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2016 年录取分数线

2017 年国家专项招生计划

2017 年民族班招生计划

科类 理工（本部） 文史（本部）

年份 最低分 一本线 分差 最低分 一本线 分差

2016 620 512 108 580 520 60

2015 597 510 87 569 521 48

2014 597 533 54 575 535 40

科类 理工（本部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威海校区中外合作办学）

年份 最低分 一本线 分差 最低分 一本线 分差

2016 613 512 101 573 512 61

2015 591 510 81 539 510 29

2017 招生要点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湖北

咨询手机：13661317436（6 月 20 日开始接听，本科一批志愿填报结束后停止接听）

咨询电话：010-51688441          

北京交通大学招生资讯网：http://zsw.bjtu.edu.cn

北京交通大学高考招生咨询方式

北京交通大学
招生办官方微信

北京交通大学
招生办官方微博

北京交通大学
招生资讯网

说明：面向国家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是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实施的面向集中连

片特殊困难地区参加全国统考的考生定向招生计划。实行单报志愿、单设批次、单独划线，录取分数线原则

上不低于招生学校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按照国家专项计划录取的学生，入学后可迁转户口，允许学生

按照学校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要求和程序参加转专业，与其他学生同等享受奖助学金政策。

2017 年国家专项招生计划届时见我校招生资讯网或以各省招生机构公布为准。

说明：民族班计划是国家指令性计划，按照民族班录取的学生，毕业后鼓励回生源地就业、创业，同时允许在

内地就业。民族班计划只招收少数民族考生。考生的投档成绩不得低于学校普通类专业（不含中外合作办学）

提档线下 40 分。

2017 年民族班招生计划届时见我校招生资讯网或以各省级招生机构公布为准。

专业名称 科类 计划数

电子信息类（通信与控制） 理工 2

计算机类 理工 3

交通运输类 理工 1

土木类 理工 1

机械类 理工 2

电气类 理工 2

专业名称 科类 计划数

电子信息类（通信与控制） 理工 2

土木类 理工 1

机械类 理工 2

电气类 理工 1

招生单位 专业名称 科类
2016 年

最高分 最低分

本 部

电子信息类（通信与控制） 理工 640 624

计算机类 理工 627 621

经济管理试验班 理工 626 623

交通运输类 理工 627 622

土木类 理工 622 620

机械类 理工 625 620

电气类 理工 623 62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能源国际班） 理工 622 621

理科试验班类 理工 625 621

文科试验班类（语言与传播） 理工 620 620

软件工程 理工 627 621

法学 理工 622 620

经济管理试验班 文史 586 586

文科试验班类（语言与传播） 文史 583 580

法学 文史 586 581

本部
（中外合作办学）

材料类（中外合作办学）
（纳米材料与技术）

理工 619 613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机械电子工程）

理工 616 613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学）
（通信工程）

理工 582 579

威海校区
（中外合作办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理工 575 574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环境工程）

理工 591 573

计算机类（中外合作办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 590 576

说明：以上分数统计含政策性加分，不含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自主招生等其他招生类型。

2016 年各专业录取分数情况



说明：本表是本科一批非定向招生计划 , 具体数据以各省级招办公布为准。

校区 专业名称 科类 计划数
学费

（元 / 年）

本 部

电子信息类（通信与控制） 理工 9 5500

计算机类 理工 6 5500

经济管理试验班 理工 7 5000

交通运输类 理工 5 5500

土木类 理工 10 5500

机械类 理工 9 5500

电气类 理工 4 550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能源国际班） 理工 3 5500

理科试验班类 理工 7 5500

文科试验班类（语言与传播） 理工 2 5500

软件工程 理工 3
5500

三、四年级学
费为 16000

建筑类 理工 2 5500

法学 理工 1 5000

经济管理试验班 文史 1 5000

文科试验班类（语言与传播） 文史 3 5500

法学 文史 2 5000

本部
（中外合作办学）

机械类（中外合作办学）
（机械电子工程）

理工 4 4.2 万

材料类（中外合作办学）
（纳米材料与技术）

理工 4 4.8 万

交通运输类（中外合作办学）
（交通运输）

理工 5 5 万

威海校区
（中外合作办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理工 5 6 万

电子信息类（中外合作办学）
（通信工程）

理工 2 6 万

计算机类（中外合作办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 3 6 万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中外合作办学）
（环境工程）

理工 3 6 万

工商管理类（中外合作办学）
（会计学）

理工 2 6 万

工商管理类（中外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

理工 2 6 万

2017 年本科招生计划（非定向）

【学校简介】
北京交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中国铁路总公司、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和具有研究生院的全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高校。
学校牵头的“2011 计划”“轨道交通安全协同创新中心”成为国家首批 14 个认定的协同创新中心之一。
学校连续多年入围“QS 金砖五国大学排名”前 100 名，2017 年我校有 5 个学科进入世界顶尖学科，分别是：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301-350）；电气与电子工程（前 300）；机械、航空与制造工程（前 250）；
数学（前 350）；物理学与天文学（451-500）。工程与技术领域的排名从 344 进步到 306。学校优势
特色学科在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中，系统科学排名第一，交通运输工程排名第三，信息与通信工程排名第八，
其中系统科学在连续三轮学科评估中均名列全国第一。
学校已形成“一校多区”办学格局。学校本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 , 总面积近 1000 亩。2015 年位于山东省
威海市的威海校区正式投入使用。各校区均具有完善的教学、科研设施，校园环境优美。

【升学就业】
多年来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近三年就业率均在 98% 以上。各个专业均有在本校或外校深
造的机会，每年有 15% 左右的学生能够直接免试保送攻读我校和外校硕士学位，特别优秀的学生还可以
免试直接攻读我校博士学位。本科毕业生深造率超过 50%，出国 ( 境 ) 深造比例接近 15%，包括麻省理工
学院、伦敦大学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帝国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哥伦比
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杜克大学、康奈尔大学、多伦多大学、墨尔本大学等在内
的国际知名学府。国内深造中，超过 95% 毕业生升入“985”、“211”高校。就业主体除传统的轨道交
通领域外，建筑、电力、军工、金融、信息技术等行业也是毕业生就业较为集中的流向。

【转专业与大类分流政策】
新生入校后，学校会开展专业介绍和学业指导，使每位同学在对学科专业有较深的了解后进行跨专业（类）
转专业和大类专业分流。学校有相对灵活的转专业政策 , 除了特殊限定的学生外，其他学生均有机会提出
转专业申请，学校和学院对申请转专业学生的兴趣和专长进行考核，考核合格的学生可以转专业。大类专
业分流按照志愿优先的原则，结合平均学分绩点确定分流专业。大类分流时，除文科试验班类（语言与传播）、
建筑类、设计学类入学后分流，经济管理试验班第 3 学期分流外，其余大类专业在第 2 学期进行分流。在
转专业和大类专业分流时，对于申请人数较多的专业，学校设置了最低接收人数。为加强对优秀学生的激励，
对于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和大学期间继续保持优秀的高考成绩优秀学生在转专业和大类专业分流时可
以优先选择专业。
注意：大一新生在完成第一学期的课程学习后，除按照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录取的学生外，其他学生均有机
会提出转专业申请，在全校统一的时间内参加教务处及相关学院组织的考试考核，考核合格可以实施跨类
转专业。其中，外语类保送生和艺术类专业学生仅能在本类别内进行专业调转。录取到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的考生，入学后不得转入非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威海校区不能转至本部校区，且不同合作方所办专业之间
不能互转。转专业具体政策按入学当年《北京交通大学学生手册》中相关规定执行。

【辅修和双学位政策】
学校部分专业开设辅修专业和双学位。学有余力的学生在修读主修专业时，可以跨专业类别修读另一专业
的辅修或双学位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并满足毕业条件后可获得辅修专业或双学位证书。

【录取与分专业】
进档考生在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合格的情况下，根据考生投档成绩（含全国性政策加分，
有投档校验位的省区含投档校验位）和专业志愿进行录取和分专业，分专业时对投档成绩中所含的政策性加

分承认分值最高不超过 20 分。

1、专业级差

一般采用专业志愿级差方式进行专业分配，第一、二专业级差为 2 分，第二、三专业级差为 1 分，以后专
业级差为 0 分。根据投档成绩减去级差分数形成的专业投档等效基准分依次安排专业。对于一个 630 分的

考生，他所报的六个专业将依次按照 630-628-627-627-627-627 六个分数比照进行专业录取。

2、同分政策

出现考生专业投档等效基准分相同时参考高考实考分数、相关科目高考成绩、学业水平考试（高中会考）成
绩。参考相关科目高考成绩顺序：法学、文科试验班类（语言与传播）专业依次参考语文、英语、数学、理

综或文综成绩，其他专业将依次参考数学、语文、英语、理综或文综成绩。

3、专业调剂

对所有无法满足所报专业志愿但服从调剂的考生，按投档成绩由高到低排序调剂到计划未完成的专业，直至
录取额满。
当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与非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在同一投档院校代号下投档时，如考生没有填报任何中外合作办
学专业，将不会被调剂到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4、专业要求

文科试验班类（语言与传播）、软件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能源国际班）专业原则上要求外语单科
高考成绩不低于满分的三分之二。如所在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统一组织外语口语加试，报考文科试验班类（语
言与传播）专业的考生应参加口语加试并成绩合格。软件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能源国际班）、全
部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入学后外语教学只设英语，请非英语语种的考生谨慎填报。建筑类专业要求考生应具备
相应的美术基础，新生入学专业分流时进行美术考试，成绩不合格者转入土木类专业。

【提档比例】
调档比例一般为 100%，视生源情况适当调整。平行志愿提档时对服从专业调剂、符合录取要求的考生，我
校提档后一般不会退档。

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                              “211 工程”
“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       “2011 计划”高校

招生要点

【中外合作办学·威海】
威海校区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有与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学院合作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与英国兰卡斯特大
学合作的专业除了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环境工程、数字媒体艺术四个本科专业外，2017 年新增
工商管理、会计学专业。威海校区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只招英语语种考生，英语单科高考成绩须不低于满分
的 70%，全部为高收费专业。学生将在威海校区就读，学籍和户籍均在北京。其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
业的学生毕业时符合我校及合作高校的要求则有机会获得双方学位；其他专业实行中英两校学位捆绑，不授
单方学位，毕业生须同时符合中英两校学位授予条件时将分别获得双方学位。

【中外合作办学·本部】
学校本部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有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合作的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与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原
名卧龙岗大学）合作的机械电子工程专业。2017 年这两个专业按北京交通大学（中外合作专业）招生单位
录取 , 只招理工类、英语语种考生，英语单科高考成绩须不低于满分的 70%。两个专业均为高收费专业，
根据教学培养安排，在标准学制年限内，学生有一年在合作高校就读，其余时间全部在学校本部就读，毕业
生达到我校及合作高校的要求有机会获得双方学位。
2017 年新增与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合办的交通运输专业。相关报考要求同以上两个本部中外合作办学专
业。学生完成全部交通运输专业课程以及毕业设计，成绩合格获北京交通大学工学学士学位和毕业证书，同
时获得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学习经历证明（第 4 年将有 3 个月的时间赴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