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 

 

 

 

关于受理大连理工大学车辆工程等 200 个专业工程 

教育认证申请的通知 

          

工认协〔2015〕11号 

 

各有关高等学校，各专业认证分委员会（试点工作组）： 

按照认证工作的总体安排，有关专业提交了 2016年度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申请材料。依据各分委员会（试点工作组）对申请

材料的审核意见，综合考虑专业布点情况、学校及各分委员会（试

点工作组）的工作基础，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决定受理大

连理工大学车辆工程等 200个专业（名单见附件）的 2016年认

证申请。 

请有关高校依据《工程教育认证办法》和《工程教育认证标

准》，认真做好专业的自评及现场考查相关工作，具体工作要求

及有关材料格式可从 ceeaa.heec.edu.cn下载。受理专业的培训、

自评及报告提交、现场考查等有关工作安排另行通知。 



 

请各分委员会（

（上下半年考查专业应各占约一半

证的，考查工作原则上应安排在同一时间开展

现场考查专家组建议名单

分委员会（试点工作组

不能通过的专业，要严格按照要求中止认证

秘书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路

学 11楼，邮编 100081

010-56973184；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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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教育部高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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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工作组）与相关专业协商现场考查时间

上下半年考查专业应各占约一半，同一学校有多个专业开展认

考查工作原则上应安排在同一时间开展），并拟定各专

现场考查专家组建议名单，1月 31日前报秘书处。各专业认证

试点工作组）要认真开展自评报告审核工作

要严格按照要求中止认证。 

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路 2号，中央广播电视大

100081。联系人：赵自强 010-56973185

传真：010-56973180；E-mail：renzheng@moe.edu.cn

年工程教育认证申请受理专业名单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教育部高教司，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中国科协国际部

与相关专业协商现场考查时间

同一学校有多个专业开展认

并拟定各专业

各专业认证

要认真开展自评报告审核工作，对审核

中央广播电视大

56973185，吴迪

renzheng@moe.edu.cn。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 

 

中国科协国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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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年认证申请受理专业名单 

 

机械类专业 

大连理工大学 车辆工程 

大连交通大学 车辆工程 

厦门理工学院 车辆工程 

昆明理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太原理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天津理工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北京化工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常州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大连理工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沈阳化工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浙江工业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郑州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北京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 

东北大学  机械工程 

东华大学  机械工程 

昆明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长春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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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大连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广西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河南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黑龙江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湖南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四川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太原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西安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西华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西南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长沙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浙江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类专业 

北京交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北京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常州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东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河南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江苏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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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兰州交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宁波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浙江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浙江工商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浙江科技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北京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湖南大学  软件工程 

化工与制药类专业 

常州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贵州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合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江南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江苏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兰州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南华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宁波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青岛科技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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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化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石河子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武汉工程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湘潭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中国海洋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中南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大连理工大学 制药工程 

福建农林大学 制药工程 

山东大学  制药工程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制药工程 

郑州大学  制药工程 

水利类专业 

江苏科技大学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上海海事大学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长沙理工大学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扬州大学  农业水利工程 

昆明理工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兰州交通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山东农业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长春工程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吉林大学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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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环境工程专业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环境工程 

东华大学  环境工程 

广州大学  环境工程 

桂林理工大学 环境工程 

吉林大学  环境工程 

江南大学  环境工程 

青岛科技大学 环境工程 

西安理工大学 环境工程 

湘潭大学  环境工程 

盐城工学院  环境工程 

安全工程专业 

安徽理工大学 安全工程 

北京科技大学 安全工程 

北京理工大学 安全工程 

河南理工大学 安全工程 

吉林建筑大学 安全工程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安全工程 

郑州大学  安全工程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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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湖北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华中科技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昆明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南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浙江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中国矿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福州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河北工业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浙江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中国计量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合肥工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南京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上海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浙江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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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北京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 

苏州大学  通信工程 

重庆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信息工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 

北京化工大学  自动化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自动化 

常熟理工学院 自动化 

东北林业大学 自动化 

东南大学  自动化 

广东工业大学 自动化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自动化 

南京理工大学 自动化 

天津工业大学 自动化 

西北工业大学 自动化 

湘潭大学  自动化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自动化 

重庆科技学院 自动化 

交通运输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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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业大学 交通工程 

大连理工大学 交通工程 

福州大学  交通工程 

吉林大学  交通运输 

同济大学  交通运输 

重庆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 

矿业类专业 

安徽理工大学 采矿工程 

湖南科技大学 采矿工程 

内蒙古科技大学 采矿工程 

太原理工大学 采矿工程 

安徽理工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北京科技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贵州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中南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成都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江苏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陕西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郑州轻工业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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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材料类专业 

福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昆明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南昌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南京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西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郑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国矿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华东理工大学 复合材料与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复合材料与工程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大连理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南京理工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青岛科技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安徽建筑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景德镇陶瓷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山东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江西理工大学 冶金工程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冶金工程 

中南大学  冶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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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类专业 

北京交通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电子科技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湖南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吉林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上海理工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沈阳工业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四川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武汉理工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燕山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绘工程专业 

东华理工大学  测绘工程 

西安科技大学  测绘工程 

西南交通大学  测绘工程 

长安大学  测绘工程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测绘工程 

中南大学  测绘工程 

地质类专业 

吉林大学  地质工程 

同济大学  地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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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大学  地质工程 

中南大学  地质工程 

中国海洋大学 勘查技术与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勘查技术与工程 

吉林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西南石油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长江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