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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考科目包括“物理”和“不限”



在该省有招生计划的特殊类招生政策：

调档比例 加分政策招生
政策

调档比例一般为100%，生源较好省份将适度
增加招生计划；

录取和分专业均承认符合规定且
不超过20分的全国性政策加分

选考科目包括“物理”和“不限”

中外合作
办学

北京
校区

威海
校区

【中外合作办学·威海校区】
威海校区以“国际化合作培养”为定位，按北京交通大学（威海校区）代码录取，学制4年，均为4+0
模式，学生学籍和户籍均在北京校区。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学费为8.5万/学年，其余专业均为8万/学
年。具体专业有：
a.与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学院合作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b.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合作的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环境工程、数字媒体艺术、工商管理、
会计学等6个专业。

【中外合作办学·北京校区】
北京校区有2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按北京交通大学（中外合作办学）代码录取，国内学习期间学费
均为6万/学年。具体专业有：

a.与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合作的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学制4年，3+1 模式；

b.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合作的纳米材料与技术专业，学制4年，2+1 +1模式。

【特别提醒】
我校所有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合作方均为英语国家，有大量的全英文授课，专业课为全英文教材，要求
学生有较好的英语基础，请非英语考生谨慎报考。毕业证和学位证均由北京交通大学颁发，证书上不
标注“中外合作办学”或“威海校区”字样。

——斜体数字为在国外学习时间

（一）设计学类（就读地点：本部校区）

（二）数字媒体艺术（就读地点：威海校区）

1.考生须根据生源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要求，参加本省统一组织的美术类专业省统考并取得本科合格
资格。考生的美术类省统考成绩须不低于满分的70%（四舍五入取整），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350分
（750分制）且不低于生源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划定的相应批次同科类本科院校艺术类专业最低录取
控制分数线。
2.对实行平行志愿投档的省份，按照进档考生的投档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录取。对非平行志愿省份，按
照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文理科一起排队），综合成绩=高考文化课成绩×60%+专业成绩×
(文化课满分/专业成绩满分)×40%，综合成绩保留2位小数。

考生须根据生源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要求，参加本省统一组织的美术类专业省统考并取得本科合格资
格。对实行平行志愿投档的省份，按照进档考生的投档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录取。对非平行志愿省份，
按照高考文化课成绩由高到低排序录取。

艺术类专业招生简介



近年分类型分专业录取情况(山东)

说明：以上内容若与实际有出入，以我校招生资讯网或各省招办公布为准。各专业招生计划及报考要求详情见我校招生资讯网。

电子信息类(通信与控制) 非定向 物理 四年 629 626 650 644 5500

计算机类 非定向 物理 四年 634 631 656 650 5500

经济管理试验班 非定向 物理 四年 627 618 645 640 5000

交通运输类 非定向 物理 四年 622 620 644 641 5500

土木类(智慧建造与智能工程) 非定向 物理 四年 613 608 640 631 5500

机械类(智能制造与智能装备) 非定向 物理 四年 620 615 641 636 5500

北京交通大学
电气类 非定向 物理 四年 632 621 647 640 5500

软件工程 非定向 物理 四年 630 628 650 646
5500，
三、四年级
学费16000元/学年

建筑类(建筑与规划) 非定向 物理 五年 616 615 638 634 5500

外国语言文学类 非定向 不限 四年 623 615 643 637 5500

新闻传播学类 非定向 不限 四年 623 617 646 639 5000

法学 非定向 不限 四年 620 620 642 640 5000

北京交通大学
(中外合作办学)

纳米材料与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中外合作办学 物理 四年 593 577 618 604 6万

机械电子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中外合作办学 物理 四年 591 586 624 602 6万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中外合作办学) 中外合作办学 物理 四年 572 569 596 583 8万

通信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中外合作办学 物理 四年 574 572 597 586 8万

北京交通大学
(威海校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外合作办学) 中外合作办学 物理 四年 594 577 605 589 8万

环境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中外合作办学 物理 四年 571 568 594 580 8万

会计学(中外合作办学) 中外合作办学 不限 四年 589 579 600 594 8万

工商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中外合作办学 不限 四年 579 572 594 585 8万

最高分 最低分 最高分 最低分
学费(元/年)

2021 2020
招生代码 招生专业(类) 考生类型 选考科目 学制



招生咨询联系方式

① 咨询电话：010-51688441
② 面向全国考生官方咨询QQ群：830693395
③ 山东考生官方咨询QQ群：1051717808
④ 招生资讯网：https://zsw.bjtu.edu.cn/
⑤ 微信、微信视频号、微博、头条、百家号、抖音、B站：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办
⑥ 学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外上园村3号
⑦ 山东考生咨询电话：
面向全省：13161068288(刘老师)
德州市：15120042926(王老师)
青岛市：18612338842(李老师)
潍坊市：18612597168(徐老师)
济南市：13810613484(王老师)
济宁市：13161068288(刘老师)
烟台市、东营市、滨州市：13693387088(李老师)
日照市：18611572075(李老师)
淄博市：18146510686(栾老师)
枣庄市：13810008804(王老师) 
威海市：18612253812(张老师)
聊城市：13240400831(刘老师)
泰安市：15801410169(赵老师)
菏泽市：13269319769(王老师)
(6月5日开始接听，所在批次志愿填报结束后停止接听)

饮水思源  爱国荣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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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交通大学
招生办官方百家号

北京交通大学
招生办官方抖音

北京交通大学
招生办头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