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 专业名称 科类名称 计划省市 计划数
财经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理工 安徽 3

财经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理工 安徽 2

财经管理学院 财务会计类 理工 安徽 2

财经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文史 安徽 2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物联网工程技术 理工 安徽 2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理工 安徽 2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物联网工程技术 文史 安徽 2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文史 安徽 3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理工 安徽 2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文史 安徽 3

数字媒体学院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理工 安徽 2

数字媒体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理工 安徽 2

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类 理工 安徽 3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文史 安徽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自动化类 理工 安徽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汽车智能技术 理工 安徽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工业工程技术 理工 安徽 2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综合改革 北京 2

建筑与材料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综合改革 北京 2

建筑与材料学院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综合改革 北京 4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综合改革 北京 2

财经管理学院 财务会计类 文史 不分省 3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物联网工程技术 文史 不分省 1

建筑与材料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理工 不分省 2

建筑与材料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类 理工 不分省 2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智能产品开发 理工 不分省 1

数字媒体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理工 不分省 2

数字媒体学院 广播影视类 文史 不分省 3

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类 理工 不分省 4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文史 不分省 1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理工 不分省 1

财经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理工 福建 2

财经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理工 福建 2

财经管理学院 财务会计类 理工 福建 3

财经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文史 福建 3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理工 福建 4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文史 福建 3

建筑与材料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理工 福建 2

建筑与材料学院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理工 福建 2

建筑与材料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类 理工 福建 2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理工 福建 4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文史 福建 3

数字媒体学院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理工 福建 2

数字媒体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理工 福建 2

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类 理工 福建 3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理工 福建 2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文史 福建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理工 福建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理工 福建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无人机应用技术 理工 福建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汽车制造类 理工 福建 2

合计：40

合计：10

不分省计划为内高班，合计：20

合计：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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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理工 甘肃 3

财经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文史 甘肃 2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物联网工程技术 理工 甘肃 2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理工 甘肃 2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物联网工程技术 文史 甘肃 1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文史 甘肃 3

建筑与材料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理工 甘肃 3

建筑与材料学院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理工 甘肃 3

建筑与材料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类 理工 甘肃 3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理工 甘肃 3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文史 甘肃 2

数字媒体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理工 甘肃 3

数字媒体学院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文史 甘肃 1

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类 理工 甘肃 3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理工 甘肃 3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文史 甘肃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理工 甘肃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理工 甘肃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自动化类 理工 甘肃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汽车制造类 理工 甘肃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工业工程技术 理工 甘肃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汽车智能技术 理工 甘肃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工业工程技术 文史 甘肃 3

财经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理工 广东 4

财经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文史 广东 3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物联网工程技术 理工 广东 2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理工 广东 4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文史 广东 3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智能产品开发 理工 广东 2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理工 广东 4

数字媒体学院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理工 广东 2

数字媒体学院 广播影视类 文史 广东 2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文史 广东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无人机应用技术 理工 广东 2

财经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理工 广西 3

财经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理工 广西 4

财经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文史 广西 5

财经管理学院 财务会计类 文史 广西 2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理工 广西 4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物联网工程技术 文史 广西 2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文史 广西 3

建筑与材料学院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理工 广西 2

建筑与材料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理工 广西 2

建筑与材料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类 理工 广西 4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理工 广西 4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文史 广西 4

智慧健康学院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智慧医疗） 理工 广西 2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理工 广西 5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文史 广西 5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理工 广西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理工 广西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汽车制造类 理工 广西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自动化类 理工 广西 2

财经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文史 贵州 6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理工 贵州 8

合计：60

合计：30

合计：60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文史 贵州 4

建筑与材料学院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理工 贵州 4

建筑与材料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理工 贵州 5

建筑与材料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类 理工 贵州 5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智能产品开发 理工 贵州 4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理工 贵州 17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文史 贵州 5

数字媒体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理工 贵州 2

数字媒体学院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理工 贵州 3

数字媒体学院 广播影视类 理工 贵州 12

数字媒体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文史 贵州 1

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类 理工 贵州 20

智慧健康学院 康复辅助器具技术 理工 贵州 3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文史 贵州 11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理工 贵州 5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理工 贵州 5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汽车制造类 理工 贵州 5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自动化类 理工 贵州 5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物联网工程技术 综合改革 海南 3

建筑与材料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综合改革 海南 4

建筑与材料学院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综合改革 海南 5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智能产品开发 综合改革 海南 3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综合改革 海南 6

数字媒体学院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综合改革 海南 3

智慧健康学院 康复辅助器具技术 综合改革 海南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综合改革 海南 5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综合改革 海南 5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无人机应用技术 综合改革 海南 4

财经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理工 河北 4

财经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理工 河北 2

财经管理学院 财务会计类 理工 河北 2

财经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文史 河北 4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物联网工程技术 理工 河北 2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理工 河北 3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物联网工程技术 文史 河北 2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文史 河北 3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理工 河北 3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文史 河北 3

数字媒体学院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理工 河北 2

数字媒体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理工 河北 3

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类 理工 河北 6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文史 河北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自动化类 理工 河北 4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工业工程技术 理工 河北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汽车智能技术 理工 河北 2

财经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理工 河南 2

财经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理工 河南 3

财经管理学院 财务会计类 理工 河南 3

财经管理学院 物流类 理工 河南 2

财经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文史 河南 3

财经管理学院 财务会计类 文史 河南 2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物联网工程技术 理工 河南 3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理工 河南 2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文史 河南 2

建筑与材料学院 材料工程技术 理工 河南 3

合计：130

合计：40

合计：50



建筑与材料学院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理工 河南 3

建筑与材料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类 理工 河南 4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智能产品开发 理工 河南 2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理工 河南 5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智能产品开发 文史 河南 2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文史 河南 3

数字媒体学院 广播影视类 文史 河南 3

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类 理工 河南 5

智慧健康学院 康复辅助器具技术 理工 河南 2

智慧健康学院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智慧医疗） 理工 河南 2

智慧健康学院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理工 河南 2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理工 河南 6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文史 河南 5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理工 河南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理工 河南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自动化类 理工 河南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汽车制造类 理工 河南 3

财经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文史 湖北 2

财经管理学院 财务会计类 文史 湖北 2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理工 湖北 4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文史 湖北 3

建筑与材料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类 理工 湖北 4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理工 湖北 4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人工智能技术服务 理工 湖北 2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文史 湖北 3

数字媒体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理工 湖北 2

数字媒体学院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理工 湖北 2

数字媒体学院 广播影视类 理工 湖北 2

数字媒体学院 广播影视类 文史 湖北 2

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类 理工 湖北 5

智慧健康学院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理工 湖北 2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理工 湖北 4

智慧健康学院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服务机器人技术与应用） 理工 湖北 2

智慧健康学院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理工 湖北 2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文史 湖北 4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理工 湖北 4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无人机应用技术 理工 湖北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自动化类 理工 湖北 3

财经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理工 湖南 3

财经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文史 湖南 2

财经管理学院 财务会计类 文史 湖南 2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物联网工程技术 理工 湖南 2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理工 湖南 3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物联网工程技术 文史 湖南 1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文史 湖南 3

建筑与材料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类 理工 湖南 5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智能产品开发 理工 湖南 4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理工 湖南 3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文史 湖南 2

数字媒体学院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理工 湖南 2

数字媒体学院 广播影视类 文史 湖南 2

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类 理工 湖南 4

智慧健康学院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智慧医疗） 理工 湖南 2

智慧健康学院 康复辅助器具技术 理工 湖南 2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理工 湖南 5

智慧健康学院 康复辅助器具技术 文史 湖南 1

合计：80

合计：60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文史 湖南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理工 湖南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自动化类 理工 湖南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汽车制造类 理工 湖南 3

财经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理工 江西 3

财经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理工 江西 3

财经管理学院 财务会计类 理工 江西 3

财经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文史 江西 3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理工 江西 4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文史 江西 3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理工 江西 7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文史 江西 4

数字媒体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理工 江西 2

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类 理工 江西 6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文史 江西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自动化类 理工 江西 5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工业工程技术 理工 江西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汽车智能技术 理工 江西 2

财经管理学院 物流类 理工 辽宁 2

建筑与材料学院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理工 辽宁 2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理工 辽宁 2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文史 辽宁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自动化类 理工 辽宁 2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智能产品开发 综合改革 山东 3

数字媒体学院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综合改革 山东 3

智慧健康学院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服务机器人技术与应用） 综合改革 山东 2

智慧健康学院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智慧医疗） 综合改革 山东 2

智慧健康学院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综合改革 山东 3

智慧健康学院 康复辅助器具技术 综合改革 山东 2

财经管理学院 物流类 理工 山西 2

财经管理学院 财务会计类 文史 山西 2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理工 山西 2

建筑与材料学院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理工 山西 2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理工 山西 2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文史 山西 2

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类 理工 山西 2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文史 山西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理工 山西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理工 山西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汽车制造类 理工 山西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自动化类 理工 山西 2

财经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理工 陕西 2

财经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文史 陕西 2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物联网工程技术 文史 陕西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理工 陕西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理工 陕西 2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综合改革 天津 3

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类 综合改革 天津 5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汽车制造类 综合改革 天津 6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自动化类 综合改革 天津 6

财经管理学院 财务会计类 理工 新疆 4

合计：20

合计：60

合计：50

合计：10

合计：15

合计：25

合计：10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文史 新疆 2

建筑与材料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类 理工 新疆 10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理工 新疆 6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文史 新疆 5

数字媒体学院 广播影视类 文史 新疆 5

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类 理工 新疆 9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文史 新疆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汽车智能技术 理工 新疆 7

财经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理工 云南 5

财经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理工 云南 4

财经管理学院 财务会计类 理工 云南 5

财经管理学院 物流类 理工 云南 5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物联网工程技术 理工 云南 4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理工 云南 5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电子信息类 文史 云南 6

建筑与材料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类 理工 云南 10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理工 云南 4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 计算机类 文史 云南 7

数字媒体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理工 云南 5

数字媒体学院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理工 云南 2

数字媒体学院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文史 云南 1

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类 理工 云南 9

智慧健康学院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智慧医疗） 理工 云南 2

智慧健康学院 旅游类 理工 云南 6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理工 云南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理工 云南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无人机应用技术 理工 云南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汽车制造类 理工 云南 3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工业工程技术 理工 云南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汽车智能技术 理工 云南 2

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 工业工程技术 文史 云南 4

合计：50

合计：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