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学校审核，现公布《南京理工大学2021年各学院接收转专业学生人数、申请条件和考核细则表》，请符合
申请条件且有调整专业意向的学生登陆学校主页，通过智慧理工服务门户进入服务大厅（学生用户名为学号，初始
密码为身份证号码后6位），选择“专业调整申请”服务完成网上报名。请务必于4月16日前完成网上报名，逾期不
再受理。

南京理工大学2021年各学院接收转专业学生人数、申请条件和考核细则表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拟接受人数 报名条件 实施细则

学院联系人
及咨询电话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类（含：机械工程、
车辆工程、工业工程、机

械工程-知识产权）
38

1.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学生调整专业
实施办法》的规定；
2.思想品德优良；
3.平均学分绩点≥3.0（兵器类专业绩
点放宽至2.5）、无不及格课程；
4.申请转专业学生若原专业为外语、
人文类专业（含工业设计）需参加学
校组织的高等数学考试，且成绩不低
于70分；
5.中学必须是理科班，且以物理为主
科。

1.按照学校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2.满足基本条件要求即可参加面试，
主要考察学生的基础知识、外语能力
、专业素质和兴趣特长等，结合学生
的高考成绩、学习成绩以及面试成
绩，综合考察学生；
3.面试合格即可录取。

赵灵         
025-84315445   

兵器类（武器系统与工程
、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

33

测控技术与仪器 8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5

机器人工程 10

环境与生物工
程学院

环境工程 20
1.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学生调整专业
实施办法》的规定；
2.思想品德优良；
3.限理工科专业；
4.平均学分绩点≥2.8,无不及格课程
。

1.按照学校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2.满足基本条件要求即可参加面试；
3.面试内容为学生是否对本专业有浓
厚的兴趣，是否有强烈的专业愿望；
4.面试合格，条件同等，且人数多于
拟接收人数，则参加学科竞赛获奖者
优先。

周雪梅        
025-84315329

生物工程 10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10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0 1.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学生调整专业
实施办法》的规定；
2.思想品德优良；
3.平均学分绩点≥2.8,且现无不及格
课程；
4.需有一定的化学基础；
5.申请转专业学生若原专业为外语、
人文类专业（含工业设计）需参加学
校组织的高等数学考试，且成绩不低
于60分。

1.按照学校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2.满足基本条件要求即可参加面试，
主要考察学生的基础知识、外语能力
、专业素质和兴趣特长等；
3.面试合格即可录取。

郝艳霞        
025-84317706

制药工程 10

安全工程 10

应用化学 10

材料化学 10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0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 10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拟接受人数 报名条件 实施细则
学院联系人
及咨询电话

电子工程与光
电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类（含：通信工
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
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微电子科学与
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知识

产权）

45

1.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学生调整专业
实施办法》的规定；
2.思想品德优良；
3.平均学分绩点≥3.0，无不及格课
程；
4.申请转专业学生若原专业为外语、
人文类专业（含工业设计）需参加学
校组织的高等数学考试，且成绩不低
于80分。

1.按照学校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2.满足申请条件要求即可参加面试，
主要考察学生的基础知识、外语能力
、专业素质和兴趣特长等，结合学生
的高考成绩，综合考察学生；
3.综合学生第一学期的学习成绩和面
试成绩，由高到低录取。

柯璟
025-84303860

探测制导与控制工程 10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计算机类（含：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智

能科学与技术）
50

1.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学生调整专业
实施办法》的规定；
2.思想品德优良；
3.已修平均学分绩点≥3.0,无不及格
课程；
4.申请转专业学生若原专业为外语、
人文类（含工业设计）专业,需参加学
校组织的高等数学考试，成绩不低于
60分，且第一学期的文科高等数学成
绩不低于80分。

1.按照学校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2.满足基本条件要求即可参加学院组
织的C++程序设计考试（笔试），考试
时间120分钟；
3.C++程序设计考试不低于60分，即可
参加学院组织的转专业面试
4.按照C++程序设计考试成绩占70%、
面试成绩占30%确定综合成绩；根据综
合成绩，从高往低前50名同意接收，
如分数相同，则C++程序设计考试成绩
高者优先。

夏义生        
025-84303204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类（含：国际经济
与贸易、金融学）

20 
1.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学生调整专业
实施办法》的规定；
2.思想品德优良；
3.平均学分绩点≥3.0、无不及格课
程；
4.申请转专业学生若原专业为外语、
人文类（含工业设计）专业需参加学
校组织的高等数学考试，且成绩不低
于60分。

1.按照学校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2.满足报名条件要求即可参加面试，
面试内容：①大学一年级的学习情况
及成绩；②学生对所报专业的了解程
度和未来发展潜力；③创新精神和创
新能力；④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
（遵纪守法）、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
况、人文素养；
3.根据学生的已修平均学分绩点，加
上面试成绩进行综合，按照综合成绩
由高到低的顺序录取。

徐丹
025-84315052

工商管理类（含：工商管
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

理）
25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拟接受人数 报名条件 实施细则
学院联系人
及咨询电话

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

能源动力类 20

1.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学生调整专业
实施办法》的规定；
2.思想品德优良；
3.平均学分绩点≥2.8，无不及格课
程；
4.申请转专业学生若原专业为外语、
人文类（含工业设计）专业需参加学
校组织的高等数学考试，且成绩不低
于60分；                                            
5.中学必须是理科班，且以物理为主
科。

1.按照学校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2.组织面试，考核学生基础知识、专
业 素质和兴趣特长；
3.满足基本条件,面试合格者即可录取
。

严菊琴        
025-84315989

武器发射工程 10

设计艺术与传
媒学院

工业设计 8

1.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学生调整专业
实施办法》的规定；
2.思想品德优良；
3.平均学分绩点≥3.0、无不及格课程
。

1.按照学校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2.满足基本条件要求即可参加面试，
主要考察学生的基础知识、外语能力
、专业素质和兴趣特长等； 
3.面试合格即可录取。

张灵杰         
025-84315512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类（含：自动化、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智能

电网信息工程）

60

1.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学生调整专业
实施办法》的规定；
2.思想品德优良；
3.平均学分绩点≥3.0，无不及格课
程；
4.申请转专业学生若原专业为外语、
人文类（含工业设计）专业需参加学
校组织的高等数学考试，且成绩不低
于70分。

1.按照学校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2.对申请学生采用面试的方式进行考
核；
3.满足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按申请学
生的已修平均学分绩点和面试成绩确
定录取。 

党芬
025-84315461    

理学院

数学类（含：信息与计算
科学、数学与应用数学）

20
1.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学生调整专业
实施办法》的规定；
2.思想品德优良，平均学分绩点不低
于2.2；              
3.理科基础较好；
4.申请转专业学生若原专业为外语、
人文类（含工业设计）专业需参加学
校组织的高等数学考试，且成绩不低
于60分。

1.按照学校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2.满足申请条件要求可参加面试，学
院组织专家对申请学生进行面试，主
要考察学生的基础知识、外语能力、
专业素质和兴趣特长等；转数学类专
业的面试环节中，可增加不超过45分
钟的答题测试；
3.面试合格即可录取。

杨健
025-84315881

应用统计学 10

土木工程 10

工程力学 10

应用物理 10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理） 10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拟接受人数 报名条件 实施细则
学院联系人
及咨询电话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0

1.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学生调整专业
实施办法》的规定；
2.喜欢英语专业，对英语学习有浓厚
的兴趣；有良好的英语基础，通用英
语Ⅰ成绩不低于80分，且CET-4不低于
480分；
3.学习态度端正，成绩绩点不低于2.0
或不及格课程门数不多于2门；
4.有良好的英语交流能力。 1.按照学校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2.满足申请条件，即可参加面试；
3.面试合格即可录取。

周一琳
025-84303160

日语 3

1.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学生调整专业
实施办法》的规定；
2.喜欢日语专业，对日语学习（包括
日本文学、日语语言学或日本历史文
化中的某个方向）有浓厚的兴趣；
3.有一定的日语基础，能通过外国语
学院组织的日语水平面试；
4.学习态度端正，成绩绩点不低于2.0
或不及格课程门数不多于2门。

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工作 15

1.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学生调整专业
实施办法》的规定；
2.思想品德优良，平均学分绩点2.0以
上，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有初步了
解；
3.了解文科基本综合知识。

1.按照学校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2.满足基本条件要求，即可参加面
试，主要考察学生的基础知识、外语
能力、专业素质和兴趣特长等；
3.面试合格即可录取。

胡宁
025-84315889

公共事业管理 15

1.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学生调整专业
实施办法》的规定；
2.思想品德优良，平均学分绩点2.0以
上，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有基础了解
和认识；                                
3.具备人文社科基本知识。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拟接受人数 报名条件 实施细则
学院联系人
及咨询电话

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

材料类（含：材料科学与
工程、材料物理、纳米材

料与技术）
30

1.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学生调整专业
实施办法》的规定；
2.思想品德优良，未受到各级警告及
处分；                   
3.已修平均学分绩点≥3.0，无不及格
课程；
4.申请转专业学生若原专业为外语、
人文类（含工业设计）专业需参加学
校组织的高等数学考试，且成绩不低
于60分。

1.按照学校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2.满足基本条件要求即可参加面试；
3.面试内容为学生是否对本专业有浓
厚的兴趣，是否有强烈的专业愿望；
4.参加学科竞赛获奖者优先。

谢福茶           
025-84314985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0

钱学森学院

机械工程类 4 1.满足《南京理工大学学生调整专业
实施办法》的规定；
2.思想品德优良；
3.学分绩点3.5及以上且在学院或者专
业（类）排名前10%，高等数学（I）
或数学分析（I）85分及以上，英语四
级500分及以上；
4.数理基础扎实，保有强烈的科研热
情、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严谨治学
的求实精神,践行科学报国之志。

1.按照学校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2.除提交转专业申请表外，还需提供
英语四级成绩原件等材料；
3.学院根据学生所交材料确定面试名
单并组织面试，面试主要考察学生的
专业素养、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创
新潜力、精神风貌等方面；
4.有各类学科竞赛获奖者优先。

常其玥        
025-84303150电气信息类 5

材料类 3

知识产权学院 法学 15

1.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学生调整专业
实施办法》的规定；
2.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政治立场坚
定，未受任何处分，身心健康，没有
休学记录；
3.对法学兴趣浓厚，平均学分绩点≥
3.0，无不及格课程。

1.按照学校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2.满足基本条件要求即可参加面试，
重点考察人文基础、学习动力、语言
表达、逻辑思维等方面的素质；
3.面试合格即可录取。

朱力影
025-84303389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拟接受人数 报名条件 实施细则
学院联系人
及咨询电话

江阴校区

网络空间安全 5

1.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学生调整专业
实施办法》的规定； 
2.思想品德优良，未受到各级警告及
处分； 
3.已修平均学分绩点≥3.0，无不及格
课程。

1.按照学校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2.满足基本条件要求即可参加面试；
3.面试内容为学生是否对本专业有浓
厚的兴趣，是否有强烈的专业愿望；
4.根据面试成绩排名确定录取名单，
同等条件下，参加学科竞赛获奖者优
先。

付安民
fuam@njust.edu.c

n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0

1.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学生调整专业
实施办法》的规定；
2.思想品德优良；
3.平均学分绩点≥3.0，无不及格课程
。

1.按照学校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2.满足申请要求即可参加面试，面试
内容：①大学一年级的学习情况及成
绩；②学生对所报专业的了解程度和
未来发展潜力；③创新精神和创新能
力；④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遵
纪守法）、协作性意识；⑤人文素
养；
3.根据学生的已修平均学分绩点，加
上面试成绩进行综合，按照综合成绩
由高到低的顺序录取。

李莉
lily691111@126.c

om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9

1.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学生调整专业
实施办法》的规定；
2.思想品德优良；
3.平均学分绩点≥3.0，无不及格课程
。

1.按照学校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2.满足申请要求即可参加专家组面
试：
3.面试重点考察英语表达能力
（20%），实验实践能力（30%），综
合素质（30%）以及对新能源专业的认
知（20%），按照面试成绩由高到低的
顺序录取。

朱曙光
13914760216

智能制造工程 12

1.符合《南京理工大学学生调整专业
实施办法》的规定；
2.思想品德优良；
3.平均学分绩点≥3.0，无不及格课
程；
4.中学必须是理科班，且以物理为主
科。

1.按照学校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
2.满足基本条件要求即可参加面试，
主要考察学生的基础知识、外语能力
、专业素质和兴趣特长等，结合学生
的高考成绩、学习成绩以及面试成
绩，综合考察学生；
3.根据面试成绩排名确定录取名单，
同等条件下，参加学科竞赛获奖者优
先。

汪惠芬
wanghf@njust.edu

.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