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交通大学学校概况

北京交通大学（简称北京交大；英文名称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英文缩写 BJTU）
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共建

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双一流”建设高校。

作为交通大学的三个源头之一，北京交通大学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 1896年，前身是清

政府创办的铁路管理传习所，是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管理人才的高等学校，是中国近代铁

路管理、电信教育的发祥地。历经双甲子发展，学校形成了以信息、管理等学科为优势，

以交通科学与技术为特色，工、管、经、理、文、法、哲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完备的学科

培养体系。

学校始终瞄准科技发展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全面参与了铁路大提速、青藏铁路

建设、大秦铁路重载运输、磁悬浮列车、高速铁路建设和城市轨道交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

等中国轨道交通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处于国际先

进水平的原创性重大成果，为服务交通、物流、信息、新能源等行业以及北京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支撑和引领国家、行业和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学校在国内外知名的大学、学科排行榜中稳步提升，持续保持软科世界大学排名 500
强。15个学科入围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14个学科入围 U.S.New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9
个学科进入 QS世界顶尖学科排名，5个学科入围 THE世界大学学科排名，26个学科入围

2021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交通运输工程学科四次排名世界第一。工程学保持 ESI前 1‰，

6个学科进入 ESI前 1%。系统科学学科在全国学科评估中连续四次蝉联全国第一；5个学

科进入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前 10%（A类）；7个学科进入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前 20%（B+
类）。学校建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7个，工作站 1个；有一级学科博士点 21个，博士专

业学位授权类别 3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32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

别 19个。

学校合作交流覆盖面广，学生活动丰富多彩。与美、英、德、法等 51个国家的 242所
大学及著名跨国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与港澳台地区二十余所高校和企业开展学生交换、

短期培训和夏令营活动等，连续多年举办品牌活动“京港大学生普通话研习营”“两岸大

学生研习营暨青年领袖论坛”。学生艺术团排演的《长征组歌》和原创话剧《茅以升》获

得热烈反响。高水平体育运动队和普通学生代表队 2021年获全国冠军 2项、亚军 1项、季

军 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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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 2023 年拟招生专业

招生专业 学费

理工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民币 5500 元/年

理工类：交通运输（铁道运输） 人民币 5500 元/年

理工类：软件工程
一、二年级 5500 元人民币/学年，

三、四年级 16000 元人民币/学年

文理兼收类：网络与新媒体 人民币 5500 元/年

注：①招生专业若有调整，以 2023年 6 月公布的为准。

②如国家调整 2023 年度本科生收费标准，学校将按照调整后的收费标准收取。



北京交通大学招生专业及所属学院介绍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招生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院网址：http://scit.bjtu.edu.cn/

学院介绍

北京交通大学是教育部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高校，是全国具有

研究生院的 56所高校之一，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为北京交通大学下属二级学

院，学院成立于 2000年 3 月，其前身是成立于 1977 年的电子工程系（后更名为

计算机系）和创立于 1978年的学校信息科学研究所等单位，是计算机与信息科

学领域培养高端人才的摇篮和科研基地。

学院下设有计算机科学系、计算机工程系、信息安全系、信息科学研究所、

网络管理研究中心、医学智能研究所、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智能信息技术教育

中心 8个业务单位。拥有现代信息科学与网络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交通数据

分析与挖掘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智能交通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技术北京市重点实

验室、高速铁路网络管理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高速铁路宽带移动通信北京市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综合交通大数据应用技术交通运输行业重点实验室、民航旅客

服务智能化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国家经济安全预警工程北京实验室、文化部数

字文化研究基地等 9个省部级科研平台。拥有教育部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2 个（铁

路信息技术工程实践教育中心、轨道交通信息技术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国家级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2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电子信息与计算机实验

教学中心），北京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计算机实验中心）。设有北京交通

大学大数据研究院与北京交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学院目前有教职员工 200余人，其中，院士 3人（兼职），教授 42 人，研

究员 3人，副教授 70 人，副研究员 2人，高级工程师 9 人。教师队伍中有国家

级教学名师 2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1 人、各类国家特殊人才 4
人、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 2 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 人、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 5人、2013-2017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4人；有教

育部创新团队 1个、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1 个、国家级教学团队 1 个。

学院围绕学校智慧交通学科领域一流学科建设布局，重点建设学院负责牵头

建设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和信息与通信工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下设的

信号与信息处理国家二级重点学科，牵头建设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参与控制科学

与工程一级学科建设并负责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二级学科建设，以学院信息安全

系为主支撑国家保密学院牵头建设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拥有计算机应用技术

北京市重点学科和信息安全北京市重点交叉学科。

http://scit.bjtu.edu.cn/


计算机科学学科连续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在第四轮教育部学科排名中，

学院参与建设的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全国排名并列第 7名，被归为 A-类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排名并列第 12名，被归为 A-类学科，软件工程并列第 17
名，为 B+类学科。在世界学科排名方面，学校计算机科学学科 2017年 USNews
排名进入世界第 78名，国内排名 14 名。学校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学科连续多

年进入 QS 世界学科排名前 400名，目前排名前 301名。

学院每年招收 300多名本科生和 500多名研究生，现有在校本科生 1400 余

名，研究生 1500余名，其中博士生 200 余名。有 6个本科专业，包括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铁路信息技术）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医

学信息技术）专业、信息安全专业、信息安全（保密技术）专业、物联网工程专

业。其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是国家特色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铁路信息

技术）为教育部卓越工程师计划专业和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学院主持

获得国家级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2项，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4 项。学院拥

有国家级教学名师 2名，国家级教学团队 1 个，国家级精品课程 5 门（本科 2
门，远程 3门），建设国家资源共享课 3 门（本科 2 门、远程 1门）。

在研究生专业方面，学院拥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空间安全

和控制科学与工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4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拥有信

号与信息处理二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拥有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和电子与通

信工程 3个专业学位硕士点；拥有信号与信息处理博士后流动站、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博士后流动站。面向未入学研究生建成入学前培训系统并投入常规使用。在

研究生培养方面，学院对接新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

网等领域的高端人才需求，完成计算机大类、信号与信息处理大类研究生课程体

系和培养体系重建，按世界一流标准建设多头开设的机器学习、算法设计与分析、

数据仓库与大数据工程、并行与分布式计算等骨干特色课程深受学生欢迎。研究

生培养质量高，深受市场欢迎，就业面广，就业层次高。

学院科研实力雄厚，十三五期间，学院承担科研项目 1000余项，合同金额

3.97亿元，其中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等国家级

项目 100多项，2016 年学院教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批复率达 49%。学

院各科研团队主要面向轨道交通、民航、公路、IT、国防、金融业、医疗卫生、

教育、政府等众多行业与企事业单位，与众多大型企业建立了长期紧密的合作关

系，在行业大数据应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网络通信、多媒体处理、信息安

全、国防信息技术、医学信息技术等方向有许多研发成果得到现场应用，每年行

业应用项目约 3千万元。同期，学院师生在国内外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高水平论

文 600余篇，ESI 高被引论文 25 篇。学院主持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等省

部级奖项 5项，参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

在国际交流方面，学院把加强合作交流作为提高办学水平的重要途径，国内

外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学术声誉和学科排名不断提升。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

比亚分校、美国德州大学休斯敦卫生医疗中心、英国约克大学、杜伦大学、伦敦

玛丽女王大学、法国国立应用科学院、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建立

了合作关系，在人才培养方面实现了“本、硕、博”联合培养项目全覆盖。与英

国兰卡斯特大学共建全英文授课专业 1个。共建教育部、外专局高等学校学科创



新引智基地（“111”计划）1个，包括高端外国专家项目等在内的各类引智项

目近百项。多次承办 IET 国际无线、移动和多媒体网络会议、国际信号处理会议

和亚洲机器学习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累计派出教师近五百人次，派出学生近三

百人次，招收留学生近百人，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提升学院国际化水平。每年来

访外国专家近百人次，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等领域开展长期、广泛的合作，提

升国际化办学水平。

欢迎各界朋友来学校访问、交流和合作，衷心欢迎广大考生报名学院就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专业于 1977年开始招收本科生，专业建设基础雄厚。2020年首批入选国

家一流专业建设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在第四次学科评估中，评为 A-
等级，国内并列第 12名。2021年成功入选计算机科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成为

35所入选高校之一。2022年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

学科在中国内地高校位列 15-17位。本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宽

口径专业，依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优势，在专业培养方面突出计算机科

学与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的交叉与融合。

本专业面向信息技术行业以及相关领域的发展和需求，培养系统掌握计算机

系统研究的基础理论、计算机应用研发的现代技术，具有创新意识、实践能力、

团队协作精神和一定国际视野的工程技术人才。

本专业系统地学习离散数学、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数字系统基础、

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原理、汇编与接口技术、数据库系统原理、计算机体系结

构、编译原理等课程。

毕业生可从事算法设计、软件开发、数据分析等方面的工作。就职单位包括：

互联网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银行、铁路、国家机关等单位。

交通运输学院

招生专业：交通运输（铁道运输）

学院网址：http://trans.bjtu.edu.cn/cms/

学院介绍

北京交通大学作为交通大学的三个源头之一，历史渊源追溯到 1896年，前

身是清政府创办的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是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管理人才的高等

学校。“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创办的铁路管理班为交通运输学院创建之始。交

http://trans.bjtu.edu.cn/cms/


通运输学院与母校同庚，是我国近代铁路管理教育的发祥地，经过百余年的积淀，

形成了以铁路为优势和特色，涵盖公路、城轨、民航等多种交通方式的高水平教

学和研究团队；建立了以交通运输领域为主，向物流、电子商务、安全科学与工

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等领域拓展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本科生培养方面，学院现有交通运输（含铁道运输、城市轨道交通、智能运

输工程、高速铁路客运组织与服务、民航运输五个方向）、交通工程、物流工程、

电子商务四个本科专业，其中交通运输、交通工程和电子商务为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学院本科生源质量优异，各省高考前 5%学生约占 90%，同时深造率、保

研率、出国深造率分别达到 50%、20%、10%，就业率约为 98%。

研究生培养方面，学院拥有 3个博士后流动站，4个一级学科博士点、3个
一级学科和 2个二级学科硕士点（系统科学，博/硕；控制科学与工程，博/硕；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博/硕；安全科学与工程，博/硕；电子商务，硕），2个
专业硕士点（交通运输；物流工程与管理）。在 2016年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

系统科学学科排名第一（位列 A+档），交通运输工程学科排名并列第三（位列

A-档），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位列 B-档。学院研究生招生规模及生源质量近年

来稳步提升，年招生总数已超过 500人，双一流高校生源比例超过 60%。毕业生

就业率近三年保持在 98%以上，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认可。

学院长期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科研理念，在交通运输工程、系统科

学等学科领域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主持 100余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

“973”、“863”、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级科研项目；

作为主办单位，创办了《JournalofTransportationSafety&Security》《交通运输系

统工程与信息》《都市快轨交通》等交通领域知名学术期刊；主办、承办 ICTTS、
ICRE、ICIRT、COTA等国际学术会议，显著提高了国际影响力。

学院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过程中，构建起具有学院特色的文化品牌，

建立了本科生德育及全面成长培养体系、本研培养一体化建设体系，取得了丰硕

成果：获评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1次、北京市十佳示范班集体 3次（自 2010年
开始评选）、全国铁路五四红旗团支部 1次；组织学生参与北京残奥运会、国庆

群众游行、世博会、APEC会议等大型活动与赛事；在校内“一二九”文艺汇演、

运动会等文体活动中多次夺冠。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 208人，其中教授 55人，副高职称教职工 84人。“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人，“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1人，“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 1人，“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人。百十年来，交通运输学院

共培养了约 18000余名本研毕业生。现有在校学生 2942名，其中本科生 1477
名，研究生 1448名（含 401名博士）。

“交融世界、通达古今”，学院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培养交通运输拔尖

创新人才、塑造行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源头，始终坚持以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传承中华民族和谐文化为己任，致力建成世界一流、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学

院。



交通运输（铁道运输）

铁道运输与北京交通大学同庚，历经百年发展，师资力量、办学条件等软硬

件实力位居全国同类专业方向前列。从 1909 年开始招生，培养出一大批铁路运

输管理专家、学者和铁路行业高层管理者，在国内外、铁路行业内外具有很高的

影响力和声誉。该专业被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示范点，列

入卓越工程师计划，通过历次专业认证，2019 年入选国家一流专业、北京高校

“重点建设一流专业”。专业坚持“宽口径、厚基础、有特色、重个性、强能力、

求创新”人次培养模式培养轨道交通一流创新人才。

本专业旨在满足我国铁路规划、建设与运营管理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巨

大需求，培养具有扎实的数学和自然科学基础，具有工程实践能力、专业表达能

力，能够从事轨道交通路网规划设计、运力资源配置、产品设计及运输组织等的

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和复合型管理人才。

本专业的核心课程：铁路行车组织、铁路站场与枢纽、铁路货物运输、铁路

旅客运输、管理运筹学、交通运输设备、运输组织学、综合交通规划与设计、交

通运输经济学、铁路方向认知实习、铁路运输生产实习、铁路运输综合实验等。

学生毕业后可在各级政府运输管理部门、规划设计院、科研院所、轨道交通

运营公司、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型物流及厂矿企业的运输部门、国际交通咨询公

司、交通运输金融投资与管理机构如银行、证券公司等就业。

软件学院

招生专业：软件工程

学院网址：http://rjxy.bjtu.edu.cn/cms/

学院介绍

北京交通大学软件学院成立于 2003年 3月，是经教育部、国家计委批准成

立的 37所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之一，全国首批 33所国家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

之一。学院为示范性软件学院联盟理事长与秘书处单位。

学院坚持基于“立德树人、面向产业需求、突出能力与素质培养、强化实训

实习环节、在工程实践与国际化教学环境中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国际化软

件人才”的办学理念，采用开放式、国际化的办学模式，构建面向产业、面向世

http://rjxy.bjtu.edu.cn/cms/


界、面向未来，实施产教融合、中外融合、科教融合、跨界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国际化软件人才。

学院拥有国家级工程实践教学中心和北京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曾荣获国家

级教学团队、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建设有

2门国家级精品课程，1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1门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1
门国家级线下一流课程。

学院设有软件工程本科专业、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硕士学位

授权点以及软件工程博士后流动站。软件工程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首批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已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学院下设软件工程研究中心、智慧交通软件与安全研究中心、软件工程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拥有专职教师、企业兼职教师和外籍教师组成的高水平、国际化、

多元化师资队伍。其中，校内专职教师 33人、企业兼职教师 37人、国外兼职教

师 23人。专职教师超过 90%具有海外留学、进修或访问经历，87.5%具有博士

学位，90%以上具有工程实践背景，企业专家均为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技术总

监、项目经理和一线的技术开发工程师。

学院积极推进与国外高校的交流与合作，已与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西班牙等多所国外知名高校建立了不同层次、多种类型的合作项目，包

括本科 2+2双学位、3+2本硕连读、1+1硕士双学位、短期学生交换等项目。学

院学生每年赴国外高校学习交流和深造的比例达到 15%，近五年来招收了来自法

国、美国、西班牙、丹麦、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等 39个国家的 600多名留

学生，并授予学士学位或硕士学位近百人。

学院发展之路将是深化改革和追求卓越之路，将继续坚持开拓创新、改革示

范，育人为本、能力为重，面向产业、走向世界的软件学院精神，抓住机遇，锐

意进取，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为建设高水平一流国际化软件学院而努

力奋斗。

软件工程

软件学院是教育部 37 所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之一，全国首批 33 所国家特色

化示范性软件学院之一。2019 年 12 月，“软件工程”专业荣获首批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2018 年，“软件工程”专业通过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在

全国第四轮软件评估中，北京交通大学软件学院“软件工程”专业学科评估成绩

为 B+(学科整体水平得分前 20%）。本专业具有一支由专职教师、企业兼职教师

和外籍教师组成的高水平、国际化、多元化师资队伍。专业基于产业需求、突出

能力与素质培养、强化实训实习环节、在国际化环境中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精英

型软件工程师，注重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为社会培养软件工程人才。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掌握深厚的数学与自然科学基

础知识、扎实的软件工程专业知识以及与交通行业交叉领域的专门知识，具备较



强的软件设计开发能力、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具有社会责任感，能够在企业、

科研院所、政府和事业单位，尤其是在交通行业交叉领域胜任软件开发与管理、

软件工程服务与技术研究等工作的高端软件人才。

本专业的核心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

数据库系统、机器学习、软件质量保证与测试、软件项目管理与产品运维。

毕业生可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政府、

国有企事业单位等相关领域从事软件开发和项目管理工作，主要分布在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杭州、西安、大连、天津等城市。

语言与传播学院

招生专业：网络与新媒体

学院网址：https://yyxy.bjtu.edu.cn/cms/

学院介绍

语言与传播学院成立于 2009 年，是北京交通大学直属二级学院。学院汇聚

语言与传播两个学科，特色鲜明。设有英语语言文学系、传播学系、欧亚语言文

学系、大学英语教学部、研究生英语教学部、翻译硕士（MTI）教育中心、语言

实验教学中心等教学（教辅）机构，建有中国文化产业研究院、话语与跨文化传

播研究中心、旅游文化创新与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语言研究中心、外国文学研究

中心、翻译研究中心、传播学研究中心和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

学院现有教职工 150 余人，拥有北京市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团队、北京市

教学团队等组成的高水平教学团队，现有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１人、百人

计划人才 3人、北京市教学名师 2人、宝钢奖优秀教师２人。

学院拥有外国语言文学和新闻传播学２个一级学科硕士点（学术型）、翻译

硕士（MTI）和传播学硕士（MJC）２个专业学位点；开设英语、西班牙语、葡萄

牙语、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５个本科专业；在校学生 700 余人。学院本科生就

业率多年在 98%以上，国内外深造率 60%以上，研究生就业率连年 100%，主要就

业去向包括国家机关、大型国企、事业单位等。

学院同时承担全校万余名学生的公共外语教学任务，其中，大学英语教学与

改革近年取得不菲成绩，被教育部列为第一批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项目学

校，大学英语课程曾获评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和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

市精品课和国家级精品课、2016 年入选首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大学英语

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https://yyxy.bjtu.edu.cn/cms/


学院以人才培养为立院之本，以科学研究为强院之路。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

估中，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在硕士一级学科中名列前茅。学院目前拥有北京市语言

实验教学中心等教学平台、乌拉圭研究中心、中国文化产业研究院等校级研究平

台。近年来，学院教师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等高水平项目，在 SSCI， A&HCI，

CSSCI 等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和规

划教材，在我国外语和传播学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学院传播学科中的文化产业

研究走在全国前列，主持研究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等多项课题。

学院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与美国桥水州立大学、英国兰卡斯特大

学、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西班牙康普顿斯大学、葡萄

牙米尼奥大学、巴西坎培纳斯州立大学等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

网络与新媒体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设立于 2018 年，是全媒体环境下跨学科开办的新型特色

专业。该专业以国家新文科建设为导向，注重与计算机、人工智能、艺术设计等

交大优势学科的交叉融合，以“计算传播”和“数字新媒体”为重点方向，为当

前新媒体行业培养亟需的专业人才。随着互联网产业迅速发展和数字媒体技术的

迭代变革，该专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2021 年该专业被推荐申报北京市和国

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评审结果将于近期公布。

本专业基于产出导向（OBE）的教育理念，从国家和社会需求出发细化人才

培养目标，以毕业生动态追踪反馈为参考，以文理工交叉、精细化培养为特色，

着力培养学生在网络与新媒体方面的内容生产、产品设计运营、数据分析应用和

新媒体营销传播等综合能力，形成了宽口径、厚基础、重交叉、梯度差异、本研

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充分适应未来媒体和智能传播的时代需要。

本专业的核心课程：主要包括新闻传播理论、新媒体概论、编程语言基础、

新媒体产品设计及运营、数据可视化与数据新闻、融媒体理论与实务、新媒体数

据挖掘及应用、数字传播技术与应用、计算传播综合实践、舆情分析与应用等。

本专业毕业生可读研出国深造，也可进入新闻传播、数字媒体行业和互联网

公司等企事业单位，从事以数字化新闻生产、互联网产品经理、大数据分析研究

等与计算机、媒体、网络、艺术交叉领域的相关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

下，互联网行业反而逆势增长，该专业受到冲击相对较小，行业需求大，就业面

广。本专业于 2018 年开始招生，在 2022 年迎来首届毕业生，目前尚未有完整的

就业数据。34 名应届毕业生中，已有 10 人上研，上研院校包括中国人民大学、

中山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四川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知名院校；已有 3人拿到

出国留学 offer，包括伦敦大学学院 UCL、阿姆斯特丹大学等全球著名大学；同

时部分学生已经被字节跳动、网易等互联网头部企业接收，充分表明本专业拥有

良好的就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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