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学
形式

学院 专业名称 科类 专业方向 层次

校企
合作

汽车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校企合作与青岛英谷公司合作） 理工 车联网方向 本科

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运用及维修技术（校企合作与青岛英谷公司合作） 理工 车联网运用方向 专科

信息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校企合作与青岛英谷公司合作） 理工 移动嵌入式方向 本科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校企合作与北京学佳澳公司合作） 理工 数据库技术方向 本科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校企合作与山东浪潮优派公司合作） 理工 云计算方向 本科

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校企合作与北京学佳澳公司合作） 理工 大数据智能技术方向 本科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校企合作与济南博赛公司合作） 理工 信息与数据安全方向 本科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融学（校企合作与济南网融公司合作） 文理 金融外包方向 本科

外国语学院 俄语（校企合作与山东联荷电商公司合作） 文理 跨境电商方向 本科

外国语学院 日语（校企合作与青岛青软实训教育公司合作） 文理 国际贸易方向 本科

国际商学院 电子商务（校企合作与青岛青软实训教育公司合作） 文理 跨境电商方向 本科

信息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校企合作与青岛英谷公司合作） 春季高考 智能制造与工业信息化方向 本科

信息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校企合作与青岛软件园公司合作) 春季高考 服务外包方向 本科

信息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校企合作与青岛软件园公司合作） 春季高考 嵌入式方向 本科

层次 合作企业 订单班名称 所在学院 相关专业

本科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重汽订单班
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工程学院本科专业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通客车订单班

中交三航局 工程投资订单班
交通土建工程学院

交通土建工程学院、交通法学院和
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专业中交一公局 卓越工程师订单班

中交二航局 物资订单班 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 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本科专业

顺丰航空有限公司
飞行技术订单班 航空学院 飞行技术

华夏航空有限公司

山东国际海事集团 中圣订单班 航海学院 航海技术

专科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订单班 轨道交通学院 铁道供电技术

泰华船舶管理公司 泰华班 航海学院 航海技术

青岛海尔集团 卓越工程师班

船舶与轮机工程学院

港口机械与自动控制

上海中船海员管理有限公司、青岛
源丰润公司等各大航运企业

“三明治”订单班 轮机工程技术

办学
形式

学院 专业名称 科类 合作单位 层次

中外
合作

经济与管理学院 财务会计类(中外合作办学)(会计学) 文理 韩国釜山外国语大学 专科

国际教育学院 电气类(中外合作办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 俄罗斯远东国立交通大学 本科

国际教育学院 交通运输类(中外合作办学)(交通运输) 理工 俄罗斯顿河国立技术大学 本科

国际教育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类(中外合作办学)(建设工程管理) 文理 俄罗斯远东国立交通大学 专科

国际教育学院 物流类(中外合作办学)(物流管理) 文理 英国朴茨茅斯大学 专科

校区 学院 层次 专业 科类 山东

长清

校区

汽车工程学院
本科

车辆工程 理工 38

车辆工程（3+4贯通培养） 3+4转段 17

车辆工程（校企合作与青岛英谷公司合作） 理工 40

交通运输 理工 68

能源与动力工程 理工 34

汽车服务工程 理工 50

汽车服务工程（3+4贯通培养） 3+4转段 6

专科 汽车运用及维修技术（校企合作与青岛英谷公司合作） 理工 40

工程机械学院
本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理工 52

工业设计 理工 28

机械电子工程 理工 58

机械工程 理工 44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理工 6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3+4贯通培养） 3+4转段 44

专科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理工 29

交通

与物流工程学院
本科

安全工程 理工 94

交通工程 理工 52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理工 46

物联网工程 理工 52

物流工程 理工 103

航空学院 本科

电子信息工程(招收航空电子设备维修方向) 理工 42

飞行技术 理工 30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理工 18

飞行器制造工程 理工 60

轨道交通学院 本科

轨道交通电气与控制 理工 38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理工 38

交通运输(招收轨道交通运营与管理方向) 理工 48

自动化 理工 28

铁道供电技术 理工 48

理学院 本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校企合作与北京学佳澳公司合作） 理工 70

信息与计算科学（校企合作与济南博赛公司合作） 理工 60

信息与计算科学（校企合作与山东浪潮优派公司合作） 理工 40

应用物理学（校企合作与北京学佳澳公司合作） 理工 60

外国语学院 本科

俄语 理工 8

俄语 文史 19

俄语（校企合作与山东联荷电商公司合作） 理工 20

俄语（校企合作与山东联荷电商公司合作） 文史 20

日语（校企合作与青岛青软实训教育公司合作） 理工 10

日语（校企合作与青岛青软实训教育公司合作） 文史 20

英语 理工 12

英语 文史 40

艺术与设计学院

本科

产品设计 艺术理 3

产品设计 艺术文 12

环境设计 艺术理 5

环境设计 艺术文 20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理 2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文 8

专科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理工 25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文史 25

空中乘务 理工 42

空中乘务 文史 43

交通法学院 本科 法学 文史 83

国际教育学院

本科 交通运输类(中外合作办学)(交通运输) 理工 80

专科

建设工程管理类(中外合作办学)(建设工程管理) 理工 45

建设工程管理类(中外合作办学)(建设工程管理) 文史 35

物流类(中外合作办学)(物流管理) 理工 50

物流类(中外合作办学)(物流管理) 文史 30

威海

校区

航海学院

本科

安全工程（招收港口与航运方向） 理工 70

海事管理 理工 24

海事管理 文史 14

航海技术 理工 43

航海技术 文史 19

专科

航海技术 理工 66

航海技术 文史 33

航海技术 综合评价 12

船舶

与轮机工程学院

本科

船舶电子电气工程 理工 42

船舶与海洋工程 理工 68

机械电子工程（招收港口机械方向） 理工 44

轮机工程 理工 28

轮机工程 文史 19

轮机工程（招收陆上方向） 理工 22

轮机工程（招收陆上方向） 文史 10

专科

港口机械与自动控制 理工 146

轮机工程技术 理工 52

轮机工程技术 文史 51

轮机工程技术 综合评价 9

游艇设计与制造 理工 60

国际商学院

本科

电子商务（校企合作与青岛青软实训教育公司合作） 理工 20

电子商务（校企合作与青岛青软实训教育公司合作） 文史 20

金融学（招收航运金融方向） 理工 26

金融学（招收航运金融方向） 文史 28

交通管理 理工 21

交通管理 文史 13

专科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理工 34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文史 18

旅游管理 综合评价 26

旅游管理(威海) 理工 0

旅游管理(威海) 文史 8

无影

山校

区

交通土建工程学院
本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理工 42

测绘工程 理工 54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理工 50

地理信息科学 理工 26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理工 48

工程管理 春季高考 35

工程管理 理工 66

土木工程 理工 158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理工 26

遥感科学与技术 理工 24

专科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理工 29

信息科学

与电气工程学院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 4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校企合作与青岛英谷公司合作） 春季高考 40

电气类(中外合作办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 60

电子信息工程（校企合作与青岛软件园公司合作） 春季高考 40

电子信息工程(校企合作与青岛英谷公司合作） 理工 40

机器人工程 理工 3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 7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校企合作与青岛软件园公司合作) 春季高考 40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理工 62

物联网工程（招收物联网系统开发与集成方向） 理工 26

经济与管理学院

本科

财务管理 春季高考 40

财务管理 理工 34

财务管理 文史 32

会展经济与管理 理工 16

会展经济与管理 文史 12

金融学（校企合作与济南网融公司合作） 理工 60

金融学（校企合作与济南网融公司合作） 文史 40

人力资源管理 理工 10

人力资源管理 文史 12

审计学 理工 7

审计学 文史 14

市场营销 理工 24

市场营销 文史 19

专科

财务会计类(中外合作办学)(会计学) 理工 50

财务会计类(中外合作办学)(会计学) 文史 50

旅游管理(济南) 理工 14

旅游管理(济南) 文史 14

山东交通学院始建于1956年，2000年由交通部划转山东省，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的管理体制，是
一所以工科为主，以交通为特色，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省属高校，是教育部应用技术大学改革试点战
略研究单位，是山东省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立项建设单位，是“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
50强”典型经验高校。学校坚持“立足山东、服务交通”，以路、海、空、轨交通特色为主，致力于培养交
通事业一线有成长力的工程师和管理者。

学校分4个校区办学，为济南的长清校区、无影山校区、东校区和威海校区。学校设有17个二级
学院，开设59个本科专业，2个工程硕士研究领域，其中，道路与铁道工程、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载
运工具运用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4个学科为省级重点学科，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为省级特色重点学
科，交通运输和土木工程2个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车辆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船舶与
海洋工程等、土木工程、物流工程、市场营销、交通工程等7个专业为省级特色专业，轮机工程、物流
工程、金融学、土木工程、交通运输等5个专业为省级高水平应用型重点建设专业(群)。

一、毕业生就业工作情况如何?

作为“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50强”典型经验高
校，学校对毕业生就业始终保持高度关注，学校毕
业生就业率稳定在93%以上，其中中央企业就业率

稳定在15%左右,世界500强企业就业率稳定在17%左
右,交通类行业就业率稳定在50%左右。

学校积极拓展就业市场和多家知名企业结合市
场需求签订各具特色的订单班。2018年新生入校
后，相关企业将组织订单班选拔工作。

二、学校2018年招生计划如何安排？

学校2018年面向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
收普通本专科学生6460人(本科5060人，专科1400
人)。面向山东省招收本科3621人，其中普通文理类
2649人，春季高考195人，美术类50人，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计划140人，校企合作办学项目520人，“3+4”贯
通培养67人；招收专科1084人，其中普通文理类737
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260人，校企合作项目40人，高

职(专科)综合评价47人。

三、学校在山东省哪些录取批次招生？
1.本科提前批：航海技术、轮机工程、飞行技术专业

凡达到本科线的考生均可报名，若未被录取，不

影响下一批次的录取。根据航运市场的需求，航海技

术和轮机工程2个本科专业不限男生，允许女生报

考，且文理兼招。
2 .本科普通批：普通本科、美术类专业、春季高考

本科、校企合作本科和中外合作本科。
3 .专科普通批：综合评价招生，普通专科、航海类专

业、校企合作专科和中外合作专科。

四、与往年比，今年招生有什么变化？

学校今年新增5个本科专业：为适应人才单位需

求，新增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为适应新旧动能转换，新

增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为服务交通行

业，新增飞行技术、轨道交通电气与控制专业。

新增2个专科专业：为服务交通，适应市场需求

新增空中乘务、游艇设计与制造专业。

五、学生入校之后是否可以调整专业？如果可

以，需要达到什么条件？
1 .专业调整。学校仅在每学年9月份面向二年级

学生组织一次专业调整。
2 .辅修双学位。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在学有余力

情况下，学生于第二学期可申请辅修第二专业，在规

定的时间内完成两个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毕

业时可以获得主修毕业证书和辅修专业证书以及两

个学位证书。

六、学校有哪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校企合作？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合作重点引进国外高校先进的

管理理念、教学模式、优秀教师和核心课程，培养具有国

际视野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学生毕业后还可以根据家庭

条件和个人意愿赴俄罗斯、英国和韩国合作院校继续攻

读本科或硕士。

学校与相关企业联系开展校企合作办学项目，实现

校企合一、产学结合，优化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

作办学项目通常采取“3+1”培养模式，即前3年在山东交

通学院学习专业理论课程及职业基本技能，第4年在企

业进行实践锻炼。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校企合作招生对象纳入国家统

一招生计划，成绩合格，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颁发山东

交通学院普通本专科毕业证书。具体办学模式可参考我

校官网"招生信息网-专业信息"中的专业介绍。

订单班相关信息

相关信息如下：

2018年招生计划（山东）

答考生家长问

校企合作办学招生信息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信息

长清校区：济南市长清大学科技园海棠路5001号 邮编：250457
无影山校区：济南市天桥区交校路5号 邮编：250032
威海校区：山东省威海市双岛湾科技城和兴路1508号 邮编：264209
联系部门：山东交通学院招生就业处
联系电话：0531-80687112 80687119 80687478(6月25日至8月20日)
学校网址：www.sdjtu.edu.cn；
招生信息网：zsw.sdjtu.edu.cn;
微信号：sdjtxyzszx； E-mail：zhaosheng7112@163 .com。

联
系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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