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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招生专业计划

类型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普通本
飞行提前批
专科提前批
专科提前批

专业

工科试验班（中欧航空工程师）
交通运输

信息与计算科学
应用气象学

工科试验班（智能与计算机）
交通管理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
信息安全
土木工程
材料化学
材料物理

工科试验班（航空航天）
工业工程
安全工程

工科试验班（电子信息与电气自动化）
统计学
交通工程

油气储运工程
思想政治教育

翻译
法学

应用心理学
英语

工商管理类
物流管理
飞行技术

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空中乘务

选科

物理
物理
物理
物理
物理
物理
物理
物理
物理
物理
物理
物理
物理
物理
物理
物或化
物或化
物或化
政治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物或化
不限
不限

招生
计划

4
10
2
4
8
4
4
2
1
1
1
20
1
4
10
2
3
3
1
1
2
1
3
3
4
80
2
2

2021录取分数位次

最低
分

--
618
617
617
613
612
611
611
610
609
608
602
602
601
601
607
605
605
--
--
619
616
615
609
609
539
209
173

平均分

--
623.5
618.5
620.5
614.5
616.25
612
612
610
609
608
612.75
607.83
604.29
608.17
608
609.67
608.67
--
--
621
616
617
611.33
618.75
571.42
209
240.8

最高
分

--
632
620
624
616
623
613
613
610
609
608
629
624
610
620
609
618
615
--
--
623
616
621
614
639
646
209
305

控制
线

--
579
579
579
579
579
579
579
579
579
579
579
579
579
579
579
579
579
--
--
579
579
579
579
579
579
579
579

最低分
排名

--
9411
9601
9601
10330
10490
10670
10670
10861
11038
11200
12316
12316
12510
12510
11390
11779
11779
--
--
9238
9784
9985
11038
11038
25065
--
53953

注：以上所有数据以招生考试院实际公布为准。
天津市咨询QQ群招生办公众号

中国民航大学招生办

汪老师：15620952895

欢迎加入中航大天津市招生QQ群

QQ群号：441254698

招生电话：022-24092126/2589/7902/

7903/7904/7905/7906

招生信息网：www.cauc.edu.cn/zsb

网址：https://www.cauc.edu.cn/zhv4/

联系我们

有飞机的地方就是中航大的主场

中国民航大学简介

中国民航大学（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是中国民用航空局直属的一所以培养
民航高级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为主的高等学
府，是中国民用航空局、天津市人民政府、教育
部共建高校，是教育部第二批“卓越工程师教育
培养计划”高校、天津市高水平特色大学建设高
校，首批入选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国家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天津市卓越
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为国际航空认证委员会
教育会员、国际民航组织升级版航空培训计划
正式会员、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主席单位、CDIO
工程教育联盟成员单位，具有推荐优秀应届本
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高校。

学校现隶属于中国民用航空局，也是中国
民用航空局、天津市人民政府、教育部共建高
校。学校以服务航空运输业、航空制造业，特
别是“两业融合”为特色，致力于培养高素质、
国际化、复合型的高级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
是一所具有工学、管理学、理学、经济学、文
学、法学和艺术学等学科门类的多科性大学，
是天津市“双一流”建设高校和高水平特色大
学建设高校。

学校设有15个学院，1个一级学科博士授权
点（安全科学与工程），11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
点，7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38个本科专业。
“顶尖安全、一流交通、知名航宇、精品信息、交
叉理学、特色文管”的学科生态体系正在逐步形
成。安全科学与工程入选天津市一流学科和
天津市高校顶尖学科培育计划，航空宇航和交
通运输学科群入选天津市特色学科（群）建设名
单。工程学进入ESI全球前1%。

现有全日制在校生2.8万余人，其中各类在
校研究生近3000人，留学生近200人。学校现
有教职工2100余人。其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人，国家“万
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等国家级人才5人，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9人，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1人，民航科技创新人才推进计划12
人，民航特聘专家3人，天津市教学名师9人，
天津市有突出贡献专家1人，天津市创新人才推
进计划2人，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等
省部级人才共 150 人，省部级教学团队 11个
（2010年以来）。

历经70多年开拓进取，学校已成为中国民
航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最高学府、
主基地和主力军，致力于成为民航领域的高等
教育引领者、科技创新示范区、政策咨询智力
库、国际交流排头兵，并最终建设成为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民航大学。

大学特色

1.立足民航，严实向上

学校以服务航空运输业、航空制造业，特别
是“两业融合”为特色，致力于培养高素质、国际
化、复合型的高级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是一所
具有工学、管理学、理学、经济学、文学、法学和
艺术学等学科门类的多科性大学。自建校以
来，学校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教育之本，立足民
航、服务社会、面向世界，秉承“建民航、兴民航、
强民航”之初心，“忠诚、爱国、奋斗”之家国情
怀，“明德至善、弘毅兴邦”之校训精神，“严实向
上”之校风、“崇德崇严、立学立人”之教风、“笃
学、精博、严谨、创新”之学风，为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在朝着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民航大学的目标不懈奋斗。

2.校园文化丰富

学校在注重培养学生具有民航人应有的科
学严谨作风的同时，同样注重开展丰富多彩的
校园文化活动，提升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创新
实践能力和文化艺术涵养，全面提升学生综合
素养。我校各式各样的学生社团百花齐放，包
括有服务实践类、思想政治类、体育竞技类、兴
趣爱好类和艺术传媒类社团，学校图书馆现有
大量馆藏纸质图书、电子图书和数据库，中国民
航大学航模队强调航空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
有机融合，在全校范国内吸引学生加入，推进跨
院系、跨专业的学科交叉综合能力培养，参加多
项大赛，为在校大学生搭建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和实践平台。由学生自主管理的大学生创新创

业实践中心，通过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系列活动，
学校形成了学生广泛参与、教师积极指导、成果
丰富的创新创业氛围，校园文化丰富多彩。

3.就业前景广阔

中国民航大学 2021 届毕业生共 7304 人，
其中硕士研究生 717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9.81%；本科毕业生 4903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67.13%；专科毕业生1684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23.06，截至2021年12月6日，学校2021届7304
名毕业生中，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为89.83%。其
中硕士研究生去向落实率为96.65%，本科毕业
生去向落实率为87.80%，专科毕业生去向落实
率为92.81%。8月30日，我校2021届毕业生的
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为79.81%，硕士研究生为
89.54%，本科毕业生为79.36%，专科毕业生为
76.78%。2021届毕业生主要的毕业去向分为签
协议/合同就业、境内升学、出国出境、应征入
伍、基层项目、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等形式，具
体数据如表所示。其中，2021届本科生中考研

升学667人，占比本科生（不含飞行委培学生）
的16.82%。

4.开展国际化交流

学校现为国内第一所成为国际航空认证委
员会(AABI)正式会员井通过专业认证的高校，同
时是国际民航组织升级版航空培训计划
(ICAO TRAINAIR PLUS Programme)会员。
学校与法国航空航天大学校集团(GEA)共同创
办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系统引进法国工程师
教育模式，已连续两次获得法国工程师学衔委
员会CTI最长期限(6年)的认证，一直担任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主席单位之一，并于2016年6月
被中法两国政府评为“中法大学合作优秀项
目”。学校与美国安博瑞德航空航天大学、英
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法国阿尔比矿业大学等
院校联合开展学分互认和双学位项目。学校
不断适应民航强国“转段进阶”发展特征，深化
国际化战略，通过合作办学等多种方式引进优
质境外资源，不断提高国际化办学能力和水平。

广阔前景

中国民航大学是中国民航局直属的唯一学
科门类齐全的中央部属重点高校，建校70多年
来秉承“建民航、兴民航、强民航”之初心，始终
伴随新中国成长壮大，是中国民航专业技术人
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最高学府，毫不夸张地说
就是中国民航的“黄埔军校”。

建校70年来，先后为行业培养输送了10余
万名高级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特别是在2021
年，国家领导人在我校70周年校庆致辞中充分
肯定了中国民航大学“为中国民航事业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

以新冠疫情对民航业严重影响的2021年为
例，我校本科及硕士毕业生仍保持了较高就业
率，特别是就业单位中国有及事业单位占比高
达75%以上，由于民航业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
度相关，毕业生就业地域以北上广等一二线及
省会城市为主，所以高质量就业保障是我校的
另一独特优势。

2021届全体毕业生中从事民航及相关单位
就业占比仍高达83%以上，每年都有各大航企单
位来学校进行专场招聘。

学 费

2022年入学费用如下：本科专业一学年学
费为5200元或5800元（包括飞机技术）；空中乘
务和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一学年10000元；航空服
务艺术与管理一学年15000元。

住宿费：四人间，一年1200元。
奖学金：2020年，我校由国家、学校、社会各

界出资设立的各类奖助学金共计30余项，奖助
金额达5600余万元。其中奖励类奖学金21项，
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优秀学生；资助类奖助学
金9项，用于奖励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020
年度各项奖助学金可覆盖全校约50%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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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普通类各批次志愿设置

1.提前本科批次的志愿设置

提前本科批次分为 A、B两个阶
段。提前本科批次A阶段中，招收飞行
员院校专业组志愿单独设置，仅限军队
招飞定选合格和民航招飞体检合格的
考生填报；其他院校设置1个院校专业
组志愿。提前本科批次B阶段（地方农
村专项计划）实行平行志愿，设置5个
平行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
组志愿栏中设置3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
从调剂专业志愿。B阶段（地方农村专
项计划）仅限具有宁河区、武清区、静海
区、宝坻区和蓟州区高中三年学籍和我
市户籍制度改革前的农村户籍，并且在
宁河区、武清区、静海区、宝坻区和蓟州
区报名参加2022年我市普通高考的考
生填报。

提前本科批次中的军队院校专业
组，在特殊类型资格考生最低录取控制
参考线以上录取新生，招生专业分为非
指挥类和指挥类，非指挥类专业和指挥
类专业在体检标准、分数要求等方面有
所不同，考生报考时须注意区别。

提前高职（专科）批次中的公安类
院校，因需要提前进行体检、政治考察，
须与提前本科批次志愿同时填报，设置
1个院校志愿，院校志愿栏中设置3个
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专业志愿。

填报军队、公安、消防类院校专业
组（高职（专科）批次为院校）的学生，须
参加相应院校组织的面试、体测、政治
考察和体检，时间、地点及面试分数范
围另行通知。

2.高校高水平艺术团和高水平运

动队的志愿设置

普通本科批次A阶段志愿前，单
独设置“特殊类型考生志愿”，由已参
加本科批次A阶段高校高水平艺术
团、高水平运动队考核并合格、经公示
无异议的考生填报。该院校专业组志
愿栏中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
调剂专业志愿。

3.普通本科批次的志愿设置

普通本科批次分为 A、B两个阶
段。普通本科批次A阶段实行平行志
愿，设置50个平行院校专业组志愿，每
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栏中设置6个专业
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专业志愿。

普通本科批次A阶段平行院校专
业组志愿录取结束后，仍有招生院校专

业组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市高招办将在
规定时间、面向社会公布尚有招生计划
的院校专业组和专业，由高考成绩（含
政策加分）达到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
线且未被录取的考生自主填报征询志
愿。普通本科批次A阶段征询志愿实
行平行志愿投档方式，设置25个平行
院校专业组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院校
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栏中
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专业
志愿。

普通本科批次B阶段实行平行志
愿投档方式，设置25个平行院校专业
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栏中设
置6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专业
志愿。

普通本科批次B阶段平行院校专
业组志愿录取结束后，仍有招生院校专
业组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市高招办将在
规定时间、面向社会公布尚有招生计划
的院校专业组和专业，由尚未被录取的
考生自主填报征询志愿，市高招办原则
上按照余缺招生计划数的100%划定本
科批次B阶段征询志愿录取控制分数
线。普通本科批次B阶段征询志愿实
行平行志愿投档方式，设置25个平行
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
栏中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
专业志愿。

4.提前高职（专科）批次的志愿设置

提前高职（专科）批次设置1个院
校志愿，院校志愿中设置3个专业志愿
和1个服从调剂专业志愿。

5.普通高职（专科）批次的志愿设置

高职（专科）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
档方式，设置20个平行院校志愿，每个
院校志愿栏中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1个
服从调剂专业志愿。

五、艺术类、体育类各批次志愿设置

1.艺术类各批次的志愿设置

艺术类专业招生分为本科批次与
高职（专科）批次。
（1）艺术类本科批次分为校考和统

考两个阶段。艺术类本科校考阶段设
置2个单独志愿，1个为自划线院校专
业组志愿，1个为非自划线院校专业组
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设置2个专业志
愿和1个服从调剂专业志愿。

艺术类本科统考阶段细分为美术
与设计学类、戏剧与影视学类、舞蹈学
类(非体育舞蹈专业)、舞蹈学类（体育
舞蹈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音

乐类（声乐）、音乐类（器乐）等类别，考
生只能选择其中一类进行填报，每个
专业类别均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方式，
分别设置10个平行院校专业组志愿，
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栏中设置2个专
业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专业志愿。
（2）艺术类高职（专科）批次分为校

考和统考两个阶段。艺术类高职（专
科）校考阶段设置1个院校志愿，每个
院校志愿栏中设置2个专业志愿和1个
服从调剂专业志愿。

艺术类高职（专科）统考阶段细分
为美术与设计学类、戏剧与影视学类、
舞蹈学类(非体育舞蹈专业)、舞蹈学类
（体育舞蹈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专
业、音乐类（声乐）、音乐类（器乐）等类
别，考生只能选择其中一类进行填报，
每个专业类别均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方
式，分别设置10个平行院校志愿，每个
院校志愿栏中设置2个专业志愿和1个
服从调剂专业志愿。

2.体育类各批次的志愿设置

体育类专业招生分为本科批次与
高职（专科）批次。
（1）体育类本科批次实行平行志愿

投档方式，设置10个平行院校专业组
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栏中设置2
个专业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专业志愿。
（2）体育类高职（专科）批次实行平

行志愿投档方式，设置3个平行院校志
愿，每个院校志愿栏中设置2个专业志
愿和1个服从调剂专业志愿。

3.艺术类、体育类的录取安排

艺术类本科专业、体育类本科专业
录取工作，安排在普通高校本科批次A
阶段录取前进行；艺术类高职（专科）、
体育类高职（专科）录取工作，安排在普
通高校本科批次B阶段录取结束后、普
通高职（专科）批次录取前进行。

艺术类及体育类本科批次录取结
束后，仍有招生院校专业组未完成招生
计划的，市高招办将在规定时间、面向
社会公布尚有招生计划的院校专业组
和专业，由符合分数范围且未被录取的
考生自主填报征询志愿。艺术类本科
统考阶段征询志愿实行平行志愿投档
方式，设置10个平行院校专业组志愿，
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栏中设置2个专
业志愿和1个服从调剂专业志愿。体
育类本科批次征询志愿实行平行志愿，
设置3个平行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
校专业组志愿栏中设置2个专业志愿
和1个服从调剂专业志愿。

填报艺术类及体育类本科志愿的
考生，可以兼报除提前本科批次外的其
他普通类院校专业组志愿；填报艺术类
及体育类高职（专科）志愿的考生，可以
填报除提前高职（专科）批次外的其他
普通类高职院校志愿。填报办法均与
普通类考生相同。

六、录取程序规定

1.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按如下
顺序依次进行：艺术类、体育类本科批
次和提前本科批次（三个批次同步录
取，不得兼报），普通本科批次A阶段，
艺术类、体育类本科批次征询和普通本
科批次A阶段征询，普通本科批次B阶
段，普通本科批次B阶段征询，艺术类、
体育类高职（专科）批次及提前高职（专
科）批次（三个批次同步录取，不得兼
报），普通高职（专科）批次。

2.艺术类本科批次录取时，先进
行校考阶段的录取，再进行统考阶段
的录取，最后进行征询志愿的录取。
校考阶段录取时，先进行自划线院校
专业组的录取，再进行非自划线院校
专业组的录取。

体育类本科批次的录取工作与艺
术类本科批次的录取工作同时进行。
录取时，先进行体育类本科批次平行志
愿的录取，再进行征询志愿的录取。

3.提前本科批次录取工作，与艺术
类及体育类本科批次录取工作同时进
行。录取时，先进行飞行员招生院校专
业组的录取，再进行A阶段招生院校专
业组的录取，然后再进行B阶段招生院
校专业组的录取。

4.普通本科批次录取时，先进行
“高水平艺术团及高水平运动队”志愿
的录取，再进行本科批次A阶段平行志
愿的录取，然后进行A阶段征询志愿的
录取。A阶段录取结束后，再进行B阶
段的录取。

普通本科批次B阶段录取时，先进
行平行志愿的录取，再进行征询志愿的
录取。如招生院校专业组在征询志愿
录取控制分数线上仍未完成招生计划，
经招生高校同意，可适当降低分数提供
征询志愿考生电子档案，由高校审查决
定是否录取。

5.艺术类及体育类高职(专科)批次
录取时，艺术类高职（专科）批次，先进
行校考阶段的录取，再进行统考阶段的
录取；体育类高职（专科）批次与艺术类
高职（专科）批次的录取工作同时进行，

依次实施平行志愿院校的录取。
6.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录取时，先

进行提前高职（专科）批次的录取，再进
行高职（专科）批次平行志愿的录取。
如招生高校在高职（专科）批次录取控
制分数线上未完成招生计划，经招生高
校同意，可适当降低分数提供考生电子
档案，由高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

符合分数范围的考生如被上一批
次(阶段)院校或院校专业组录取，不能
再参加下一批次（阶段)院校或院校专
业组的录取；如未被上一批次（阶段）院
校或院校专业组录取，可以继续参加下
一批次（阶段）院校或院校专业组的录
取（不得兼报的除外）。

七、平行志愿投档方式

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
档、不再补档”的规则进行，即计算机投
档系统先对相应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上符合条件的考生，依高考录取总成绩
(普通高职（专科）批次，以语文、数学、
外语三门的高考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进行排序，依次检索每位考生填报的院
校专业组志愿；若考生符合其中一所以
上院校专业组的投档条件时，则投档到
序号在前的院校专业组；若考生只符合
其中一所院校专业组的投档条件，则直
接投档到该院校专业组。

当若干名考生高考录取总成绩（含
政策加分）相同时，普通本科批次，将依
次按照语文、数学、外语单科成绩，等级
性考试3门科目中最高成绩、次高成
绩，由高到低排序；普通高职（专科）批
次，将依次按照语文、数学单科成绩，由
高到低排序。然后按照同分考生排序
从先到后的顺序，依次检索考生志愿，
并按平行志愿投档规则进行投档。即
若干名同分考生中，语文成绩较高的考
生排序在前，计算机投档系统先检索其
志愿并按平行志愿投档规则进行投档；
如语文成绩也相同，则按数学成绩排
序，以此类推。

艺术类本科批次统考阶段和体育
类本科批次投档时，若考生综合分（含
政策加分）相同时，先比较专业市级统
考成绩，再依次按照语文、数学、外语单
科成绩，等级性考试3门科目中最高成
绩、次高成绩，由高到低排序。

艺术类高职（专科）批次统考阶段
和体育类高职（专科）批次投档时，若考
生综合分（含政策加分）相同时，先比较
专业市级统考成绩，再依次按照语文、

数学单科成绩，由高到低排序。
平行志愿均实行一次投档，如考生

因身体条件、所报专业等不符合院校专
业组录取要求而被退档时，该考生电子
档案将不再投向其他平行志愿院校专
业组，只能参加后续院校专业组志愿的
录取；如院校专业组因将不符合录取条
件的考生退档后，尚有余缺计划的，也
不再接收同一志愿其他考生的第二次
补充投档。如考生因平行院校专业组
志愿均未满足条件而未被投档，只能参
加后续院校专业组志愿的录取。

八、填报志愿的要求

1.关于征询志愿

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普通本科
批次（含A阶段、B阶段）院校专业组
志愿录取结束后，尚有未完成招生计
划的院校专业组须参加天津市征询志
愿的录取。符合条件的考生，需按照
市高招办公布的征询志愿填报安排，
填报征询志愿。

普通本科批A阶段的院校专业组在
平行志愿投档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市
高招办将面向社会公布尚有招生计划的
院校专业组和专业，由高考成绩（含政策
加分）达到本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且
未被录取的考生自主选择填报。市高招
办将向相关高校提供征询志愿考生电子
档案，由高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

普通本科批B阶段的院校专业组
在平行志愿投档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
市高招办将面向社会公布尚有招生计
划的院校专业组和专业，由尚未被录取
的考生先自主填报征询志愿，市高招办
根据志愿填报情况，再划定B阶段征询
志愿录取控制分数线。录取时，如招生
院校专业组在征询志愿录取控制分数
线上仍未完成招生计划，经高校同意，
可适当降低分数提供考生电子档案，由
高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

2.放弃志愿的规定

考生在填报志愿后但尚未被录取
前，如申请放弃提前本科院校专业组志
愿（含A、B阶段），只能参加本科批次B
阶段及以下批次的录取；如申请放弃本
科批次院校专业组志愿，只能参加高职
（专科）批次院校的录取。拟放弃某批次
志愿的考生，须在报考院校专业组录取
结束前到报名所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
经区招办同意后报市高招办；若该院校
专业组录取已经结束，则不得放弃。

（未完，下转第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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