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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届毕业生专业、人数、部门联系电话一览表(本科、高职)

学院名称 专业（专业方向） 层次
毕业生

人数

学院总

人数

联系电话

学工办

土木建筑

学院

测绘工程 本科 45

653 0791-87046038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本科 79

工程管理 本科 44

环境工程 本科 46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本科 55

建筑学 本科 52

土木工程(城市轨道工程) 本科 95

土木工程(道路与铁道工程) 本科 89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本科 55

土木工程(桥梁工程) 本科 93

电气与自

动化工程

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城市轨道交通供电) 本科 19

594 0791-87046193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牵引及传动控制） 本科 10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本科 2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铁道电气化) 本科 141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57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本科 90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本科 51

自动化 本科 104

机电与车

辆工程

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科 57

521 0791-87046126

车辆工程 本科 161

机械电子工程 本科 129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及制造) 本科 11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 本科 25

能源与动力工程 本科 39

经济管理

学院

电子商务 本科 24

552 0791-87045032

工商管理 本科 28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54

会计学 本科 100

金融学 本科 121

经济统计学 本科 26

经济学 本科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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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届毕业生专业、人数、部门联系电话一览表(本科、高职)

学院名称 专业（专业方向） 层次
毕业生

人数

学院总

人数

联系电话

学工办

经济管理

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87

市场营销 本科 5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 24

体育与健

康学院

体育教育 本科 64
102 0791-87046297

运动训练 本科 38

信息工程

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61

265 0791-87046248
通信工程 本科 95

物联网工程 本科 57

信息工程 本科 52

人文社会

科学学院

法学 本科 62

209 0791-87045418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43

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 45

汉语言文学 本科 59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本科 53

112 0791-87046331
信息与计算科学 本科 59

外国语

学院

翻译(英语) 本科 50

155 0791-87046383英语(国际金融) 本科 48

英语(国际贸易) 本科 57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本科 33

231 0791-87046451

环境设计 本科 30

数字媒体艺术 本科 33

舞蹈表演 本科 25

音乐学+汉语言文学 本科 110

国际学院

财务管理(国际财务管理CIMA) 本科 64

280 0791-87045366
会计学(国际会计学) 本科 91

会计学(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 本科 56

会计学(特许公认会计师 ACCA) 本科 69

交通运输

与物流

学院

工业工程 本科 55

339 0791-87045126
交通工程 本科 63

交通运输 本科 163

物流管理 本科 58

材料科学

与工程

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焊接工程) 本科 49

185 0791-87046828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模具设计与制造) 本科 35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本科 49

应用化学 本科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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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届毕业生专业、人数、部门联系电话一览表(本科、高职)

学院名称 专业（专业方向） 层次
毕业生

人数

学院总

人数

联系电话

学工办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道路与铁道工程) 本科 59

729 0791-87045065

软件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 69

软件工程(+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本科 62

软件工程(+机械电子工程) 本科 58

软件工程(+交通运输) 本科 72

软件工程(+桥梁工程) 本科 64

软件工程(杰普工程师) 本科 66

软件工程(软件测试) 本科 35

软件工程(软件开发) 本科 112

软件工程(网络工程) 本科 60

软件工程(移动开发) 本科 72

职教本科合

作实验班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汽车运用) 本科 46
95 0791-83811910

土木工程(公路与桥梁工程) 本科 49

轨道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高职 87

524 0791-87045126

铁道车辆 高职 85

铁道工程技术 高职 84

铁道机车车辆 高职 79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高职 114

铁道通信信号 高职 75

高职合计 524

本科合计 5022

总计 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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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届毕业生专业、人数、部门联系电话一览表(硕士、博士)

学院名称 专业（专业方向） 层次
毕业生

人数

学院总

人数

联系电话

就业办

土木建筑

学院

工程力学 硕士 1

96

0791-87046785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士 1

岩土工程 硕士 6

结构工程 硕士 10

市政工程 硕士 9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硕士 1

桥梁与隧道工程 硕士 4

道路与铁道工程
硕士 12

博士 2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学） 硕士 2

建筑与土木工程 硕士 38

交通运输工程
硕士 5

博士 3

环境工程 硕士 2

机电与车

辆工程

学院

机械工程 硕士 52

67

控制科学与工程 博士 1

仪器科学与技术 硕士 6

交通运输工程
硕士 7

博士 1

电气与自

动化工程

学院

电气工程 硕士 39

81

控制科学与工程
硕士 13

博士 2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硕士 11

控制工程 硕士 11

交通运输工程
硕士 4

博士 1

经济管理

学院

金融学 硕士 6

248

产业经济学 硕士 2

劳动经济学 硕士 4

应用统计 硕士 9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博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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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届毕业生专业、人数、部门联系电话一览表(硕士、博士)

学院名称 专业（专业方向） 层次
毕业生

人数

学院总

人数

联系电话

就业办

经济管理

学院

统计学 硕士 3

0791-87046785

会计学 硕士 4

企业管理 硕士 1

工商管理 硕士 94

物流工程 硕士 2

会计 硕士 122

信息工程

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士 21

39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硕士 1

计算机应用技术 硕士 4

控制科学与工程 博士 1

计算机技术 硕士 12

体育与健

康学院

体育 硕士 13
23

体育学 硕士 10

理学院
数学 硕士 5

9
材料物理与化学 硕士 4

人文社会

科学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硕士 4

33

刑法学 硕士 5

经济法学 硕士 5

中国古代文学 硕士 10

思想政治教育 硕士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硕士 1

民商法学 硕士 7

软件学院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硕士 7

19
软件工程 硕士 12

交通运输

与物流

学院

工业工程 硕士 2

32

物流工程 硕士 10

交通运输工程 硕士 14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士 4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学） 硕士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硕士 6

15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硕士 3

思想政治教育 硕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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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届毕业生专业、人数、部门联系电话一览表(硕士、博士)

学院名称 专业（专业方向） 层次
毕业生

人数

学院总

人数

联系电话

就业办

外国语

学院
翻译 硕士 15 15

0791-87046785材料科学

与工程

学院

化学 硕士 8

17
应用化学 硕士 3

材料科学与工程 硕士 5

化学工程 硕士 1

总计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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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建筑学院专业介绍

土木工程专业（建筑工程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土木工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

本知识，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并具有实践能力较强、创新务实高级专门人才。毕业生能从事土

木工程的设计、施工与管理工作，具有初步的项目规划和研究开发能力。能在房屋建筑设计、

施工、管理、咨询、监理、研究、教育、投资和开发部门从事技术或管理工作。

二、主干学科

结构工程学，岩土工程学

三、核心课程

土木工程概论（交通概论）、土木工程制图、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测量学、土木工程材

料、流体力学、土力学、基础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房屋建筑学、房屋混凝土及砌体结

构设计、钢结构设计原理、房屋钢结构设计、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建筑结构抗震设计施工技

术、工程项目管理、施工组织与概预算。

土木工程专业（道路与铁道工程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的

高级人才。学生毕业后可从事铁道工程、市政工程、地下工程、隧道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等

土木工程相关部门的设计、规划、研究、施工及管理工作。具有实践能力较强、创新务实的高

级专门人才。

二、主干学科

结构工程学，岩土工程学

三、核心课程

土木工程概论（交通概论）、土木工程制图、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测量学、土木工程材

料、流体力学、工程地质学、土力学、基础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铁路轨道、路基工

程、铁路桥梁、铁路车站、铁路规划与线路设计、施工技术、工程项目管理、施工组织与概预

算、工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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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专业（城市轨道工程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获得工程师的基本训

练，掌握城市轨道工程（包括地铁、轻轨）技术（土木工程施工与管理等）基本理论和专业知

识，具备技术和管理复合型知识与能力，能从事轨道交通运输组织管理、轨道交通规划设计和

施工企业施工与管理的实践能力较强、创新务实的高级专门人才。

学生毕业后可从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规划、设计、研究、施工与管理，同时也可从事铁

道工程、市政工程、地下工程、隧道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等土木工程相关部门的类似工作，

具有相应多种工作岗位的适应能力及一定的研究、创新与开发能力。

二、主干学科

结构工程学，岩土工程学

三、核心课程

土木工程概论（交通概论）、土木工程制图、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测量学、土木工程材

料、流体力学、土力学、基础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城市轨道交通规划、轨道交通线路

设计、城市轨道工程、城市轨道桥梁、地下铁道、施工技术、工程项目管理、施工组织与概预

算、工务工程。

土木工程专业（桥梁工程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土木工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

本知识，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并具有实践能力较强、创新务实高级专门人才。毕业生能从事土

木工程的设计、施工与管理工作，具有初步的项目规划和研究开发能力。能在房屋建筑、公路

与城市道路、铁道工程、桥梁工程等的设计、施工、管理、咨询、监理、研究、教育、投资和

开发部门从事技术或管理工作。

二、主干学科

结构工程学，岩土工程学

三、核心课程

土木工程概论（交通概论）、土木工程制图、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测量学、土木工程材

料、流体力学、土力学、基础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桥梁工程、钢结构与钢桥、桥涵水

文、施工技术、工程项目管理、施工组织与概预算、隧道工程、路基路面工程、桥梁抗震及抗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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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专业

（本科 学制五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扎实

的建筑学专业知识和设计实践能力，具有创造性思维、开放视野、社会责任感和团队精神，具

有可持续发展和文化传承理念，主要在建筑设计单位、教育和科研机构、管理部门等，从事建

筑设计、教学与研究、开发与管理等工作的“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建筑学

三、核心课程

建筑学概论、建筑美术（Ⅰ-Ⅳ）、建筑设计基础（Ⅰ-Ⅱ）、建筑设计（Ⅰ-Ⅵ）、建筑

设计原理(公共建筑、居住建筑等)、城市设计原理、建筑力学、中国建筑史、外国建筑史、建

筑结构与选型、建筑构造、建筑物理（声、光、热）、建筑设备（水、暖、电）、城市规划原

理、计算机应用、建筑师业务与法规等。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在充分利用自然能源的基础上，采用人工环境与能源利用工程技术创造适合生活、

工作、生产与科研所需的舒适、健康、节能、环保的建筑室内人工环境。本专业培养具备从事

本专业技术工作所需的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技术能力，在设计研究、工程建设、设备制造、运

营等企事业单位从事采暖、通风、空调、净化、冷热源、供热、燃气等方面的规划设计、研发

制造、施工安装、运行管理及系统保障等技术或管理岗位工作的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三、核心课程

工程热力学、传热学、热质交换原理与设备、工程力学、流体力学、流体输配管网、土木

工程制图、机械设计基础、电工学基础、自动控制原理、建筑环境测试技术、建筑设备自动

化、建筑环境学、建筑概论、冷热源工程、暖通空调、供热工程、空气污染控制、燃料燃烧与

器具、燃气供应工程、暖通空调施工技术、施工组织与概预算、工程经济学、计算机语言与软

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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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基础扎实、知识面宽、

能力强﹑素质高﹑面向基层和生产第一线，掌握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

识，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具备初步的研究开发能力，能在政府部门、规划部门、经济管理部

门、铁路部门、环保部门、设计单位、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大、中专院校等从事给排水科学

与工程、建筑给水排水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运营和管理工作的实践能力较强、创新务实

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土木工程、 环境工程

三、核心课程

高等数学、土木工程制图、工程力学、水分析化学、水力学、水处理生物学、水文学及水

文地质学、土建工程基础、给排水科学与工程概论、泵与泵站、水工艺设备基础、给排水工程

仪表与控制、水工程施工、水工程经济、水资源利用与保护、水质工程学、给水排水管网系

统、建筑给水排水工程。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华东交通大学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主要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德、智、体全面发展，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系统掌握自然科学、人文科学

基础知识，掌握宽厚理论基础知识，通晓专业技能和研究方法，具有国际化视野，富有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具备计算机、外语应用技术，掌握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理论和知识，获得

注册设备工程师基础训练，能够在铁路、市政、环保等行业，从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的施工、

设计、运营和管理工作的实践能力较强、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二、主干学科

土木工程、 环境工程

三、核心课程

高等数学、土木工程制图、工程力学、水分析化学、水力学、水处理生物学、水文学及水

文地质学、土建工程基础、给排水科学与工程概论、泵与泵站、水工艺设备基础、给排水工程

仪表与控制、水工程施工、水工程经济、水资源利用与保护、水质工程学、给水排水管网系

统、建筑给水排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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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国家建设需要，德、智、体等全面协调发展，具备工程管理“国际化”相关知

识及以土木工程技术知识及其相关的工程管理、工程经济和工程法律等知识组成的系统的知识

结构，接受较全面的的实践训练，强化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能够在国际及国

内土木工程领域从事全过程工程管理的高素质应用型专业人才。

二、主干学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等

三、核心课程

土木工程制图、建筑力学、房屋建筑学、土木工程材料、工程结构、工程测量、工程施

工、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运筹学、工程项目管理、Wester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Site Management and Safety、Construction Law、Environmental Services、

Project Administration 、 Measurement 、 Analysis and Control of Production Costs 、

Construction Planing and Programming、国际工程承包管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

计学原理、工程经济学、建筑装饰工程计量与计价、安装工程计量与计价、工程项目融资、工

程合同管理、建设法规。

环境工程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具有可持续发展理念，具备水、气、声、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和给水排水工程、环境规划

和资源保护等方面的知识，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具有进行污染控制工程的设计及运营管理能

力，制定环境规划和进行管理的能力，以及本学科的新理论、新工艺和新设备的研究与开发能

力，能在政府部门、规划部门、经济管理部门、环保部门、设计单位、工矿企业、科研单位、

学校等从事规划、设计、管理、教育和研究开发等方面工作，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创新务实的

复合型环境工程学科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二、主干学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

三、核心课程

高等数学、土木工程制图、工程力学、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环境监

测、流体力学与流体机械、环境生物学、化工原理、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固体

废物处理工程、物理性污染控制、环境评价、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排水管道工程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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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工程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测绘工程专业以培养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培养适应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基础扎实、知识面广，能力强、素质高，具备工程测

量、空间定位测量、航空摄影测量、遥感图像分析、地籍测量、地形数据采集处理、地理信息系

统和地图编制与应用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掌握测绘工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获得测绘工

程师的基本训练，具备初步的研究开发能力，能在政府、部队、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等国民经济各部门为国家基础测绘建设、基础工程建设、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地图与地理信

息系统研究，环境保护与灾害预防等领域从事研究、设计、施工和运营管理及地理国情监测等方

面工作的高级测绘工程技术人才。

二、主干学科

工程测量、航空摄影测量

三、核心课程

地图学原理、数字地形测量学、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工程测量学、大地测量基础、摄影测

量基础、数字摄影测量、地下工程测量、地理信息系统原理、GPS原理与应用、GPS数据处

理、变形监测与灾害预报、遥感原理与应用、测量程序设计、地籍测量和土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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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面向国家建设需要、适应未来科技进步、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具有较扎实

的自然科学基础和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熟悉机械科学技术，系统掌握机械制造基础知识与

应用能力，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能在生产第一线从事铁路机车车辆、轨道交通运输及汽车等行

业的设计制造、科技开发、应用研究、运行管理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工作，具有在工作中继续学

习、不断更新知识的能力，经过5年左右的实践锻炼，能够成为机械制造等相关领域的实践能力

强、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二、主干学科

力学、机械工程学科

三、核心课程

工程材料与热加工工艺基础、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控制工程基础、液压与气压传动、

测试技术、微机原理及应用、机械制造技术基础、可编程控制器、机械制造装备设计、机电传动

与控制、机械CAD/CAM、现代加工技术、数控机床、机车车辆工程、高速动车组概论等。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卓越工程师）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以“面向工业界、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为理念，培养具备面向国家建设需要、适应未来科

技进步、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具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和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熟悉机

械科学技术，系统掌握机械设计制造基础知识与应用能力，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和团队精神，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能在生产第一线从事铁路机车车辆、轨道交通运输、汽车等

机械设计制造领域的设计制造、科技开发、应用研究、运行管理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工作，具有在

工作中继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的能力，经过5年左右的实践锻炼，能够成为机械设计制造等相

关领域的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卓越工程技术人才。

二、主干学科

力学、机械工程学科

三、核心课程

工程材料与热加工工艺基础、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控制工程基础、液压与气压传动、

测试技术、微机原理及应用、机械制造技术基础、可编程控制器、机械制造装备设计、机电传动

与控制、机械CAD/CAM、现代加工技术、数控机床、机车车辆工程、高速动车组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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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面向国家建设需要、适应未来科技进步，综合素质全面发展，具备较扎实

自然科学基础和良好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系统掌握机械、电子、检测、控制相关基础理论、专

门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在交通运输、机电一体化、仪器仪表等行业从事机电产品开发、机械制

造、测量控制系统集成与维护、仪器开发、质量监控和生产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具有在工作中

继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的能力，经过 5年左右的实践锻炼，能够成为机电一体化等相关领域

的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二、主干学科

机械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

三、核心课程

高等数学、大学英语、线性代数、概率论、大学物理、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程序设计

基础（C语言）、电工基础、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设

计、互换性与技术测量、工程材料与热加工工艺基础、控制工程基础、测试技术、微机原理及

接口技术、机械制造技术基础、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及应用、液压与气压传动、机电一体化系

统设计、机械制造装备设计、机电传动与控制。

车辆工程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面向铁路机车车辆制造与运用企业需要，培养从事轨道车辆制造、检修、运

用、管理等相关领域工作的具有社会责任感、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富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本科毕业生具有坚实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信息技术和工程技术基础，受到

较强工程实践能力的训练，具有良好综合素质和开拓创新能力，熟悉现代机械科学技术，系统

掌握机械设计制造基础知识、车辆工程基础理论及其相关的机电控制的基本原理、方法、工艺

和设备的专业知识，能从事轨道机车车辆工程领域内的设计、制造、运用检修、技术开发及工

程管理等工作。

二、主干学科

力学、机械工程学、电工电子学、车辆工程学

三、核心课程

高等数学、大学英语、计算机系列课程、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流体力学、工程热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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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材料、机械制造工程基础、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电工电子技术系列课程、控制工程基

础、液压与气压传动、控制器原理及应用、车辆检测技术、车辆工程、列车制动、机车车辆检

修与运用管理、动车网络控制、电力牵引控制系统、动车组总体及转向架、车辆修造工艺与装

备。

车辆工程专业（汽车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面向国家建设需要、适应未来科技进步、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具有较扎

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和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系统掌握车辆工程相关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

识，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能在汽车、交通运输、工程机械等行业从事设计制造、科技开发、

应用研究、运行管理、维护保养和市场营销等方面工作，具有在工作中继续学习、不断更新知

识的能力，经过 5年左右的实践锻炼，能够成为车辆工程等相关领域的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

的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二、主干学科

力学、机械工程学

三、核心课程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电工基础、模拟电

路、数字电路、工程材料与热加工工艺基础、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控制工程基础、测试

技术、液压与气压传动、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微机原理及应用、汽车构造、汽车设计、汽车理

论、汽车电器与电子技术、汽车发动机原理、汽车制造工艺、工程机械学、工程起重机、汽车

检测与诊断、车辆维修工程等。

车辆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面向铁路机车车辆制造与运用企业需要，培养从事轨道车辆制造、检修、运

用、管理等相关领域工作的具有社会责任感、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富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本科毕业生具有坚实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信息技术和工程技术基础，受到

较强工程实践能力的训练，具有良好综合素质和开拓创新能力，熟悉现代机械科学技术，系统

掌握机械设计制造基础知识、车辆工程基础理论及其相关的机电控制的基本原理、方法、工艺

和设备的专业知识，能从事轨道机车车辆工程领域内的设计、制造、运用检修、技术开发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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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管理等工作。

二、主干学科

力学、机械工程学、电工电子学、车辆工程学

三、核心课程

高等数学、大学英语、计算机系列课程、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流体力学、工程热力学、

工程材料、机械制造工程基础、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电工电子技术系列课程、控制工程基

础、液压与气压传动、控制器原理及应用、车辆检测技术、车辆工程、列车制动、机车车辆检

修与运用管理、动车组网络控制、电力牵引控制系统、车辆修造工艺与装备。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未来科技进步，综合素质全面发展，具备较扎实自然科学基础和良好人文

素养，系统掌握测量、控制、仪器设计相关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测量控制技

术集成和仪器综合设计应用能力的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能在交通运输、机械、仪器

仪表等行业从事测量控制系统集成与维护、仪器开发、质量监控和生产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具

有在工作中继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的能力，经过 5年左右的实践锻炼，能够成为相关领域的

技术骨干。

二、主干学科

仪器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机械工程学科

三、核心课程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信号与系统、自动控制原理、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微机原理与接

口技术、测控电路与装置、传感与检测技术、测控系统原理等。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未来科技进步，综合素质全面发展，具备较扎实自然科学基础和良好人文社会科

学基础，系统掌握热工、力学和机械科学相关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能源工程

利用和动力机械综合设计应用能力的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能在汽车、铁路、动力机

械等行业从事设计制造、开发研究、生产管理、检测试验、维护保养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工

作。具有在工作中继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的能力，经过 5年左右的实践锻炼，能够成为相关

领域的技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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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干学科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力学、机械工程

三、核心课程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工程力学、流体力学、工程热力学、传热

学、工程材料与热加工工艺基础、电工电子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控制工程基础、测

试技术、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内燃机构造与原理、内燃机制造工艺、车辆构造、动力及传动装

置设计、内燃机燃烧与排放控制、内燃机测试与检验、内燃机振动与噪声控制、汽车新能源与

节能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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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电力牵引及传动控制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电力牵引与传动控制方向培养具备电气工程与自动化领域相关基础知识及电力牵引与传动

控制方向专业知识，能够从事与铁路机务、城市轨道交通、机车厂、电力或电器设备制造厂、

工矿企业、电气工程、工业自动化相关的电力牵引技术、系统运行、自动控制、信息处理、实

验分析、研制开发、设计施工、运营维护、技术管理、经济管理以及计算机技术应用领域等方

面工作的“实践能力较强、创新务实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主干学科

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三、核心课程

电路、电子技术、电磁场、信号分析与处理、自动控制、计算机技术、工程设计、电机

学、电力电子技术、电力拖动、电传动机车总体、电器技术及控制、轨道牵引技术、电传动机

车控制、现代交流传动及其控制系统。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电传动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电传动方向培养具备电气工程与自动化领域相关基础知识及城市轨道交

通车辆电传动方向专业知识，能够从事与地铁、轻轨等城市轨道交通公司、城轨车辆制造厂、

工矿企业、电气工程、工业自动化相关的车辆电传动技术、系统运行、维护和运营管理、实验

分析、研制开发、设计施工、技术管理、经济管理以及计算机技术应用领域等方面工作的“实

践能力较强、创新务实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主干学科

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三、核心课程

电路、电子技术、电磁场、信号分析与处理、自动控制、计算机技术、工程设计、电机

学、电力电子技术、电力拖动、城轨车辆总体及传动装置、电器技术及控制、轨道牵引技术、

城轨车辆控制、现代交流传动及其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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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铁道电气化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铁道电气化方向培养具备电气工程与自动化领域相关基础知识及铁道电气化方向专业知

识，能够从事与铁路供电部门、电气化工程局、城市轨道交通、铁路机务段、机车厂、工矿企

业、电气工程、工业自动化相关的电力技术、系统运行、自动控制、信息处理、实验分析、研

制开发、设计施工、运营维护、技术管理、经济管理、计算机技术应用以及各种应用领域的

“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二、主干学科

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三、核心课程

电路、电子、电磁场、信号分析与处理、自动控制、计算机技术、工程设计、电机学、电

力电子技术、供变电技术、牵引供电系统、接触网工程、远动监控技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方向培养具备电气化与自动化领域相关基础知识及专业知识，能够从

事与电气工程相关的系统运行、自动控制 、信息处理、实验分析、研制开发、经济管理以及

各种应用领域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二、主干学科

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三、核心课程

电路、电子、电磁场、信号分析与处理、自动控制、计算机技术、工程设计、电机学、电

力电子技术、供变电技术、变配电系统自动化、远动监控技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城市轨道交通供电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城市轨道交通供电方向培养具备电气工程与自动化领域相关基础知识及城市轨道交通供电

方向专业知识，能够从事与铁路或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电气工程、工业自动化相关的电力技

术、系统运行、自动控制、信息处理、实验分析、研制开发、设计施工、运营维护、技术管

理、经济管理、计算机技术应用以及各种应用领域的“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高级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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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二、主干学科

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三、核心课程

电路、电子、电磁场、信号分析与处理、自动控制、计算机技术、工程设计、电机学、电

力电子技术、轨道交通供变电技术、牵引供电系统、轨道交通接触网工程、轨道交通自动化技

术。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电路原理技术、电子技术、控制理论、通信技术、信

号处理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与应用等较宽广领域的工程技术基础和一定的专业知识，能在轨道交

通信号与控制方面的研究、设计、集成、开发、应用和经营管理等工作，也可从事本专业及相

关专业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等方面工作的“实践能力较强、创新务实”的高级工程技术人

才。

二、主干学科

控制科学与工程、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三、核心课程

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C++程序设计、自动

控制原理、信号与系统、通信原理、数字信号处理、铁路信号基础、车站信号自动控制、区间

信号自动控制、计算机联锁技术、列车运行控制系统、行车调度指挥系统、GSM-R 技术与应

用、铁路安全性与可靠性理论、信号设计与施工、现代控制理论。

自动化专业（工业自动化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自动化领域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并能在工业企业、科研院

所等部门从事有关运动控制、工业过程控制、自动化仪表和设备、智能监控系统等方面的工程

设计、技术开发、系统运行管理与维护、科学研究和教学等方面工作的“实践能力较强、创新

务实”的自动化工程科技人才。

二、主干学科

控制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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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课程

电路及电子学、自动控制理论、计算机技术（硬件、软件、网络）、电机学、传感器与检

测技术、电力电子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计算机仿真、工厂供电、智能控制、运动控制、现

场总线控制网络。

自动化专业（过程控制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过程控制方向培养具备控制理论、检测技术、信息处理和计算机技术与应用、电力电子技

术、电机学等较宽广领域的工程技术基础和一定的专业知识，能在工业过程控制、检测与自动

化仪表、信息处理及计算机技术等领域从事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运行、科技开发及研究

和组织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实践能力较强、创新务实”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二、主干学科

控制科学与工程

三、核心课程

电路及电子学、自动控制理论、计算机技术（硬件、软件、网络）、电机学、传感器与检

测技术、电力电子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计算机仿真、智能控制、控制仪表及装置、过程控

制、现场总线控制网络。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主要研究信息获取、传输与信息处理的基本理论和相关技术。本专业培

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具备电子技术和信息系统的基础理论、专业技术和实践能力，能

从事各类电子设备和信息系统的研究、设计、制造、应用和开发等工作的实践能力强、创新务

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

三、核心课程

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磁场与电磁波、信号与系统、信息论及编

码、高频电子线路、数字信号处理、嵌入式系统设计、软件技术基础、现代通信原理、自动控

制原理、单片机原理及应用、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电子测量技术、电子测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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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主要面向建筑行业工程及设计单位，从事建筑电气与智能

化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运行、维护与管理等工作的“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三、核心课程

电路理论与电子技术、电气传动与控制、检测与控制、网络与通信、计算机应用技术、建

筑设备、土木工程基础、建筑智能环境学、建筑电气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工程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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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通信工程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作为教育部卓越工程师计划和省级特色专业和坚持以“铁路交通为基础、多方位拓

展”为特色，培养具备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和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较强的计算机

和外语应用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和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电子通信系统软硬件设计开发和

通信网络规划、配置及维护的能力；具有从事职业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能在在铁路运输业，国

防部门、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互联网和

相关服务等从事设计、研发、运维等工作的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三、核心课程

电路分析、模拟电路、数字电路、通信电子线路、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电磁场与

电磁波、现代通信原理、信息论与编码技术、计算机通信网、现代交换原理、移动通信、光纤

通信等。

通信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贯彻“面向工业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工程教育理念，依托国家卓越计划、信息与

通信工程一级硕士点、“射频通信与传感器网络”省重点实验室，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品质、

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具有教强的团队合作能力和创新学习能力，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较

强的质量、安全、服务、环保和法律意识，具有扎实的通信专业理论知识，具有实际工程的专

业实践背景，能综合应用所学的知识解决通信领域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从事职业和终身

学习的能力，能在在铁路运输业，国防部门、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等从事设计、研发、运维等工作的实践能力强、

创新务实并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的卓越工程技术人才。

二、主干学科

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三、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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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及系统设计、电磁场与天线，电子线路、数字电路及

EDA 技术、电磁场与天线技术、信息论与编码技术、计算机通信网、现代交换原理、现代通

信原理、计算机通信网，光纤通信、传输网技术、3G/LTE 理论与技术等。

信息工程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等全面发展，具备电子技术、信

息技术、控制理论、信息处理和计算机技术与应用等较宽广领域的工程技术基础和相应的专业

知识，具备在智能控制和智能信息处理领域从事信号采集、信号传输、信号处理、智能控制等

方面的工作能力，能在铁路运输业、电信服务业，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从事信息处理、系统设计及研发等工作；具有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

创业能力，具有较强工程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全面素质教育基础上的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

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三、核心课程

数字电路、电路分析、单片机原理与应用、信号与系统、信息论与编码技术、数字信号处

理、现代通信原理、通信电子线路、计算机网络、图像处理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健全人格、良好职业道德与强烈社会责任感，具备较强的自学能力、创新

和团队协作意识的人才；在专业上，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熟练掌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

能，能够灵活运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及现代工具解决相关实际工程问题；能

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与时俱进，在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等从事设计、研

发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三、核心课程

计算机基础、C++语言程序设计、离散数学、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数据库原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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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计算机网络、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操作系统、嵌入式系统体系结构、微机接口技术、软

件工程、编译原理。

物联网工程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围绕我校“交通特色，轨道核心”的办学定位；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与道德修养，宽厚扎实的基础知识，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协作意识，求

真务实的实践精神；系统掌握物联网工程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拥有较好的实践动手能力、

系统分析与开发能力，具有从事职业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具有物联网相关技术的研发及物联网

应用系统规划、分析、设计、开发、部署、运行维护等能力，能在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等从事系统设计及研发

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网络工程

三、核心课程

物联网导论、信号与系统、计算机组成原理、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嵌入式系统设计、

计算机网络、数据库原理及应用、Linux 应用与编程、无线传感器网络原理、传感器与检测技

术、射频识别技术、现代通信原理、智能终端软件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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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院专业介绍

软件工程专业（软件开发技术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培养在软件工程领域具有良好科学素养，具备良好软件工程师职业道德与素养的大型应用

系统软件开发人员。

主要学习内容：软件开发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当前主流大应用系统开发基础技术及框架技

术等。毕业生可在相关企事业单位和科研单位从事软件开发、软件系统维护等相关应用开发工

作，特长技能为大型应用系统开发。

二、主干学科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三、核心课程

数据结构、操作系统、汇编语言与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网络、离散数学、软件技术基

础、软件工程、JAVA 程序设计、数据库系统原理、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算法设计与分析、

软件测试技术、软件体系结构、大数据技术基础。

软件工程专业（移动应用开发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培养在软件工程领域具有良好科学素养，具备良好软件工程师职业道德与素养的移动终端

含（各平台手机及 PAD）应用软件开发人员。

主要学习内容：软件开发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基于当前主流移动终端操作系统平台的移动

应用开发技术及先进的基于Windows 的 PC 平台开发技术等。毕业生可在相关企事业单位和

科研单位从事软件开发、软件系统维护、手机及 PAD 等相关应用开发工作，特长技能为移动

终端应用开发技能。

二、主干学科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三、核心课程

数据结构、操作系统、汇编语言与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网络、离散数学、软件技术基

础、软件工程、JAVA 程序设计、数据库系统原理、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算法设计与分析、

软件测试技术、软件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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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专业（软件测试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培养在软件工程领域具有良好科学素养，具备良好软件工程师职业道德与素养的大型软件

项目测试人员及程序员。

主要学习内容：软件开发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软件测试的基本方法、软件测试的先进工具

及大型软件项目测试技术等。毕业生可在相关企事业、科研单位从事软件开发、软件系统维

护、软件测试等工作，也可继续深造，特长技能为软件测试技术。

二、主干学科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三、核心课程

数据结构、操作系统、汇编语言与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网络、离散数学、软件技术基

础、软件工程、JAVA 程序设计、数据库系统原理、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算法设计与分析、

软件测试技术、软件体系结构。

软件工程专业（网络工程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培养在软件工程领域具有良好科学素养，具备良好软件工程师职业道德与素养的网络系统

规划、设计与管理人员。

主要学习内容：软件开发的基本方法和技能、网络运营与维护管理、网络系统规划与设

计、网络系统集成及网络应用软件开发等。毕业生可在相关企事业单位和科研单位从事网络信

息系统规划、设计与管理，网络信息系统安全部署，网络信息系统运行维护等工作。

二、主干学科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三、核心课程

数据结构、操作系统、汇编语言与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网络、离散数学、软件技术基

础、软件工程、JAVA 程序设计、数据库系统原理、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算法设计与分析、

软件测试技术、软件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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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专业（杰普实验班—大数据开发与应用技术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杰普实验班是华东交通大学软件学院与昆山杰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高质量就业”为出

发点，培养能够以有效的信息技术手段和计算方法，获取、处理和分析各种应用行业的大数

据，发现和提取数据的深度价值，为行业提供高附加值的应用和服务的大数据开发工程师和数

据分析工程师。

主要学习内容：软件开发的基本方法和技能、Hadoop 集群管理及离线数据处理分析方

法，HBase,Hive,Sqoop 等数据存储及数据处理与数据分析，大数据集群管理，机器学习等。

毕业生可在相关企事业单位和科研单位从事大数据开发和数据分析工作。

二、主干学科

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三、核心课程

数据结构、操作系统、汇编语言与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网络、离散数学、软件技术基

础、软件工程、JAVA 程序设计、数据库系统原理、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算法设计与分析、

Oracle 数据库技术、云计算平台、虚拟化技术、大数据应用开发、大数据编程技术。

软件工程专业+道路与铁道工程应用背景专业

（双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知识、能力、素质相协调，掌握

软件工程及铁道工程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经过工程师基本训练，能胜任软件开发、道

路与铁道、桥梁、城市轨道工程、隧道与地下建筑等各类工程领域的技术与管理工作，具有扎

实的理论基础、宽广的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毕业生能够在有关软件开发与应用、铁道工程的规划、勘测、设计、施工、管理、科研教

育、投资和开发等部门从事技术与管理工作。

二、主干学科

结构工程学，岩土工程学

三、核心课程

工程力学、结构力学、测量学、土木工程材料、土力学、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工程地质

学、铁路轨道、路基工程、铁路桥梁、铁路规划与线路设计、施工技术、施工组织与概预算、

工务工程、基础工程、软件工程、数据库系统原理、计算机网络、系统原理等。



2019 届毕业生专业介绍

- 29 -

软件工程专业+桥梁工程应用背景专业

（双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满足国家土木工程领域发展及软

件产业发展的需要，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富创新、善合作，具有扎实的理论基

础、宽广的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具有软件工程背景的复合型桥梁工程高级专门

人才。

毕业生适宜土木尤其是桥梁工程专业领域及软件产业或其他部门从事软件开发、研制、管

理工作，或继续攻读土木工程专业以及计算机学科等相关学科的硕士学位研究生。面向现在和

未来的土木工程专业市场、软件研发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建立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按应用型

人才培养要求，采用本科双专业教育培养模式，实现土木工程专业桥梁工程方向和软件工程专

业的知识复合。

二、主干学科

力学、土木工程

三、核心课程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测量学、土力学、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钢结构与钢

桥、桥梁工程、基础工程、施工技术、施工组织与概预算、路基路面工程、土木工程材料、桥

梁工程专业 CAD 应用。

软件工程专业＋机械电子工程应用背景专业

（双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基础扎实、素质全面，

具有较强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具有软件工程背景的机械电子工

程高级专门人才。

毕业生在计算机软件领域具有良好科学素养，较好地掌握计算机科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计算机软件工程技术的基本技能和方法，掌握先进的软件工程化方法、工具和技术，能够从事

软件系统分析、开发和维护等工作，并具有一定的项目组织、管理能力，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并具有机械电子工程应用背景专业的相关知识；毕业后，能适

应信息技术时代的产业化发展需要，可从事软件开发、软件项目管理相关工作，也可以在机械

电子工程应用背景专业领域从事软件开发及机械研究、产品设计、制造、管理等工作。

二、主干学科

数学、力学、电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机械工程、控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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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课程

高等数学、大学英语、计算机系列课程、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工

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电工基础、电路系列课程、互换性与技术测

量、控制工程基础、机械制造学、测试技术、机电控制系列课程、液压与气压传动、微机原理

及接口技术、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软件技术基础、C++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离散数学、数

据库系统原理、软件工程、软件测试技术、VC程序设计等。

软件工程专业+铁道电气化应用背景专业

（双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具备软件工程和电气工程专业相关的基础理论、专

业技术和实践能力，或在软件工程、或在铁道电气化工程领域的装备制造、系统运行、技术开

发和软件开发等部门从事设计、研发、运行、工程施工、运营维护等工作的实践能力强、创新

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电气工程、软件工程

三、核心课程

基础理论：电路、电子、电磁场、信号分析与处理、自动控制、计算机技术、工程设计、

软件开发基础、离散数学（B）、数据结构。

专业知识：编译原理（B）、数据库系统原理（B）、嵌入式系统设计、计算方法(B)、电

机学、电力电子技术、供变电技术、牵引供电系统、接触网工程、远动监控技术。

软件工程专业+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应用背景专业

（双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软件工程技术、电工技术、电子技术、控制理论、信

号处理技术等较宽广领域的工程技术基础和一定的专业知识，具备将所学软件技术合理运用于

轨道交通信号专业，能在铁路及城市交通信号与控制、软件工程方面的研究、设计、集成、开

发、应用和经营管理等工作，也可从事本专业及相关专业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等方面工作的

“实践能力较强、创新务实”的复合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主干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三、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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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基础、离散数学、数据结构、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C++程序设

计、自动控制原理、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编译原理、数据库系统原理、计算机网络、

软件工程、铁路信号基础、车站信号自动控制、区间信号自动控制、计算机联锁技术、列车运

行控制系统、行车调度指挥系统、现代控制理论。

软件工程专业+交通运输应用背景专业

（双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与健康个性和谐统一，富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不仅在

计算机软件领域具有良好科学素养，较好地掌握计算机科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计算机软件工

程技术的基本技能与方法，同时又较好地掌握铁路运输相关知识，具备将所学软件技术合理运

用于铁路运输生产、管理与营销的复合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铁路运输、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三、核心课程

C#语言、数据库系统原理、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Web 应用设计基础、软件工程、编

译原理、软件测试技术、.NET Web 程序设计、管理学原理、运输经济学、工程制图基础、铁

路工程测量、运筹学、物流学导论、铁路运输设备、列车牵引计算、铁路站场及枢纽、铁路行

车组织、铁路客运组织、铁路货运组织、铁路行车规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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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学院专业介绍

经济学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综合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和解决工程及企业实际

问题的能力，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要求学生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方

法；了解经济法律、经济学前沿和产业发展动态；具有一定的科研与实践能力、创新务实和适

应社会的能力。

二、主干学科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三、核心课程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含微观经济、宏观经济）、计量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经济

法、会计学、统计学、管理学、项目管理、项目成本管理、项目融资、项目人力资源管理、项

目风险管理、项目采购管理、工程概预算、工程经济、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房地产经济

学、公司金融等。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扎实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专业知识，掌握宏观经济认知与分析能力、贸易

单据审单制单能力、会计帐表识别、经贸外语运用、商务运营能力、人际交流与口才等专业能

力；在课程体系中，强调与国际惯例的接轨，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并能独立面对基层生

产和管理第一线，使其具备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国际贸易实际问题的能力。毕

业后可胜任政府部门、外经贸系统、跨国公司及分支机构、金融部门及相关研究机构等多种岗

位，从事对外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国际物流管理、国际投资及跨国经营等工作的实践能力较

强、创新务实、高素质应用型专业人才。

二、主干学科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管理学

三、核心课程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含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国际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际贸

易理论、国际贸易实务、国际商务谈判、国际营销、国际金融、国际结算、货币银行学、财政

学、会计学、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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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网络经济发展需要的，系统掌握电子商务、信息技术、经济学和管理学等

方面的理论知识，能熟练运用电子商务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营销方法，能在各类企业组织中

从事企业电子商务运作与管理以及电子商务系统的规划、开发、应用和评估等工作，具有非常

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

三、核心课程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数据库系统原理、数据结构、网络营销基础与实务、网页设计与

制作、电子商务概论、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计算机网络、管理信息系统、电子商务营销写作

实务、电子商务网站建设、电子商务安全、电子商务管理实务、网络经济学、网络金融与电子

支付、ERP 与客户关系管理等。

会计学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诚信品质，具备经济、管

理、法律和会计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机构从事会计、财务管理、审

计、税收筹划、成本管理等财务业务及管理工作的实践能力较强、创新务实、高素质应用型专

业人才。

二、主干学科

工商管理、经济学

三、核心课程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市场营销学、经济法、会计信息系统、基础

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学。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诚信品质，掌握管理学、

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方法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技能，具备综合运用相关专业理论



- 34 -

知识、分析和解决人力资源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胜任人力资源

管理职能业务岗位，实践力较强、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工商管理、法学、公共管理

三、核心课程

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组织与工作设计、战略管

理、劳动经济学、招聘与人才测评、薪酬与福利、员工培训与开发、劳动关系与劳动法、绩效

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具

有高尚健全的人格、一定的国际视野、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宽厚的专业基础和综

合人文素养，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和领导潜质，具备良好的数理基础、管理学和经济学理论知

识、信息技术知识及应用能力，掌握信息系统的规划、分析、设计、实施和管理等方面的方法

与技术，具有一定的信息系统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实践和研究能力，能够在国家政府部门、企

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等组织从事信息系统建设与信息管理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二、主干学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

三、核心课程

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系统原理、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IT 项目管理、计算机网络、电

子商务概论、离散数学、信息管理学、数据结构、统计软件与应用、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系

统分析与设计、算法设计、信息检索技术等。

市场营销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诚信品质，掌握管理学、

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市场营销专业技能，具备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发现、分析

和解决营销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在工商企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从事市场调研、营销策

划、广告策划、销售管理等营销业务及管理工作的实践能力较强、创新务实、高素质应用型专

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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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干学科

工商管理

三、核心课程

市场营销学、消费者行为学、市场调研、销售管理、广告学、国际市场营销、商务谈判、

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物流管理等。

工商管理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诚信品质，掌握现代管理

理论，具有国际化视野、沟通技巧、团队精神，具有实践能力强与创新务实，能够在营利性和

非营利性机构从事管理工作或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专业人才。

二、主干学科

工商管理

三、核心课程

管理学，经济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生产运作管

理，管理信息系统等。

金融学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具备金融学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能胜任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

及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相关工作, 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要求学生

熟悉国家有关金融的方针、政策与法规；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具有一定的科

研、创新能力和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

二、主干学科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

三、核心课程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含微观经济、宏观经济）、计量经济学、经济法律概论、会计

学、国民经济统计学、管理学原理、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金融中介学、金融市场学、投

资学、保险学、商业银行经营学、国际金融学、公司金融、金融工程学、中央银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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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统计学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诚信品质，德才兼备、站

在时代前列，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掌握经济学、统计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和统计专业技能，具

备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统计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在企业、金融、政府等部门

从事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经济预测等统计业务及管理工作的实践能力较强、创新

务实、高素质应用型专业人才。

二、主干学科

统计学、经济学

三、核心课程

统计学、微积分、概率论数理统计、多元统计、时间序列分析、统计软件、计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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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院专业介绍

会计学专业（国际会计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是以国家教育部本科生培育标准为基础，融合现代化的会计专业知识体系和职业教

育内容，培养一批具有国际会计（北美会计）知识背景，专业技能精深，并能熟练运用现代技

术手段，拥有良好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能在跨国公司、我国大型涉外企业以及会计师实务所

从事会计审计及财务管理工作的工商管理学科的高级复合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工商管理、经济学

三、核心课程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原理、市场营销学、经济法、会计信息系统、

基础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学。

会计学专业（ACCA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是以国家教育部本科生培育标准为基础，融合国际化的会计专业知识体系和职业教

育内容，培养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诚信品质，具备经济、管

理、法律及会计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在跨国公司、国际性会计师事务

所、管理咨询公司、大型国企等机构的就业。

二、主干学科

工商管理、经济学

三、核心课程

基 础 会 计 （ Fundamental of Accounting ） 、 会 计师 与 企 业 F1 （ Accountant in

Business ） 、 管 理 会 计 F2 (Management Accounting) 、 财 务 会 计 F3 (Financial

Accounting)、公司与商法 F4（Corporate and Business Law）、绩效管理 F5 (Performance

Management) 、 税 法 F6 （ Taxation ） 、 中 级 财 务 会 计 F7 （ Intermediate Financial

Accounting）、审计学 F8 (Auditing)、 财务管理 F9 (Financial Management)、成本会计

(Cost Accounting)、企业职业道德 P1(Ethics in Accountancy)、高级财务会计 P2 (Advanced

Financial Accounting)、企业分析 P3(Business Analysis)、高级财务管理 P4 (Advanced

Financial Management)、高级绩效管理 P5 (Advance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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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专业（国际财务管理CIMA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基于宽口径的全面素质教育，以财务管理为主导，强化英语运用能力，注重财务管

理信息开发与利用，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掌握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会计方面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精通财务管理规则以及相关的国际标准, 具有宽阔商业视野、开拓进取的

创新能力、人际技能、领导技能以及英语应用能力，能在跨国公司、涉外经济部门、政府机关

以及社会中介机构从事国际化的财务管理、财务咨询及会计工作的国际化的高素质的双语应用

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工商管理、经济学、法学

三、核心课程

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公司财务、投资学、财务管理、财务分析、金融市场等。

会计学专业（CMA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设置适应了财政部加强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的要求，将管理会计核心课程与美国管理

会计师协会（IMA）旗下的注册管理会计师（CMA）执业资格考试课程系统地结合，在培养方

案中嵌入 CMA 考试课程。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能力—执业资质

（CMA）—职业素质”四位一体的双语型管理会计高端人才，为学生构建了良好的职业发展

平台和抢占了职业发展的先机。

二、主干学科

工商管理、经济学

三、核心课程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

公司财务、外部财务报告决策、内部控制、财务报表分析、成本管理、绩效管理、投资决策、

决策分析、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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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健康学院专业介绍

体育教育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现代教育与体育教育学科基础理论知识，能在各级各类学校从事体育教

学、体育健身指导、课外运动训练与竞赛工作、体育科学研究、学校体育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实

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华东交通大学是最早在工科院校中创办体育专业的院校，开创了工科院校办体育教育专业

的先例。学校于 1990 年开始招收体育教育专科生，1996 年起招收体育教育本科生。2004 年

我校体育教育专业被评为江西省品牌专业，2006 年获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8

年被江西省教育厅评为省级“特色专业”，2010 年被授予江西省高校 “十二五”重点学科，

是江西省唯一一个体育学重点学科。

二、主干学科

体育学、教育学、心理学、人体科学

三、核心课程

体育学概论、教育学、学校体育学、运动生理学、教育心理学、运动解剖学、体育保健

学、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导论、体育统计学、运动项目理论与实践（田径、球类、体操、专项

等）。

运动训练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竞技体育基本理论、知识及较高的专项运动技能，能在专业队、体校和各

级学校、体育俱乐部等部门从事运动训练、体育教学、竞赛组织、体育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实践

能力强、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华东交通大学是一所以交通为特色、轨道为核心、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研究型大学。

2000 年，学校转制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主”，为我省重点加强建设的高等院

校。学校于 2004 年开始招收体育运动训练专业本科生，2010 年我校运动训练专业被江西省

教育厅评为“特色专业”。

运动训练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布点专业，我校运动训练专业是以我校高水平运动队发展为基

础创办的。1995 年我校经教育部批准为全国普通高校 53 所试办高水平运动队院校之一，自

1996 年与中国火车头体协合作办高水平运动队，闯出了一条“高校-行业”联合办学的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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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2000 年之前学校隶属铁道部， 2000 年之后学校脱离原铁道部，转制为“省部共建，

以地方管理为主”，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也相应调整“立足铁路，服务社会”。在 2004 年创

办运动训练专业之初，该专业的服务面向开始注重服务地方体育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先后与江西四特集团、八一衡源足球俱乐部实施强强联合，闯出了一条“高校-

行业-企业-俱乐部”联合办学的新型模式。培养的运动训练毕业生大多数走向地方各级各类

学校及地方企事业单位，为江西省体育和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优秀人才。

二、主干学科

体育学、教育学、心理学、运动训练学、运动心理学、运动训练管理学、运动竞赛学、运

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

三、核心课程

运动训练学、运动心理学、运动训练管理学、运动选材学、运动竞赛学、运动项目理论与

实践（田径、球类、专项等）、体育学概论、体操、篮球、 足球、排球、 心理学（含运动心

理学）、体育保健学、体育统计、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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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专业介绍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在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具有良好

的数学素养和扎实的数学基础，掌握计算机科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受到科学研究的初步训

练，能运用所学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机技能在科技、教育、交通运输、信息产业、经济金融等部

门从事研究、教学、信息分析和处理、应用开发和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三、核心课程

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大学物理，常微分方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复变函

数，数学模型，数值分析，运筹学，数学物理方程，信息论基础，C 语言程序设计， Java 程

序设计，V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与算法，数据库原理与技术。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较高思想道德、文化修养、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

好的心理素质，具备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方面知识和能力的宽基础、高素质、有创新意识和较

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工程科学人才。本专业学生应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领域各研究方向特别

是光电子技术与应用、激光技术与应用以及光电信息处理方向上具有宽厚的理论基础、扎实的

专业基础知识、熟练的实验技能，并具有综合运用光学科学理论和技术分析解决工程问题的基

本能力。

二、主干学科

光学工程

三、核心课程

工程光学、光电检测技术及系统、光纤技术、光电图像处理、光电信息综合实验、光电信

息物理基础、通信原理、激光原理、信息光学、光学系统 CAD、光电传感器应用技术、量子

光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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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专业介绍

英语专业（国际贸易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广博的人文知识，娴熟

的英语交际能力，并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与技能，熟悉对外贸易方针政策、通行的国际贸

易规则与惯例，能在涉外贸易领域从事实际业务操作与管理的英语专业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

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三、核心课程

基础英语、高级英语、英语阅读、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英语口语、英语听力、英语写

作、英译汉、汉译英、口译、英美文学、英语语言学导论、学术论文写作、外贸英语函电、二

外、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营销、国际结算、海关业

务、国际贸易专业英语。

英语专业（国际金融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英语基础扎实、英语听说交际能力强，并掌握国际

金融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与基本技能，具备处理银行、证券、投资与保险等方面业务的基本能

力，熟悉国内外有关金融政策和法规，能在国内外金融机构、证券、投资及其他金融与经济管

理部门和企业胜任与国际金融相关工作的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三、核心课程

基础英语、高级英语、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英语口语、英语听力、英语写作、英译汉、

汉译英、口译、英语语言学导论、二外、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

学、基础会计学、金融会计、国际金融实务、国际财务管理、国际投资学、投资银行学、衍生

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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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翻译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应用型人才。毕业生应熟练掌握相关工作语

言，具备较宽广的知识面、较高的跨文化交际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了解中外社会文化，熟

悉翻译基础理论，较好地掌握口笔译专业技能，能运用翻译工具，了解翻译及相关行业的运作

流程，并具备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工作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毕业生能够胜任科技、交通、

外贸、文化等领域中一般难度的笔译、口译或其他跨文化交流工作。

二、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三、核心课程

基础英语、高级英语、英语写作、翻译概论、英汉翻译、汉英翻译、应用翻译、科技翻

译、交通运输工程翻译、交替传译、专题口译、语言学概论、英国文学、美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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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专业介绍

法学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传授法学基本理论知识，进行法学思维和法律实务训练，使学生在了解法学理论前

沿和法制建设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系统掌握法学基本原理，熟悉我国法律、政策相关规定，具

备运用法学原理分析、解决法律实务问题和从事法律事务管理的能力。在培养过程中，借助学

校理工院校背景和交通学科优势，形成知识产权法务和交通法务的培养特色。培养毕业后能在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立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检察机关、审

判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等从事法律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法律职业人才。

二、主干学科

法学

三、核心课程

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总论、刑法学总论、物权法学、债权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商法

学总论、商法学分论、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知识产权法学总

论、国际法学、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私法学、环境与资源法学、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学。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汉语言及汉文化基础知识，具备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跨文化交际

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教学技能，能在国内外各类学校从事汉语教学，在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外

贸机构、新闻出版单位及企事业单位从事与语言文化传播交流相关工作的实践能力强、创新务

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汉语言文学

三、核心课程

文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文字学、应用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概

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跨文化交际

学、第二语言习得概论、秘书理论与实务、办公自动化、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基础写作、应

用写作、英汉对译、英语口语、基础英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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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通过学习公共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公共管理技术与方法等的

培养和训练，掌握各项公共事业管理的基本知识，培养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在培养过程中，还将发挥学校交通学科的优势，适当为同学增强公共交通管理的知识体

系，使得学生既具有公共事业管理综合能力又具有公共交通管理特长，能在公共交通及文化、

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单位、行政管理部门、非政府组织等公共部门从事业

务管理和综合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公共管理

三、核心课程

政治学原理、管理学原理、公共管理学、法学概论、公共经济学、公共事业管理概论、公

共政策学、公共组织财务管理、城市公用事业管理理论与实践、非政府组织管理、公共工程项

目管理等。

汉语言文学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较系统而扎实的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拥有良好的

人文素养和较强的继续学习与自主创新能力，能在各类企业、文化、教育、出版、传媒机构以

及政府机关等部门从事文秘、宣传、教学、编辑等与汉语言文学相关工作的实践能力强、创新

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汉语言文学

三、核心课程

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含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

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含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当代文

学）、外国文学、文字学、比较文学、基础写作、应用写作、教育学、秘书理论与实务、办公

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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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院专业介绍

环境设计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备环境设计的专业基础理、相关学科领域理论知识与

专业技能，具有创新能力和设计实践能力，适应现代化市场的有环境设计创造性及相关学科较

高深的专门知识要求；能从事公路、桥梁、港口、铁路、飞机场等交通工程的景观设计、建筑

室内外环境艺术设计，也能在高等艺术学校从事环境设计教学、研究工作，或在艺术环境设计

机构从事建筑室内设计、景观园林设计，并具备项目策划与经营管理的高素质应用型与研究型

人才。

二、主干学科

建筑及环境设计方法学、人机工程学、材料学

三、核心课程

建筑设计、景观园林设计、社区环境景观设计、交通景观设计、雕塑、室内空间设计、展

示陈列设计、家具与室内陈设等。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掌握信息与通信领域的基础理论

与方法，具备数字媒体制作、传输与处理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并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能综合

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在广播、电视、电影领域，以及电脑动画、虚拟

现实等新一代的数字传播媒体领域、专业设计机构、企业、传播机构、院校、研究单位从事数

字媒体方面的设计、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

二、主干学科

数字媒体

三、核心课程

动画基础、UI 设计、三维动画、互动多媒体设计、影视特效与合成、动态网站设计、虚

拟现实及其应用、数字互动游戏开发等特色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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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产品设计的基本理论知识与应用能力，能在生产制造企业、专业设计部

门、教学科研单位从事以产品创新为重点的设计、管理、科研或教学工作的具有较强专业技能

和较高综合素质的产品设计人才。同时，具备与产品设计相关的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或展

示设计技能，能够胜任相关综合性设计工作。

二、主干学科

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相关学科

三、核心课程

工业设计史、产品设计方法学、产品设计效果图表现技法、人机工程学、设计制图、模型

制作与工艺、产品调研方法、产品设计报告书制作、数字化产品设计及产品设计相关软件基础

理论知识及基本方法（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中外工艺美术史、设计学（美学、心理学、公

共关系学）、造型设计基础、构成（平面、色彩、立体构成）等。

音乐学专业
（本科 学制五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对音乐理论进行初步研究的能力以及表演（演唱、演奏、指挥）的基本技

能，掌握一定文秘写作基础知识的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进一步深造

打下基础。能在企事业文艺表演团体、群众文化馆站、党政机关、中小学等从事艺术表演、艺

术管理、艺术教学、行政秘书等工作。

二、主干学科

艺术学理论

三、核心课程

中西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世界民族音乐、音乐美学、论文写作；声乐演唱、器乐

演奏、指挥（合唱、乐队）；和声、复调、曲式、配器；乐理、视唱练耳；文学史论、写作基

础、文秘与交际、艺术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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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表演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掌握舞蹈基本理论并具有一定的专业舞蹈技能的舞蹈表演人才；培养能在教育

领域、群众文艺、文化市场管理及基层专业表演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中从事舞蹈教学、表演、

编导及相关工作的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音乐与舞蹈学

三、核心课程

芭蕾基训、中国古典舞基训、中国古典舞身韵、现代舞基训、民族民间舞、剧目排练、编

舞理论与技法、舞蹈音乐剪辑、基本乐理、艺术概论、中外舞蹈史、专业排练、舞蹈解剖学、

表演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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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模具设计与制造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与人文素养，具备材料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力学等交叉学

科领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坚实的专业基础，能在机械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等领域从事模具设

计、模具制造、产品设计与开发、材料分析与应用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工

程技术人才。

二、主干学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力学

三、核心课程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电工电子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材料科学基础、工程材料及热

处理、材料成形原理、模具 CAD/CAM/CAE、冲压工艺及模具设计、模具材料及表面改性、

塑料模具设计及成型工艺、模具制造工艺、逆向工程与快速成型、现代模具制造技术。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焊接工程方向）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与人文素养，具备材料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力学等交叉学

科领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坚实的专业基础，能在机械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等领域从事焊接结构

设计、焊接工艺控制、材料分析与应用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

才。

二、主干学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力学

三、核心课程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电工电子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材料科学基础、工程材料及热

处理、弧焊电源、焊接结构学、焊接冶金学、材料焊接性能、焊接检验与质量控制、电弧焊、

压力焊、钎焊、焊接 C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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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具备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基础知识和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专业知识，着重培养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学生能在高分子材料的

合成改性、成型加工和应用等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和产品开发、工艺和设备设计、材料选

用、生产及经营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二、主干学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三、核心课程

现代基础化学、电工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材料概论、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材料

研究方法、有机化学、化工原理、高聚物合成原理与工艺学、聚合物合成与过程设备、高分子

化学、高分子物理、高分子加工工程、复合材料学等。

应用化学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具有良好人文和科学素质，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强，掌

握化学及化学工程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化学与化学工程科学及相关交

叉学科的前沿动态，具有运用化学及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解决化学工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

能力，能胜任精细化工、应用化学、环保、环境和食品药品检测等技术与管理的高素质应用型

工程技术人才。

二、主干学科

化学

三、核心课程

普通化学概论、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基础、化工制图、应用

高分子化学、精细化学品化学、基础化学实验、仪器分析实验、有机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

验、化工基础实验、应用化学实验、应用化学综合与设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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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专业介绍

交通运输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与健康个性和谐统一，具备较扎实的语言、计算机基础，

创新务实、实践能力强，适应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需要，掌握轨道运输（注：兼顾高速铁路与

城市轨道交通）和管理理论知识，具备合理组织轨道运输行车及客货运生产组织、轨道交通规

划设计与经营管理等方面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主干学科

铁路运输、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三、核心课程

管理学原理、运输经济学、机械制图、工程测量、运筹学、物流学导论、铁路运输设备、

城市轨道交通、列车牵引计算、铁路站场与枢纽、铁路行车组织、铁路客运管理、铁路货运组

织、铁路行车规章、铁路行车安全管理等。

交通运输专业(卓越工程师)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与健康个性和谐统一，具备较扎实的语言、计算机基础，

富有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适应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需要，掌握轨道运输

（注：兼顾高速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和管理理论知识，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具备合理

组织轨道运输行车及客货运生产组织、轨道交通规划设计与经营管理等方面能力的高素质应用

型专门人才。

二、主干学科

铁路运输、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三、核心课程

管理学原理、运输经济学、机械制图、工程测量、运筹学、物流学导论、铁路运输设备、

城市轨道交通、列车牵引计算、铁路站场与枢纽、铁路行车组织、铁路客运管理、铁路货运组

织、铁路行车规章、铁路行车安全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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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适应未来科技和管理进步，综合素质全

面发展的，具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知识和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系统掌握管理、经济、法

律等方面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综合应用能力的复合型管

理人才，能在制造、服务等行业从供应链系统的分析、规划与设计，物流活动经营、管理、决

策等方面的工作。具有在工作中继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的能力，经过 5年左右的实践锻炼，

能够成为物流以及相关领域的创新务实的管理骨干和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物流管理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交通运输

三、核心课程

物流学、供应链管理、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物流工程、物流信息管理、国际物流、仓储

运输管理、物流经济学、采购管理、物流设施与设备。

工业工程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面向国家建设需要，适应未来科技和管理进步，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具有较

扎实的自然科学知识和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系统掌握生产制造和系统管理领域的基础理

论、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工业工程学科综合应用能力的复合型工程管理人才，能在制

造、服务等行业从事生产、经营、服务等管理系统的规划、设计、评价和创新等方面的工作。

具有在工作中继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的能力，经过 5年左右的实践锻炼，能够成为工业工程

以及相关领域的创新务实的技术骨干和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工业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物流管理与工程

三、核心课程

运筹学、统计学、经济学、管理学、系统工程学、管理信息系统、基础工业工程、物流工

程、人因工程、生产管理、标准化工程、质量管理工程。



2019 届毕业生专业介绍

- 53 -

交通工程专业

（本科 学制四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基础扎实、知识面广，

能力强、素质高，具备交通运输系统分析与规划、交通系统智能控制与管理、交通安全、交通

设计、道路工程设施设计、施工与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及能力，能在国家与省、市的发展计

划部门、交通规划、管理部门、道路建设等部门从事本领域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与运营

等工作，实践能力强、创新务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主干学科

系统工程、交通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及交通规划

三、核心课程

交通概论、交通工程学原理、交通调查与分析、交通系统分析、交通管理与控制、交通规

划、交通设计、土力学、道路建筑材料、道路工程测量、道路勘测设计、路基路面工程、城市

道路设计、道路施工组织与概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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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专业介绍

铁道工程技术专业

（高职 学制三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城市轨道工程建设、运营及管理需要的具有

大学专科文化程度，掌握从事城市轨道工程工作需要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施工技术与管理

技术，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二、专业技能要求

1、具有较强的施工图识读和绘制能力。

2、具有铁道工程材料选用、检测能力。

3、具有铁道工程施工放线、标高引测、施工观测的能力。

4、具有编制单位工程施工技术方案和施工组织设计的能力。

5、具有编制施工图预算、决算和投标报价、合同管理、施工索赔的能力。

6、具有理解、审核施工图设计和技术文件，组织铁道工程项目施工全过程技术管理的能

力。

7、具有分析解决施工实际问题和预防、分析处理工程质量事故的能力。

8、具有一般铁道工程结构设计的能力。

9、具有铁道工程项目管理的初步能力。

10、具有从事铁道工程监理的初步能力。

11、具有从事技术开发的初步能力。

三、学科基础课及专业课

学科基础课：工程制图及 CAD 应用、工程力学、工程材料、工程测量、Visual BASIC 程

序设计、结构力学、工程机械基础。

专业课：工程地质基础、土力学与地基基础、铁路桥涵、铁路隧道、铁路轨道、施工组织

设计及概预算、结构设计原理、铁路选线设计、路基工程、桥隧施工与养护、专业英语。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

（高职 学制三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的具有大学专科文化程度，掌握公路桥梁

设计、施工技术与管理、施工监理基本理论，能编制路桥工程建设施工组织设计、工程概预

算，独立从事路桥工程测量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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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技能要求

1、具有较强的路桥工程测量能力，能根据施工图进行公路和桥梁的测量、放线。

2、具有初步的路桥工程设计能力和较强的施工组织能力。

3、具有从事公路工程质量检测、材料试验及质量控制的能力和技能。

4、具有从事公路和桥梁工程概预算、施工监理的能力。

5、具有一定的工程项目管理能力。

8、具有一般铁道工程结构设计的能力。

9、具有铁道工程项目管理的初步能力。

10、具有从事铁道工程监理的初步能力。

11、具有从事技术开发的初步能力。

三、学科基础课及专业课

学科基础课：工程制图及CAD应用、工程力学、工程材料、工程测量、Visual BASIC程序

设计、结构力学等。

专业课：工程地质基础、土力学与地基基础、公路勘测设计、桥梁工程、桥隧施工技术、

道路施工技术、施工组织设计及概预算、结构设计原理、公路工程管理、路基路面工程、专业

英语。

铁道机车车辆专业（电力机车方向）

（高职 学制三年）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铁路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具有电力机车生产、运用、检修、管理必备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综合能力，能胜任电力机车生产

厂、运用部门的生产、运用、管理、检修检测、机车调度岗位的高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二、专业技能要求

1、具有电力机车中级副司机操作技能。

2、具有编制机车调度计划、能使用有关软件用计算机绘制牵引操纵图、机车周转图的能

力。

3、具有电力机车运用部门生产组织、协调能力。

三、学科基础课及专业课

学科基础课：机械制图、电工技术、电子技术、机械基础、铁道概论、单片机基础、Auto

CAD 及应用。

专业课：电力机车总体、电力机车电器、电力机车电机、电力机车制动机、电力机车电子

技术、电力机车控制、电力机车检修、电力机车运用与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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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车辆专业

（高职 学制三年）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大学专科文化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掌握铁道

车辆检修、运用、管理方面专业理论与专业技能，能从事铁道车辆检修、运用、维护和运营管

理等方面的高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二、专业技能要求

1、具有机械钳工、电气钳工中级操作技能。

2、具有铁道车辆的检修、运用、日常维护的技能。

3、具有铁道车辆检修装备的运用、维护和检修技能。

4、具有良好的生产组织、协调能力，能从事生产组织，设备、技术和经济管理等工作。

5、掌握计算机基本操作技能并具有一定的程序设计能力。

三、学科基础课及专业课

学科基础课：机械制图、机械基础、电工技术、电子技术、液压与气动技术、AutoCAD

及其应用、单片机基础、可编程控制器。

专业课：车辆构造与检修、车辆制动、车辆电气装置、车辆空调装置、车辆应用与管理。

铁道通信信号专业

（高职 学制三年）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具备铁道通信信号专业理论知

识，熟悉铁道信号各种设备工作原理；具有较强的铁道通信信号专业实践能力，包括信号设备

的测试、维护、施工和故障分析及处理；能从事铁道通信信号设备生产、技术、服务和管理工

作的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

二、专业技能要求

1、具有铁道、城市轨道交通信号设备的计算机绘图能力。

2、具有对车站信号设备维护和故障处理的能力。

3、具有对区间信号设备维护和故障分析的能力。

4、具有对车站信号设计与施工的能力。

三、学科基础课及专业课

学科基础课：电路、机械制图、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C语言程序设计、单片机

基础、接口技术、电力电子技术、铁道概论。

专业课：交通信号运营基础、自动控制原理、区间信号自动控制、计算机联锁技术、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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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与施工、信号新技术、专业英语、车站信号自动控制。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

（高职 学制三年）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掌握

本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从事铁路运输一线管理、作业与服

务的高级技能型专门人才。

二、专业技能要求

1、具有较强的旅客运输设备使用及维护的能力。

2、具备较强的旅客运输组织和管理的能力以及旅客运输应急处理能力。

3、具备良好的仪表、仪态，具有较强的中、英文表达能力。

4、具备较强的行车组织能力。

5、具有较丰富的行车规章知识及较强的货运组织和管理能力。

6、掌握计算机基本操作技能并具有一定的程序设计能力。

三、学科基础课及专业课

学科基础课：管理学原理、铁道概论、市场营销学、运输与包装、经济法与交通法规、微

观经济学。

专业课：铁路站场与枢纽、铁路客运设备、铁路货运组织、铁路行车组织、铁路客运组

织、铁路行车规章、铁路行车安全管理、铁道交通运营专业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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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本科合作实验班

根据江西省教育厅《关于公布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与高职院校联合培养应用技术型本科人

才试点项目名单的通知》（赣教高字[2014]20 号）文件精神，华东交通大学与江西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实行联合培养应用技术型本科人才试点，招收“职教本科合作实验班”。学习期间，

由华东交通大学与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按照本科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标准，共同制定专业理

论知识课程和技能训练实践课程教学体系，培养具有高素质、高技能的本科层次应用技术型人

才。

●土木工程（公路与桥梁工程方向）

本专业培养在公路与桥梁工程领域内具有扎实的基础和专业知识，能够分析、提出方案并

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实践能力强，毕业后在交通部、住建部各级管理部门，省市交通运输厅

（局）、公路局、市政建设等企事业单位相应的领域生产第一线从事施工现场管理、工程监

理、试验检测、档案整理和养护管理等工作，也可从事土木工程的勘测和设计及招投标等工作

的高素质、高技能应用技术型人才。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汽车运用方向）

本专业面向汽车产业和道路运输业，培养掌握汽车维修、服务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基本理

论、基本方法，具备较强的汽车检测、故障诊断、维修、服务、管理等方面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意识、交流沟通能力，能够从事交通运输企事业单位的车辆管理；售后服务企业车辆检测、诊

断、维护、业务接待等技术与管理；汽车金融机构车辆鉴定、评估、理赔；汽车中介机构车辆

鉴定与评估等工作的高素质、高技能应用技术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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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学位（双专业）教育情况简介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加速培养富有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

同时也进一步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让学有余力的学生能更充分利用学校多学科的教育资

源，学到更多的知识，提高人才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我校自 2003 年起开设了双学位(双专业)

教育，鼓励本科学生攻读双学位(双专业)，专科学生修读双专业。目前，双学位(双专业)教育

已成为我校本、专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双学位(双专业)教育是学生完善自身知识结构，获取多学科研究方法，提升综合知识能力

的重要渠道。它为选修的同学提供一个更为系统的学术训练， 开课学院会选择本专业的核心

课程作为双学位的主干课，力求使学生在有限的精力下能够系统、全面的获得与本专业学生一

样严格的学术培养。

2019 届毕业生修读双学位、双专业人数一览表

专业 学历层次 合计
修读人数

双学位 双专业

法学 本科 77 77 0

工商管理 本科 18 18 0

会计学 本科 128 112 1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15 5 10

交通运输 本科 31 25 6

金融学 本科 79 77 2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41 41 0

物联网工程 本科 7 3 4

英语 本科 43 42 1

合计 439 40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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