车辆工程 

青岛理工大学 车辆工程 

厦门理工学院 车辆工程 

山东理工大学 车辆工程 

太原科技大学 车辆工程 

太原理工大学 车辆工程 

同济大学 车辆工程 

西安科技大学 车辆工程 

烟台大学 车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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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学 车辆工程 

扬州大学 车辆工程 

北京化工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常州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河北工业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吉林化工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南昌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上海理工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四川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天津理工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西安交通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燕山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浙江工业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兰州理工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南京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陕西科技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长春理工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北京林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常州工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成都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东北电力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东北石油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福建农林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福州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广东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广西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河北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河南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黑龙江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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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华东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淮海工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临沂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南昌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南昌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南京农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南阳理工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宁波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宁波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青岛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山东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山东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山东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上海电机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深圳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四川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太原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西安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西安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西南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湘潭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长春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长春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长沙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浙江海洋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浙江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重庆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重庆交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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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科技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类专业 

安徽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北京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常州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连海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哈尔滨工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哈尔滨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河南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湖北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华东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济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江苏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昆明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兰州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山东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陕西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上海海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沈阳化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四川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太原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天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西安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西安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西北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西南交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燕山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长安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长春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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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浙江科技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中国农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中原工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重庆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重庆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重庆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北京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哈尔滨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华南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江苏大学 软件工程 

金陵科技学院 软件工程 

南昌航空大学 软件工程 

深圳大学 软件工程 

苏州大学 软件工程 

太原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天津大学 软件工程 

同济大学 软件工程 

西安工业大学 软件工程 

西安邮电大学 软件工程 

西北大学 软件工程 

浙江师范大学 软件工程 

郑州大学 软件工程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软件工程 

重庆大学 软件工程 

广东工业大学 网络工程 

国防科技大学 网络工程 

哈尔滨理工大学 网络工程 

济南大学 网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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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网络工程 

江南大学 物联网工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物联网工程 

西安邮电大学 物联网工程 

北京工业大学 信息安全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信息安全 

天津理工大学 信息安全 

西安邮电大学 信息安全 

化工与制药类专业 

清华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业生物工程 

北京化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东北林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东南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海南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湖北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湖南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华南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济南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江汉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江苏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兰州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南华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内蒙古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宁波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齐齐哈尔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陕西科技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石河子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天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武汉科技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西安交通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西安石油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西北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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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燕山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中北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中国海洋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中南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北京化工大学 生物工程 

大连理工大学 生物工程 

福建农林大学 生物工程 

华东理工大学 生物工程 

淮阴工学院 生物工程 

齐鲁工业大学 生物工程 

青岛科技大学 生物工程 

厦门大学 生物工程 

上海交通大学 生物工程 

沈阳化工大学 生物工程 

四川大学 生物工程 

天津大学 生物工程 

燕山大学 生物工程 

西安石油大学 石油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石油工程 

东北石油大学 油气储运工程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油气储运工程 

西南石油大学 油气储运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油气储运工程 

北京理工大学 制药工程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 

福建农林大学 制药工程 

河北工业大学 制药工程 

河南科技大学 制药工程 

湖北工业大学 制药工程 

江南大学 制药工程 

南昌大学 制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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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科技大学 制药工程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制药工程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制药工程 

沈阳药科大学 制药工程 

郑州大学 制药工程 

水利类专业 

江苏科技大学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上海海事大学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天津大学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武汉大学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长沙理工大学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东北农业大学 农业水利工程 

河北农业大学 农业水利工程 

武汉大学 农业水利工程 

扬州大学 农业水利工程 

广西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合肥工业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黑龙江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昆明理工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兰州交通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南昌工程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山东农业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四川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天津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武汉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西安理工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河北工程大学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河海大学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吉林大学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昆明理工大学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四川大学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武汉大学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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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环境工程专业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环境工程 

常州大学 环境工程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环境工程 

东华大学 环境工程 

福州大学 环境工程 

广东工业大学 环境工程 

桂林理工大学 环境工程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环境工程 

华北电力大学 环境工程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环境工程 

吉林大学 环境工程 

江南大学 环境工程 

江苏大学 环境工程 

江苏科技大学 环境工程 

南京工业大学 环境工程 

南开大学 环境工程 

青岛科技大学 环境工程 

青岛理工大学 环境工程 

天津大学 环境工程 

天津工业大学 环境工程 

天津理工大学 环境工程 

同济大学 环境工程 

西安工程大学 环境工程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环境工程 

西安理工大学 环境工程 

湘潭大学 环境工程 

盐城工学院 环境工程 

浙江大学 环境工程 

浙江工商大学 环境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环境工程 

安全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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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理工大学 安全工程 

北京科技大学 安全工程 

河南理工大学 安全工程 

黑龙江科技大学 安全工程 

湖南科技大学 安全工程 

吉林建筑大学 安全工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安全工程 

内蒙古科技大学 安全工程 

青岛理工大学 安全工程 

山东交通学院 安全工程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安全工程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安全工程 

天津理工大学 安全工程 

西安科技大学 安全工程 

西南交通大学 安全工程 

郑州大学 安全工程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安全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安全工程 

中南大学 安全工程 

重庆大学 安全工程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类专业 

北京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东北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东北电力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东南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河海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湖北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华东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华中科技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暨南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江苏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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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兰州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南京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南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青岛科技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山东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沈阳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沈阳建筑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石家庄铁道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太原科技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天津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温州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武汉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武汉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西安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西安科技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西北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长安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长沙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浙江科技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国矿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北京理工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河北工业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华侨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南京理工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同济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西安理工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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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中国计量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安徽工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安徽建筑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北京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北京邮电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常州工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大连海事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大连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东北石油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河北工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河海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湖南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南京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宁波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上海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沈阳化工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天津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西安工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西安邮电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西南交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扬州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郑州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中国农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重庆邮电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常熟理工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南京邮电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宁波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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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工业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长春理工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中北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北方工业大学 通信工程 

北京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 

北京理工大学 通信工程 

北京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东北大学 通信工程 

广东工业大学 通信工程 

黑龙江大学 通信工程 

淮阴工学院 通信工程 

兰州交通大学 通信工程 

聊城大学 通信工程 

南昌大学 通信工程 

南京工业大学 通信工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通信工程 

宁波大学 通信工程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通信工程 

苏州大学 通信工程 

太原理工大学 通信工程 

天津大学 通信工程 

天津工业大学 通信工程 

同济大学 通信工程 

郑州大学 通信工程 

中国民航大学 通信工程 

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福州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北京邮电大学 信息工程 

华东理工大学 信息工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 

浙江大学 信息工程 

安徽工程大学 自动化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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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理工学院 自动化 

大连海事大学 自动化 

电子科技大学 自动化 

东北电力大学 自动化 

东北林业大学 自动化 

广东工业大学 自动化 

贵州大学 自动化 

哈尔滨工程大学 自动化 

湖南工业大学 自动化 

华北电力大学 自动化 

华东交通大学 自动化 

华东理工大学 自动化 

华南理工大学 自动化 

兰州交通大学 自动化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自动化 

南京工程学院 自动化 

南京工业大学 自动化 

南京理工大学 自动化 

内蒙古科技大学 自动化 

青岛大学 自动化 

青岛科技大学 自动化 

山东科技大学 自动化 

陕西科技大学 自动化 

上海电力学院 自动化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自动化 

上海交通大学 自动化 

绍兴文理学院 自动化 

太原理工大学 自动化 

天津工业大学 自动化 

西安工程大学 自动化 

西安工业大学 自动化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自动化 

西安科技大学 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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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石油大学 自动化 

西南科技大学 自动化 

湘潭大学 自动化 

郑州大学 自动化 

中国农业大学 自动化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自动化 

重庆科技学院 自动化 

交通运输类专业 

北京工业大学 交通工程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工程 

大连理工大学 交通工程 

福州大学 交通工程 

河海大学 交通工程 

南京林业大学 交通工程 

重庆交通大学 交通工程 

北京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 

大连海事大学 交通运输 

吉林大学 交通运输 

兰州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 

同济大学 交通运输 

西南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 

重庆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 

矿业类专业 

安徽理工大学 采矿工程 

福州大学 采矿工程 

湖南科技大学 采矿工程 

辽宁科技大学 采矿工程 

内蒙古科技大学 采矿工程 

太原理工大学 采矿工程 

武汉科技大学 采矿工程 

中国矿业大学 采矿工程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采矿工程 

安徽理工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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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东北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贵州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河南理工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黑龙江科技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西安科技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中国矿业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东北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广东工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海南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合肥工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河北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河南工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华东理工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华南理工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淮海工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江南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江苏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昆明理工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南昌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陕西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天津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长沙理工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浙江工商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郑州轻工业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中国海洋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材料类专业 

北京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大连海事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东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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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昆明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南昌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南京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南京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上海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上海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太原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天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西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西北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湘潭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盐城工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郑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国矿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材料科学与工程 

重庆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西安理工大学 材料物理 

华东理工大学 复合材料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复合材料与工程 

西北工业大学 复合材料与工程 

安徽建筑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北京化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北京理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常州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大连工业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大连理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东北林业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桂林理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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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南京理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青岛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青岛科技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陕西科技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沈阳建筑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西安工业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江苏科技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南京工业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河南科技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吉林建筑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齐鲁工业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青岛科技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山东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沈阳化工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沈阳建筑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武汉科技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长春理工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贵州大学 冶金工程 

昆明理工大学 冶金工程 

辽宁科技大学 冶金工程 

太原理工大学 冶金工程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冶金工程 

中南大学 冶金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北京交通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北京理工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广东工业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哈尔滨理工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河南工业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湖南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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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南昌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南京理工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青岛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上海理工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沈阳工业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沈阳化工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四川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武汉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西安科技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燕山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重庆理工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绘类专业 

东北大学 测绘工程 

东华理工大学 测绘工程 

河北工程大学 测绘工程 

江西理工大学 测绘工程 

昆明理工大学 测绘工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测绘工程 

沈阳建筑大学 测绘工程 

西南交通大学 测绘工程 

长安大学 测绘工程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测绘工程 

中国矿业大学 测绘工程 

中南大学 测绘工程 

河南理工大学 遥感科学与技术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遥感科学与技术 

武汉大学 遥感科学与技术 

中南大学 遥感科学与技术 

地质类专业 

吉林大学 地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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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建筑大学 地质工程 

同济大学 地质工程 

长安大学 地质工程 

长春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质工程 

中国矿业大学 地质工程 

中南大学 地质工程 

成都理工大学 勘查技术与工程 

西南石油大学 勘查技术与工程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勘查技术与工程 

中国海洋大学 勘查技术与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勘查技术与工程 

东北石油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吉林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西南石油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长江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中南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纺织类专业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 

绍兴文理学院 纺织工程 

苏州大学 纺织工程 

西安工程大学 纺织工程 

浙江理工大学 纺织工程 

中原工学院 纺织工程 

西安工程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 

核工程类专业 

成都理工大学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西南科技大学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哈尔滨工程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上海交通大学 核工程与核技术 

哈尔滨工程大学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 

土木工程专业 

北京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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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 土木工程 

河北工程大学 土木工程 

河南城建学院 土木工程 

华东交通大学 土木工程 

济南大学 土木工程 

江南大学 土木工程 

江苏大学 土木工程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土木工程 

南京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宁波大学 土木工程 

厦门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 

山东建筑大学 土木工程 

山东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 

温州大学 土木工程 

武汉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 

西安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 

扬州大学 土木工程 

重庆科技学院 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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