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 层次 科类 专业代码 招生专业 学费（元） 计划数 选考科目 录取批次

汽车工程学院 本科 综合改革

080207 车辆工程 5200 57

物理 常规批（本科）
080208 汽车服务工程 5000 57
080501 能源与动力工程 5000 38
081801 交通运输 5200 48

交通土建工程学院
本科 综合改革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5000 61 化学

常规批（本科）

081001 土木工程 5800 128

物理

081005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5000 62
081201 测绘工程 5000 52
081202 遥感科学与技术 5000 25
120103 工程管理 5200 50
070504 地理信息科学 4800 64

物理,化学(2选1)
081103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5000 45

春季高考（本科） 土建 120103 工程管理 5200 60 春季高考本科批

工程机械学院
本科 综合改革

080201 机械工程 5000 47

物理 常规批（本科）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200 73
080203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5000 34

春季高考（本科） 机械 080203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5000 60 春季高考本科批

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 本科 综合改革

082901 安全工程 5000 70 物理

常规批（本科）
081802 交通工程 5000 32

物理,化学(2选1)
081806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5000 46
120602 物流工程 5000 80 物理,化学,地理(3选1)

信息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本科 综合改革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5200 58

物理 常规批（本科）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5000 28
080803 机器人工程 5000 49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000 44
080905 物联网工程 5000 35
080910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000 39

航空学院 本科 综合改革

082002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5000 26
物理 常规批（本科）

082003 飞行器制造工程 5200 38
081805 飞行技术 5000 25 物理,化学(2选1) 提前批（本科）

轨道交通学院 本科 综合改革

080801 自动化 5000 45

物理 常规批（本科）
080802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5200 45
081801 交通运输（招收轨道交通运营与管理方向） 5200 35
081809 轨道交通电气与控制 5000 45

理学院 本科 综合改革

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校企合作，与北京学佳澳公司合作） 9600 120

物理 常规批（本科）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校企合作，与济南博赛公司合作） 9600 80
070202 应用物理学（校企合作，与北京学佳澳公司合作） 9600 80

经济与管理学院
本科 综合改革

120202 市场营销 4800 17 化学,生物,地理(3选1) 常规批（本科）
020301 金融学（校企合作，与济南网融公司合作） 8800 80

生物,历史,地理(3选1）
常规批（本科）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4800 20
120903 会展经济与管理 4200 17
120207 审计学 4800 15 物理,历史,地理(3选1)
120204 财务管理 4800 41 物理,生物,历史(3选1)

春季高考（本科） 财经 120204 财务管理 4800 35 春季高考本科批

外国语学院 本科 综合改革

050201 英语 4200 45

生物,历史,地理(3选1） 常规批（本科）
050202 俄语 4200 21
050202 俄语（校企合作，与山东联荷电商公司合作） 8800 40
050207 日语（校企合作，与青岛青软实训教育公司合作） 8800 37

艺术与设计学院
本科

艺术
(不分文理)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8500 11

生物,历史,地理(3选1）
艺术类本科批130503 环境设计 8500 22

130504 产品设计 8500 27

高职(专科) 综合改革 600405 空中乘务 8500 100 常规批（专科）
交通法学院 本科 综合改革 030101 法学 4200 67 思想政治,历史(2选1) 常规批（本科）

国际教育学院 本科 综合改革 080601H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 19000 60 物理 常规批（本科）

航运学院 本科 综合改革

081803 航海技术 5200 47

物理,化学(2选1)

提前批（本科）081804 轮机工程 5200 60
081808 船舶电子电气工程 5000 22
081803 航海技术（校企合作，与华光海运公司合作） 5200 40

常规批（本科）
081804 轮机工程（校企合作，与华光海运公司合作） 5200 40
081808 船舶电子电气工程（校企合作，与华光海运公司合作） 5000 40
120408 海事管理 5000 50 物理,思想政治,地理(3选1)

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本科 综合改革

080204 机械电子工程 5000 60
物理

常规批（本科）081901 船舶与海洋工程 5000 72
070702 海洋技术 5000 23 物理,化学(2选1)

春季高考（本科） 机械 080204 机械电子工程 5000 60 春季高考本科批

国际商学院
本科 综合改革

020302 金融工程 4800 38 不提科目要求

常规批（本科）
020301 金融学（招收航运金融方向） 4800 9 生物,历史,地理(3选1）
120407 交通管理 4800 26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3选1)
120801 电子商务（校企合作，与青岛青软实训教育公司合作） 8800 70

春季高考（本科） 商贸 120801 电子商务（校企合作，与青岛青软实训教育公司合作） 8800 60 春季高考本科批

顿河学院 本科 综合改革
081001H 土木工程(中外合作办学，双证) 30000 90 物理

常规批（本科）
081801H 交通运输(中外合作办学，双证) 30000 90 物理,化学(2选1)

序号 订单班名称 合作企业 相关专业

1 中通客车订单班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车辆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汽车服
务工程、交通运输等

2 工程投资订单班 中交三航局 土木工程、地理信息科学、城市地下
空间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遥
感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工
程管理、测绘工程、交通法学、人力
资源管理、财务管理、金融学、交通
工程、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安全工

程、物流工程等

3 卓越工程师订单班 中交一公局
4 新锐计划 中交四公局
5 国际班 中铁十四局
6 卓越工程师订单班 山东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7 物资订单班 中交二航局
8 “卓越计划”订单班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 飞行技术订单班
青岛九天国际飞行学院有限公司

飞行技术
华夏航空有限公司

10 航海类联合培养计划
山东国际海事集团、泰华船舶管理有限
公司、北京华洋海事服务中心等企业

航海技术

类别 招生层次 招生类型 专业名称

新增 本科

普通本科
海洋技术

金融工程

校企合作本科

航海技术（校企合作与华光海运公司合作）

轮机工程（校企合作与华光海运公司合作）

船舶电子电气工程（校企合作与华光海运公司合作）

恢复 专科 普通专科校考（需校考） 空中乘务

年份 2017 2018 2019 2020

博士化率 21 . 8% 23 . 9% 27 . 7% 28 . 8%

办学
形式

学院 专业名称 选考科目 专业方向 学费（元）

本科
校企
合作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校企合作与
北京学佳澳公司合作）

物理

数据库技术方向 9600

应用物理学（校企合作与北京
学佳澳公司合作）

大数据智能技术方向 9600

信息与计算科学（校企合作与
济南博赛公司合作）

信息与数据安全方向 9600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融学（校企合作与济南网融

公司合作） 生物,
历史,
地理
(3选1)

金融外包方向 8800

外国语学院

俄语（校企合作与山东联荷电
商公司合作）

跨境电商方向 8800

日语（校企合作与青岛青软实
训教育公司合作）

国际贸易方向 8800

国际商学院
电子商务（校企合作与青岛青

软实训教育公司合作）
思想政治,历
史,地理(3选1)

跨境电商方向 8800

航运学院

航海技术（校企合作与华光海
运公司合作）

物理,
化学
(2选1)

5200

轮机工程（校企合作与华光海
运公司合作）

5200

船舶电子电气工程（校企合作
与华光海运公司合作）

5000

办学
形式

学院 专业名称 选考科目 合作单位
学费

（元）

本科中
外合作

国际教育学院
电气类(中外合作办学)(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

物理

俄罗斯远东国立交通大学 19000

顿河学院
交通运输（双证） 俄罗斯顿河国立技术大学 30000

土木工程（双证） 俄罗斯顿河国立技术大学 30000

年份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分数线 最低分 位次 分数线 最低分 位次 分数线 最低分 位次

普通
本科

文史 503 530 32631 505 538 30850 483 514 31524

理工 443 484 133233 435 480 133895 433 476 134861

校企
合作

文史 503 522 38580 505 524 39281 483 495 43384

理工 443 471 150712 435 460 155759 433 451 160814

中外
合作 理工 443 464 159932 435 457 158855 433 448 163862

一、毕业生就业工作情况如何?

答：作为“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50强”典型经验高校，学校对
毕业生就业始终保持高度关注，学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93%以
上，其中2019年我校毕业生国企就业占比近30%，远远高于省内
同类院校国企就业11%-15%的平均水平。近三年毕业生在交通行
业就业占比在46 . 4%-54 . 5%之间，在全国500强企业就业占比在
17 . 05%-19 . 85%之间。

学校积极拓展就业市场，与多家知名企业结合市场需求签订
各具特色的订单班。2020年新生入校后，相关企业将组织订单班
选拔工作(表1)。

二、学校2020年招生计划如何安排？有哪些重要变化？
答：学校2020年面向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收普通

本专科学生5160人(本科5060人，专科100人)。面向山东省招收本
专科3831人，其中普通本科2331人，春季高考473人(含“3+4”198
人)，美术类60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计划240人，校企合作办学项
目627人，专科100。

学校今年新增本科专业2个，校企合作专业3个，恢复专科专
业1个(表2)。

三、请问学校目前师资配备情况如何？
答：学校目前在职教职工1900余人，近几年不断加大人才引

进力度，提高师资水平，博士化率不断提升(表3)：

四、学校在山东省哪些录取批次招生？
答：1 .普通类提前批：飞行技术、航海技术、轮机工程、船舶电

子电气工程专业。
凡达到一段线的考生均可报名，若未被录取，不影响下一批

次的录取。
2 .普通类常规批：普通本科、校企合作本科、中外合作本科和

空中乘务专业(专科)。
3 .艺术类本科批：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
4 .春季高考本科批：春季高考本科专业。
五、学校在调档以及专业录取的时候是否认可政策加分，以

及专业录取的时候是否设置专业级差？
答：学校在调档及专业录取时，认可学生所在生源省份的加

分政策，在专业录取时采用“专业清”录取原则，不存在专业级差。
六、请问学校在录取时有没有一些专业会有特别的要求？
答：学校专业录取要求参照教育部等三部委发布的《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举例来说：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专业不招收色盲、色弱的考生。

其他特殊要求专业：1 .航海类专业考生将参照国家海事局印
发的《船员健康检查要求》(GB30035-2013)，其中航海类校企合
作专业只面向山东招生，投放批次为普通类常规批(本科)，均只
招男生，要求无传染病、色盲、色弱；飞行技术专业考生按照中国
民航局颁布的《民用航空招收飞行学生体格检查鉴定规范》；空中
乘务类需参加我校专业校考并获得合格资格。

七、学校有哪些校企合作、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答：学校与相关企业联系开展校企合作办学项目，实现校企

合一、产学结合，优化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办学项目通
常采取“3+1”培养模式，即前3年在山东交通学院学习专业理论课
程及职业基本技能，第4年在企业进行实践锻炼(表4)。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合作重点引进国外高校先进的管理理念、
教学模式、优秀教师和核心课程，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级应用
型人才。学生毕业后还可以根据家庭条件和个人意愿赴俄罗斯等
合作院校继续攻读硕士(表5)。

具体办学模式可参考我校官网“招生信息网-专业信息”中的
专业介绍。

相关信息如下：

八、考生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和遵循什么样
的原则？

答：考生在填报提前批志愿时应该慎重选择服从院校调剂，
以免调剂到不想报考的院校或者专业，提前批不被录取还有普通
批志愿可以填报。

在填报普通批志愿和选择专业时一定要仔细阅读学校招生
章程，尤其对身体条件有特殊要求的专业，一定要与自身身体条
件对照，以免浪费志愿或因身体不符合要求退档。

九、学校的录取规则是什么？
答：招生投档录取时，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志愿设置

及投档原则录取。对实行高考改革的省份，按该省新高考录取政
策执行，考生所填报的专业(类)志愿须满足该专业(类)选考科
目。对实行平行志愿的省份，执行相关省份的投档规定，按“分数
优先，遵循志愿”原则接受投档，第一次填报志愿的投档考生不足
时，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征集志愿考生。对未实行平行志愿的省份，
按照“志愿优先，从高分到低分录取”的原则录取，先录取第一志
愿报考我校的考生，第一志愿投档考生不足时，再录取第二志愿
考生，以此类推。

安排录取专业时，学校按照“专业志愿清”原则，优先考虑第
一专业志愿的考生；在考生投档成绩相同，学校志愿、专业志愿一
致的情况下，按照数学、语文、外语的顺序，依次比对成绩，优先录
取成绩高者；如成绩仍然相同，将综合考虑高中学业水平成绩、综
合素质评价等因素。

十、学生入校之后是否可以调整专业？如果可以，需要达到什
么条件？

答：1 .专业调整。学校仅在每学年9月份面向二年级学生组织
一次专业调整。

2.双学位或辅修第二专业。根据学校相关规定，普通全日制本科
学生，在学有余力情况下，可于第二学年申请双学位教育或辅修第
二专业教育(双学位教育的辅修专业不得与主修专业同属一个学科
门类，辅修第二专业教育的辅修专业不得与主修专业同属一个专业
类)。满足相应培养方案要求，在获得主修专业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的前提下，可获得辅修专业证书或辅修专业的学位证书。

3 .“3+1”中英物流本硕合作项目。普通本科学生入学后，根据
高考成绩及英语专项测试，择优选拔符合条件的学生，重新组班
(40人为限)，按3年学制进行培养，第四年进入英国朴次茅斯大学
攻读硕士。

十一、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情况如何？
答：(一)奖、助学金情况：
1 .国家和省政府拨款设有国家奖学金(8000元/每人)、省政府奖

学金(6000元/每人)、国家励志奖学金(5000元/每人)、省政府励志
(5000元/每人)、新疆西藏和青海励志奖学金(5000元/每人)等。

2 .学校设立的奖学金有校长奖学金(每人3000元)、校长励志

奖学金、综合奖学金、学习进步奖和学习帮扶奖等，每年有35%左
右的学生可以获得此类奖学金。

3.学校还争取了各类社会奖助学金，用于奖励在学习、社会活动
等方面较为突出的学生，主要包括蓝海建设慈善基金会优秀学生奖
金、福建铁拓83奖学金、博赛奖学金、甲骨文(多维)奖学金、中通客车
奖助学金、华元汽车电子奖学金、英创天元奖学金等。

(二)国家助学贷款：家庭困难的学生在校期间可申请生源地
国家助学贷款，最高贷款额为8000元/年，在校期间贷款利息由国
家贴补，毕业后贷款本息由毕业生自己偿还。

(三)勤工助学情况：学校设有勤工助学专项资金，广泛开展
勤工助学活动，鼓励学生通过诚实的劳动获得报酬。

(四)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情况：学校对由于家庭经济原因影
响学生正常学习和生活的，采取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进行辅助，
保证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1 .学校建立特困生档案，设立学生困难补助专项资金，对家
庭有特殊困难的学生给予困难补助。

2 .学校设立绿色通道，采取减免、缓交学费等方式对特困生
进行扶助。

(五)大学生入伍：入伍学生学费给予补偿、贷款全部代偿，退
伍后可根据条件享受转专业等若干政策。

十二、学校的收费标准
答：学校严格按照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核定的收费标准收

取相关费用，具体收费标准以当年批复为准。
(一)普通专业学费：学校实行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学分制

学费包括专业注册学费和学分学费两部分，每学分100元。学生每
学年缴学费金额由所修读学分数乘以100元和专业注册学费构
成。年均学费金额大致如下：

文学类(外语类)、法学类4200元/生.学年，艺术类8500元/生.
学年，理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类专业4200-5800元/生.学年。

(二)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项目学费为19000元/生.学年、30000
元/生.学年。

(三)校企合作办学专业项目学费为5000元/生.学年-9600元/
生.学年不等。

(四)住宿费：学校住宿费为1000-1300元/生.学年。新生暂按1000
元/生.学年预收，报到后按实际住宿宿舍类别以及标准补交差额。

十三、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济南长清大学科技园海棠路5001号山东交通学院招生
办公室(邮编：250357)
山东交通学院官网：www.sdjtu.edu.cn
山东交通学院招生信息网：zsw.sdjtu.edu.cn；
电子邮箱：zsgz@sdjtu.edu.cn;
电话：0531-80687112；0531-80687119
传真：0531-80687112；

山东交通学院2020年答考生家长问

表1 订单班相关信息

表2 专业新增及恢复情况

表3 学校近几年博士化率

表4 校企合作专业

表5 中外合作专业

学校近三年本科录取位次信息统计(山东省)

山东省2020年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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