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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概况
河南理工大学始建于1909年，历经

焦作路矿学堂、福中矿务大学、私立焦作
工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焦作工学
院、焦作矿业学院和焦作工学院等重要
历史时期，2004年更名河南理工大学,
是我国第一所矿业高等学府和河南省建
立最早的高等学校。学校现已发展成为
一所具有博士硕士、学士学位授予权，涵
盖理、工、管、文、法、经、教、艺术、医学等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
学，是河南省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共建高校，是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
方管理为主的河南省属重点高校，2012
年入选“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
工程”。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具有招收外
国留学生资格。现有博士、硕士研究生、
本科生等全日制在校生37000余人。

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名
师荟萃，鸿儒云集，拥有专任教师2401
人，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者 1049
人，两院院士12人（含双聘），国家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3人，国家百千万
人才工程入选专家3人、国家“千人计

划”入选专家5人，长江学者1人，国家
级教学名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
教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省特聘
教授、省管优秀专家、省教学名师、省部
级学术带头人和省骨干教师等200余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31
人；还外聘 300余名国际国内著名学
者、专家、院士担任兼职教授。

学校拥有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4个博士授权一级学科（4个博士授权一
级学科在2012年全国学科评估中居前
十位,其中安全科学与工程在全国排第
五名）、32个二级学科（方向）博士点；18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19个二级学科（方
向）硕士点，具有硕士推免权和开展本
硕连读、硕博连读资格，享有工商管理
（MBA）、公共管理（MPA）专业硕士以
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招生权，在17
个工程领域招收培养工程硕士，具有以
毕业研究生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授
予权,拥有75个本科专业。

学校建有5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5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
地（中心）、1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中心、4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0个国家级

特色专业、6个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试点专业等56个国家级本科教学
工程项目；8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0个省级教学团队、16个省级特色专业
等112个省级本科教学工程项目。

学校不断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培育特色学科品牌，提高服务行业和区
域水平。建有国家科技部、教育部、发
改委、安监总局、国土资源部、测绘局、
体育总局等国家级、省部级重点实验
室、工程中心等科研平台49个，有国家、
省部级教学科研团队38个，近五年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省部级以上
科技奖励179项，年度科研总经费突破
2.7亿元，建成省级大学科技园和省级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示范基地,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毕业生就业率连年位居河南省高
校前列，荣获“河南高等教育就业质量
最佳示范院校”“河南考生心目中最理
想的高校”“河南最具就业竞争力示范
院校”“河南省普通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工作先进集体”，“高校科研实力与考
生择校”高考招生咨询大型公益系列
活动优秀组织奖等称号。

学校秉承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
开放办学理念，先后与美国、英国、俄
罗斯、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
兰、日本、韩国等30多个国家、地区的
70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友好合作
关系，国际学术活动蓬勃发展，有力地
促进了学术交流和文化融合，国际知
名度和影响力日益提高。

2017 年学校面向全国计划招收
本、专科9949人，准确数据详见各省招
生部门公布的招生计划。

二、2017年招生提示
1.大类招生：为增加学生理智选择

专业的机会，提高学生对社会需求的
适应性，2017年我校25个专业继续按
学科大类招生。自动化类包括自动
化、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等2个专业，
电子信息类包括电子信息工程、电子
信息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
程等3个专业，机械类包括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等2个专业，
土木类包括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
源应用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等3个
专业，地质类包括地质工程、资源勘查

工程等 2个专业，测绘类包括测绘工
程、遥感科学与技术等2个专业，材料
类包括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等2
个专业，数学类包括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等2个专业，化工与制
药类包括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学
工程等2个专业，计算机类包括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等
3个专业，建筑类包括建筑学、城乡规
划等2个专业。

考生填报专业志愿时只选择学科
大类招生名称，入校后经过 1-2年的
大类基础学习，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
习成绩、兴趣爱好和市场需求申请选
择相应专业进入专业课程学习。

2.本科一批招生：我校今年在河南
省本科一批招生专业有自动化类、电子
信息类、机械类、土木类、地质类、测绘
类、材料类、化工与制药类、计算机类、建
筑类、数学类、能源与动力工程、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测控技
术与仪器（自控方向）、通信工程、工程管
理、工程力学、应用物理学、地球信息科
学与技术、测绘工程(卓越计划班)、环境
工程、土地资源管理、地理信息科学、生
物技术、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人文地理与
城乡规划、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材料成
型及控制工程、矿物加工工程、采矿工
程、矿物加工工程（卓越计划班）、采矿工
程（卓越计划班）、采矿工程（煤与煤层气
方向）、应用化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工业工程、交通工程、安全工程、安全工
程（卓越计划班）、旅游管理、市场营销、
消防工程、工业设计、公共事业管理（公
共安全方向）、公共事业管理（政府应急
与安全社区建设方向）、管理科学、会计
学、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
汉语言文学、金融学、法学、国际经济与
贸易、广告学、英语、日语、药学、护理学
等专业，计划招生5823人。招生专业师
资力量雄厚，教学和科研实力强，就业率
高，拥有一批相关学科专业的博士点、硕
士点，建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
地和省级重点学科、重点学科开放实验
室，还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和教育部创
新团队等作为支撑，可满足高水平教学
工作的需要。

3.卓越工程师试点专业：我校是教
育部批准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

划”试点高校，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
安全工程、测绘工程、地质工程、自动化6
个本科专业入选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
划，其中地质工程、自动化专业为入校后
进行选拔，其他4个专业单列部分招生
计划按卓越计划班招生，在河南省计划
招生137人。学校制订了入选专业试点
班的培养方案，并积极探索校企联合培
养合作机制，与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等多
家大型企业签订了联合培养协议，为我
校实践基地建设和“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的开展提供了良好平台。

4.国家专项及地方专项本科招生：
我校继续面向河南，在国家专项计划
本科批，计划招生100人，录取批次安
排在本科提前批结束后、本科一批开
始之前，执行本科一批分数线；在地方
专项计划本科批，计划招生70人，录取
批次安排在本科一批结束后、本科二
批开始之前，执行本科一批分数线。

5.中外合作办学招生：经教育部
批准，我校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农工州
立大学合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与
爱尔兰利莫瑞克大学合办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土木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本
科专业，每个专业计划招生 120 人，
合计 360 人，其中在河南计划招生
243 人（国 际 教 育 学 院 咨 询 电 话 ：
0391-3986055、3986056）。

6.优秀新生奖励政策：为鼓励学生
勤奋学习，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根据我校出台的《河南理工大学优秀
新生奖励办法》（校招就〔2017〕1号），对
参加普通高等学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第
一志愿（平行一志愿认定为第一志愿）报
考我校（国标代码：10460），被我校录取
且按时入学报到注册的优秀新生，以奖
励学费等形式给予奖励。优秀新生奖学
金分为四个等级：高考成绩原始分高于
考生所在省份本科一批分数线（下同）70
分（标准分再提高20分，或符合奖励办
法的其他条件，下同）可申请特等奖，奖
励4学年学费；高于60分可申请一等奖，
奖励3学年学费；高于50分可申请二等
奖，奖励2学年学费；高于40分可申请三
等奖，奖励1学年学费。

三、2017年在河南省招生计划
2017年，河南理工大学在30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招生9949人，其
中在河南省招生 7477 人，包括本科
6558人，专升本 119人，专科 800人。
在河南省招生批次包括提前批（美术A
段、音乐A段、体育类）、专升本、国家
专项计划本科批、本科一批、地方专项
计划本科批、本科二批、本科二批（中
外合作办学）、专科批（详见河南省招
生办《招生考试之友》专业目录）。

地址：河南省焦作高新区世纪路2001号
邮编：454000
网址：http://www.hpu.edu.cn/
招生咨询电话：0391—3986000

3986111
3987225
3987226

电子邮箱：zsjy@hpu.edu.cn
河南理工大学
招生信息网

河南理工大学
招生公众号

●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河南省属重点高校
●我国第一所矿业高等学府和河南省建立最早的高等学校
●国家“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高校
●河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共建高校
●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研究型大学
●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
●国家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
●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特色专业等
●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个博士授权一级学科在国家学科评估中居全国前十位
●具有硕士推免权和本硕连读、硕博连读招生资格
●面向全国招生、就业，是河南最具就业竞争力示范院校

热忱欢迎广大考生第一志愿报考河南理工大学

百年校庆庆典百年校庆庆典

河南理工大学南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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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豫招生代码在豫招生代码61006100 61016101 61026102 61036103 61046104 60946094））

招生
代码

6105

6105

6105

6105

6107

6107

6107

6105

6109

6108

6106

批次

国家专项计
划本科批

本科一批

地方专项计
划本科批

艺术本科批

本科二批

艺术专科批

专科批

专科批

本科二批

本科二批

专科批

层次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3年制
专科

3年制
专科

2年制
专科

本科

本科

3年制
专科

备 注

定向招收国定38个贫困县区考生，文科、理科共53个一本专业。学费：理科3700元/年、
文科3400元/年

文科、理科共53个专业：学费：文科3400元/年、理科3700元/年

录取文件规定资格的农村考生，文科、理科共32个一本专业。学费：文科3400元/年、
理科3700元/年

5个艺术类本科专业，1个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费5700元/年

文科、理科共6个本科专业，与英国威尔士大学、瑞丁大学以及我国台湾中原大学合作
办学。学费：文、理：14000元/年-15000元/年

与英国阿伯瑞斯特维斯大学合作办学，艺术设计、播音与主持2个专业。学费：文科、
理科：12000元/年

与英国阿伯瑞斯特维斯大学合作办学，文科、理科共6个专科专业，学费：文、理：12000
元/年

文、理共2个软件技术类专科专业，学费：文科、理科：10000元/年

河南工业大学与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合办2个应用性本科专业，就读地点：河南应
用技术职业学院，郑州市郑上路548号，学费：3700元/年
河南工业大学与漯河市人民政府联合办学漯河工学院，就读地点：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漯河市大学路123号。市场营销专业学费：3400元/年，食品营养与检验教育专业学
费3700元/年
河南工业大学与河南辅读中等职业学校合办，3个文理兼收专科专业，就读地点：河南
辅读中等职业学校新校区，郑州市郑蔚路56号。学费：3600元/年

全国招生代码：10463 河南招生代码：6105 6106 6108 6109 与英国威尔士大学、瑞丁大学、阿伯瑞斯特维斯大学、中国台湾中原大学联办招生代码：6107

★河南工业大学是全国最具行业特色的四
大地方强校之一

★河南工业大学是国家粮食局重点依托并
与河南省政府共同建设的省部共建高校

★河南工业大学是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
人才培养项目高校

★河南工业大学是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
平评估“优秀”的高校

★河南工业大学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主持修
订国际和国家技术标准的高校

★河南工业大学是河南省第一所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的高校

★河南工业大学是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
力建设工程入选高校

★河南工业大学是首批“高等学校创新能
力提升计划”（即“2011”计划）高校

★河南工业大学是大部分专业在河南及多

个省市按本科一批招生录取的高校

河南工业大学是一所有61年办学历史，以
工学为主，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
学、艺术学和农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具有学士、
硕士、博士三级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全国招生的
公办普通多科性大学。学校现有21个学院，69
个专业，20个硕士一级学位授权点，118个硕士
二级学位授权点，基本形成了“以工为主、理工结
合、文理渗透、特色鲜明”的学科和专业结构，现
有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在校学生 34000余人。
学校三个校区占地总面积2855亩，建筑面积93
万平方米，全部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5.2 亿
元。现有专任教师1600多人，其中，具有硕士、
博士学位者1400多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者800多人。现有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1人，
中原学者2人，省级特聘教授8人，博士生导师53

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3人。省、部级优
秀教师、优秀专家、教学名师、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等共200余人。

学校毕业生整体就业率一直位居河南省高
校前列，连续两次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连续十次荣获

“河南省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称号。为全国就业
50强高校。

学校与英国威尔士大学（班戈大学）、英国瑞
丁大学、英国阿伯瑞斯特维斯大学以及我国台湾
中原大学通过合作办学招生，优质教育资源共
享、互认学分。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德
国等30多所境外高校开展校际交流项目，为在
校生出国学习、深造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途径。

2017年，我校除合作办学 6个本科专业继
续在本科二批录取外，其余本科专业在河南省
均按本科一批招生录取。

2017年河南工业大学在河南省招生录取批次及代码

注：2017年具体招生录取批次、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详见当年的河南招生考试之友或河南工

业大学招生网最新数据（网址：http://zs.haut.edu.cn）

2014、2015、2016年河南工业大学在河南省各批次录取分数线

批次（代码）

河南本科一批
（6105）

河南普通本科二批
（6105）

河南合作办学本科二
批（6107）

河南设计艺术类专业
（6105）（文化分×
0.4+专业分×0.6）

河南播音与主持艺术
专业（6105）（文化
分×0.4+专业分×

0.6）

河南普通专科批
（6105）

河南合作办学专科批
（6107）

河南专科批（软件技
术类专业6105）

科类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理

文

理

文

理

2014年

最高分

548

586

536

587

508

545

353.2

344.5

390

396.2

488

441

467

445

431

最低
分

538

549

518

532

487

476

304.8

259.6

374.8

362.8

207

164

164

172

175

分数线

536

547

483

476

483

476

文化
324
专业
205

文化
380
专业
315

200

200

200

200

200

2015年

最高
分

530

572

519

543

506

507

334

319.6

384.4

385.6

452

426

459

389

404

最低
分

517

534

497

516

461

462

263

304.6

366.4

357.2

182

163

180

182

307

分数线

513

529

455

458

455

458

文化
306
专业
200

文化
340
专业
305

180

180

180

180

180

2016年

最高
分

542

578

528

552

501

509

324.8

321.2

388.8

380.2

445

400

423

448

426

最低
分

523

534

504

510

469

463

298.2

252.4

328.8

326.0

181

199

180

287

330

分数线

517

523

458

447

458

447

文化
308
专业
202

文化
340
专业
300

180

180

180

180

180

学校地址：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莲花街100号（莲花街校区）、郑州市嵩山

南路140号（嵩山路校区）、郑州市中原西路195号（中原路校区）

学校网址：www.haut.edu.cn 电子邮件：zb@haut.edu.cn

咨询电话：0371-67756015/016/017/018/020/025/传真：0371—67756023

2016年与河南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合办本科二批理科最低录取 447分（分数线 447）。与漯河职

业技术学院合办本科三批录取最低分文科 455分（分数线 393），理科 439分（分数线 370）。

由于我校今年在省内整体本科专业除合作办学外，整体调整按本科一批录取，所以，往年分数仅作为参考。

河南工业大
学微信号：
haut1956

河南工业大
学掌上高考

校园广场图学校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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