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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色专业、优势学科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安全工程、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

程、测绘工程、土木工程、材料科学与工
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通信工
程、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工程
管理、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
程力学、车辆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能
源与动力工程、软件工程、城市地下空
间工程、资源勘查工程、会计学、财务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国家级特色专业
安全工程、采矿工程、测绘工程、矿

物加工工程、地质工程、土木工程、工商
管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安全工程、采矿工程、测绘工程
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试点专业
安全工程、采矿工程、测绘工程、地

质工程、矿物加工工程、自动化
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业
安全工程、采矿工程、测绘工程、矿

物加工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材料科
学与工程、自动化、资源勘查工程、工程
管理、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测控技
术与仪器、车辆工程、土木工程、材料成
型及控制工程

一级学科博士点
安全科学与工程、矿业工程、测绘

科学与技术、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机
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一级学科硕士点
安全科学与工程、矿业工程、测绘科

学与技术、电气工程、机械工程、土木工
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材料科学与工
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管理科学
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力学、数
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地质学、中国语言
文学、建筑学、地理学、仪器科学与技术、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信息与通信工
程、化学工程与技术、交通运输工程

二、2022年招生概况

2022年学校 78个本科专业，涵盖
工、理、管、经、法、文、教、艺、医9大学科
门类，面向30个省份计划招生9660人。

1.新增招生专业（方向）：2022年学
校有新增招生专业2个：储能科学与工程、
智能采矿工程；新增专业方向6个：资源勘
查工程（清洁能源勘查方向）、资源勘查工
程（战略矿产资源方向）、地球信息科学与
技术（地球大数据方向）、测绘工程（导航
方向）、环境工程（环境生态方向）、水文与
水资源工程（智慧水文方向）。

2.大类招生：2022 年学校部分专
业继续实行按学科大类招生。按同一
学科大类招收的本科生，在完成大类基

础教育后，进行专业分流，学生可根据
自身的发展目标、学习兴趣、特长和能
力，选择修读本学科大类中的某个专
业。考生填报专业志愿时需填写所在
省份公布的学科大类名称及其代码。

3.卓越工程师试点专业：学校有 6
个专业获批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简称“卓越工程师”），其中安
全工程、采矿工程、矿物加工工程、测绘
工程、地质工程5个专业按卓越计划班
招生，自动化专业为入校后选拔。学校
制定了富有特色的卓越计划班培养方
案，并积极探索校企联合培养机制，与
省内外多家大型企业签订了联合培养
协议，为“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
开展搭建了良好平台。

4.中外合作办学：经教育部批准，学
校有4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分别是：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与美国北卡罗
来纳农工州立大学合作），电子信息工程
专业（与韩国釜山大学合作），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专业和土木工程专业（与爱尔
兰利莫瑞克大学合作）。每个专业在河
南省计划招生90人，共招生360人。

5.软件学院：软件学院是河南省首
批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在河南理工
大学北校区（焦作市解放中路142号）办
学。学院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软件人才
为目标，以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培养
为核心，以“校企合作、科技创新、学科竞
赛”为抓手，着力探索“目标导向、项目驱
动、研创融合、学工一体”的教学模式。
2022年计划在软件工程、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2个本科专业招收570人。

6.国 家专项及地方专项：学校
2022年继续面向河南实施国家专项计
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批，
计划招生120人，录取批次安排在本科
提前批结束后、本科一批开始前，执行
本科一批分数线。地方专项计划批，计
划招生 70人，录取批次安排在本科一
批结束后、本科二批开始前，执行本科
一批分数线。

7.“奖、贷、助、补、勤”政策：学校历
来注重资助与育人相结合，不断完善

“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渠道，以奖学金
为主要激励方式，以校友和社会捐资助
学为补充，以助学金、勤工助学为基础
帮困手段，以减、免、补、偿为重要辅助
措施”的立体、多元的学生资助体系。
国家奖学金为8000元/生/年；学校孙越
崎优秀学生奖学金分为1500元/生/年、
1000元/生/年、500元/生/年三档；特种
奖学金是社会各界和校友支持学校办

学，为学校捐资设立的各种奖学金（如
姚晓峰余丽奖学金、九鼎科技奖学金
等），奖励标准由对应评选文件规定；品
学兼优的困难学生，还可申请国家励志
奖学金，5000元/生/年。家庭经济困难
的学生，最高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12000元/生/年；也可申请不同档次的
国家助学金，分别为 4300 元/生/年、
3300 元/生/年、2300 元/生/年共三档；
学校设有勤工助学岗位，资助标准按相
关办法规定执行；特殊困难的学生，其补
助标准及金额视具体情况而定。学校对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学生给予学费补
偿代偿和发放国家助学金等资助。

8.学费标准：学校严格按照上级主
管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收取学费，不同
类别、不同专业收费标准有所不同。

学校2022年分专业学费标准如下:
艺术类本科专业为每生每年（下同）8000
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本科专业8000
元；护理学、药学、临床医学本科专业
5500元；中外合作办学本科专业18000
元；软件学院本科专业(软件工程、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12000元；文科类本科
专业 4400元，其中会计学专业学费为
4800元；理工类本科专业5000元，其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电子信息
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微电子科学
与工程、通信工程、自动化、轨道交通信
号与控制、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器人
工程12个专业学费为5500元。

9.毕业生就业：学校历来重视毕业

生就业工作，通过不断深化校地、校企
合作，极大地开拓了毕业生就业市场。
目前学校用人单位库注册企业 10000
余家，每年超过 3000家来自全国各行
业领域的优质企事业单位到校招聘，为
毕业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近3年，本
科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保持在 93%
以上，位居河南省高校前列。学校培养
的毕业生以思想政治素质过硬、专业基
础扎实、综合素质好、适应能力强、发展
后劲足而深受用人单位欢迎与好评，用
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始终
保持在98%以上。学校先后荣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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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称号。

三、2022年在河南省招生计
划及批次

2022 年，学校在河南省计划招收
本科 7231 人。其中提前批（体育）42
人、艺术 A 段（美术、音乐、舞蹈）165
人、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批 120人、本科
一批 5514人、地方专项计划本科批 70
人、本科一批（软件类）570人、本科一
批（中外合作办学）360 人、本科二批
390人（详见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招生
考试之友》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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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所矿业高等学府和河南省

建立最早的高等学校

●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

评估优秀学校

●河南省“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具有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授予权

●拥有硕士学位推免权和开展本硕、

硕博连读资格

●建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河南理工大学
招生信息网

河南理工大学
招生公众号

建于1934年的工程馆。 河南理工大学西大门。

河南理工大学鸟瞰图河南理工大学鸟瞰图。。

（在豫招生代码：6100、6102、6104、6094）

★河南省“双一流”创建行动计划高校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高校
★硕士研究生推免资格高校

★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入选高校
★国家首批“2011协同创新计划”入选高校
★河南省重点建设的特色骨干大学

★河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共建高校
★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高校
★河南省第一所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高校

河南工业大学（简称“河南工大”，英
文简称：“HAUT”）坐落于华夏文明重要
发祥地、国家中心城市——郑州，始建于
1956年。经过历代工大人励精图治，薪
火相传，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工学为主，农
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和
艺术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全日制公办
高等学校，形成了以本科教育为主体，完
整的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人才培养
和学位授权体系，现有全日制普通高等
教育在校学生38000余人。

校园环境 和谐宜人

学校占地总面积 193.8万平方米，
建筑总面积 106.2 万平方米。拥有莲
花街、嵩山路和中原路三个校区。嵩山
路和中原路校区历史久远，树木苍翠、
花草繁盛。进入雄浑庄重的莲花街校
区南大门，重重绿荫中幢幢风格各异的
教学楼和现代化的实验实训大楼矗立
其中；中央区广场绿树成荫，莲湖小桥
蜿蜒、波光荡漾，图书馆倒影旖旎；学生
生活区环境优美，学生公寓样式新颖、
条件舒适；现代化的餐厅干净整洁，饭
菜质优味美；各种室内外标准化体育运
动场馆设施先进、功能齐备。宏大宜人
的校园，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生
活环境。

教学设施 完善智慧

学校建有综合教学楼、教学实验
楼，理工、文科、艺术组团等基本实现了
一院一楼，可以满足各类教学、科研需
求，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8.17亿元。
学校是河南省高校信息化发展水平评
估“优秀单位”、“数字化校园”示范单
位、“智慧校园”建设试点单位、“智慧教
学示范校”建设单位。

学校图书馆包括莲花街校区图书
馆和东校区图书馆，建筑总面积5.06万
平方米，馆藏中外文纸质图书 350 万
册，中外文电子图书 110.5 万册，中外

文纸质现刊542种，SCI、EI、知网、维普、
万方等中外文数据库42个，自建粮油食
品、超硬材料与磨料磨具2个数据库。

师资队伍 力量雄厚

学校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的高水平
师资队伍，具有教师（实验）系列职称自
主评审权。现有专任教师 1995人，具
有博士学位教师 1088人，副高级以上
职称教师 950 余人，硕士生导师 765
人，博士生导师95人；汇聚国家级高层
次人才 340余人。拥有省级及以上高
层次教学、科技创新团队 26 个，聘请
100多名国内外著名大学和科研院所
的专家学者担任兼职教授，定期来校开
展科学研究。

学科专业 特色鲜明

学校现有 23个学院，72个本科专
业，包括5个国家级特色专业、3个国家
级卓越工程专业、3个国家级综合改革
试点专业、18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29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6个省级名牌和特色专业、14个通过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评估）专业；有4个博
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3个硕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14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类别、24个河南省一级重点学科。
2012 年，学校获批服务国家特殊

需求“国家粮食安全（产后）”博士人才
培养项目，开启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教育
实践。2018年，学校获批博士学位授
予单位，有4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点和 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校是
河南省“双一流”创建工程高校，食品科
学与工程为一流学科创建学科。

人才培养 创新多元

学校在长期办学历程中孕育积淀
了“育人为本、质量立校、特色发展”的
办学理念。学校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
实现“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
教育理念转变；通过平台建设和教学改
革与创新，形成“理论与实践、校内与校
外、课内与课外、教学与研究”的有机融
合，保障了教育教学高质量开展。

针对学校以工科人才培养为主的
特点，积极推进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评
估）工作。目前，已有14个专业通过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评估），实现了人才培
养标准和质量与国际接轨。

科研学术 成果丰硕

学校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科研队

伍，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2项，其
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9 项、三等奖 2
项；主持、参加制定、修订和颁布国际标
准、国家标准 339项，获国家标准贡献
奖一等奖1项，为全国粮食行业夺得国
际标准制定方面的最高奖励。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连续8次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总览》。2018年创刊的《粮油科技（英
文）》《Grain & Oil Science and
Technology》，提升了我国在粮油食品
科技领域的学术影响力。

建有“小麦和玉米深加工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粮食储运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2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拥有省
部级科技创新平台49个，“粮食储藏安
全”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1个、“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中心”等省级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3个、“河南省
工业设计研究院”等省级高端智库 5
个。

社会服务 专业精准

学校充分利用自身办学优势和办
学特色，积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有力推动了行业科技进
步，产生了显著经济社会效益。

全国 70%以上的大中型小麦加工
企业、90%的大豆磷脂加工企业、50%
左右的大中型植物油加工企业，均采用
学校研发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艺。与
中粮集团、双汇集团、三全集团、思念集
团、白象集团等深度合作；“粮食储备

‘四合一’新技术研究开发与集成创新”
及“国家粮仓基本理论及关键技术”等
成果的推广应用，使国家储粮损耗由
4%降至 0.5%以下，挽回的损失相当于
再造了近1000万亩良田。

就业创业 势好喜人

学校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创业工
作，贯彻落实就业创业“一把手”工程，
连续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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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次荣获“河南省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据统计，全国粮油工程相关行业及

研究、工程设计机构的技术骨干中，学
校毕业生占 70％以上；在中国储备粮
管理总公司 23个分公司中，半数以上
的主要高管由学校毕业生担任；全国粮
食行业6大科研院所中，担任主要领导
的学校毕业生有11人。学校被誉为粮
食行业的“黄埔军校”。

校园文化 立德树人

学校践行育人为本的理念，把教风
和学风建设贯穿于本科教育教学工作
全过程，形成了“崇尚科学、勇于探索、
报国兴学、自强不息”的精神。

近 5年，学生在各类竞赛中获国家
级奖励732项、省部级奖励1425项；在
全国大学生“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中夺得全国“创青春”大赛河南
历史首金；获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
赛国家金奖。

开放办学 合作共赢

学校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实
施“开放带动”，与 50多所境外知名大
学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在校生可赴美
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德国等20多
所境外高校学习交流。学校与英国班
戈大学、英国雷丁大学合作，全面共享
教学资源，共享双方优质教学资源。

学校是全省唯一承担商务部国家
援外培训的高校，以“河南省对外援助
培训中心”为平台，依托商务部“发展中
国家人力资源培训项目”，培育了一批
具有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知华友华
人才。

学校地址：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莲花街100号
郑州市嵩山南路140号
郑州市中原西路195号
学校官网：www.haut.edu.cn
招生办邮箱：zb@haut.edu.cn
咨询电话：0371-67756015/016/017/
018/020/025
传真：0371-67756023

俯瞰全景俯瞰全景。。

河南工业大学
招生网

河南工业大学
官网

河南工业大学
掌上高考

河南工业大学
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