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份 专业名称 科类 省份 专业名称 科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综合改革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综合改革

数学类 综合改革 计算机类 综合改革
化学工程与工艺 综合改革 化学工程与工艺 综合改革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综合改革 环境工程 综合改革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综合改革 电子信息类 综合改革
材料科学与工程 综合改革 材料科学与工程 综合改革

计算机类 综合改革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综合改革 数学类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综合改革 计算机类 理工
安全工程 综合改革 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综合改革 交通运输类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理工 工程管理 理工

计算机类 理工 环境工程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理工 物流工程 理工
安全工程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理工 生物工程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理工 应用物理学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理工 电子信息类 理工
计算机类 理工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工 数字媒体技术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理工 制药工程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理工

数学类 综合改革 数学类 综合改革
化学工程与工艺 综合改革 化学工程与工艺 综合改革
电子信息类 综合改革 环境工程 综合改革
数字媒体技术 综合改革 电子信息类 综合改革
制药工程 综合改革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综合改革

材料科学与工程 综合改革 材料科学与工程 综合改革
数学类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综合改革
计算机类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理工
交通运输类 理工 工程管理 理工
生物工程 理工 环境工程 理工
电子信息类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理工 电子信息类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综合改革 数学类 理工
数学类 综合改革 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工
计算机类 综合改革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综合改革 交通运输类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综合改革 环境工程 理工

交通运输类 综合改革 安全工程 理工
工程管理 综合改革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理工
环境工程 综合改革 物流工程 理工
安全工程 综合改革 食品科学与工程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综合改革 生物工程 理工
物流工程 综合改革 应用物理学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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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学与工程 综合改革 电子信息类 理工
生物工程 综合改革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理工
应用物理学 综合改革 数字媒体技术 理工
电子信息类 综合改革 制药工程 理工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综合改革 材料科学与工程 理工
数字媒体技术 综合改革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理工
制药工程 综合改革 数学类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综合改革 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综合改革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理工 工程管理 理工
计算机类 理工 应用物理学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理工
安全工程 理工 电子信息类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综合改革 计算机类 理工

数学类 综合改革 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工
生物工程 综合改革 工程管理 理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综合改革 安全工程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理工 物流工程 理工

计算机类 理工 电子信息类 理工
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综合改革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理工 计算机类 综合改革
交通运输类 理工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综合改革
工程管理 理工 交通运输类 综合改革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理工 环境工程 综合改革
食品科学与工程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综合改革
电子信息类 理工 电子信息类 综合改革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理工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综合改革
数字媒体技术 理工 数字媒体技术 综合改革
材料科学与工程 理工 制药工程 综合改革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综合改革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综合改革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综合改革
计算机类 综合改革

化学工程与工艺 综合改革
环境工程 综合改革
生物工程 综合改革
电子信息类 综合改革

材料科学与工程 综合改革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综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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