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部分大专/本科生无损检测相关专业2020年信息统计表（2020年3月31日）

序号 省份 学 校 名 称 地址 学校性质 专业名称 学 制
毕业生
数量

生源地 联系人 座机 邮箱 毕业生就业信息网址

1 河北省 河北大学 河北省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本科（一本) 安全工程 四年 64 河北省 团委办公室0312-5092871 38945968@qq.com
http://www.hbu.edu.cn/zsxx/index.jht
ml

2 辽宁省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抚顺市望花区丹东路一号 本科（二本） 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 四年 60 全国 曹老师 024-56865043 1968450681@qq.com http://zsjy.lnpu.edu.cn

本科（一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四年 240 全国

本科（一本）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四年 120 全国

本科（一本） 测控技术与仪器 四年 60 全国

本科（一本） 焊接技术与工程 四年 90 全国

本科（一本） 金属材料工程 四年 60 全国

本科（一本） 应用物理 四年 30 全国

5 江西省 南昌航空大学 南昌市丰和南大道696号 本科（一本） 测控技术与仪器 四年 145 全国 敖老师
0791-83953483
13870671991

aobo0328@163.com http://nchu.bysjy.com.cn

6 广东省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珠海市唐家湾金凤路6号 本科（二本） 测控技术与仪器 四年 39 广东省 沈老师 0756-3622859 20513998@qq.com
http://jiuyenew.zhbit.com/unijob/
index.php/web/Index/index

7 云南省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景明南路727号 本科（一本） 焊接技术 四年 45 云南省 就业处 0871-65915551 / http://job.kmust.edu.cn

8 陕西省 西安工程大学 西安市新城区金花南路19号 本科（一本） 测控技术及仪器 四年 58 全国 就业处 029-82330088 / http://xpu.bysjy.com.cn/

9 天津市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雅深路8号 高职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三年 70 全国 高老师 022-82779858 tedandt@163.com http://jiuye.tjmc.edu.cn

10 河北省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邢台泉北西大街1169号  高职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三年 50 河北省 赵老师 0319-8769732 / http://ks.hbjd.com.cn/jyw/

高职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三年 40 山西省

高职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三年 70 山西省

12 内蒙古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建华路15号 高职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三年 11 内蒙古 就业处 0472-3320107 bzyjyzx@163.com http://btzyjsxy.university-hr.com

13 内蒙古 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高职园区学府路1号 高职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三年 63 内蒙古 张老师 0471-5279129 120514613@qq.com
http://jy.nmgjdxy.com/eweb/index.
so

14 辽宁省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洋河大街30号 高职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三年 40 辽宁省 王老师 18241529055 100713177@qq.com http://jylnmec.jysd.com

15 辽宁省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三号路17甲5号 高职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三年 35 辽宁省 刘老师 13644045545 34534503@qq.com http://jy.lgzy.com.cn/gd/f

16 辽宁省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辽宁省兴城市龙兴路29号 高职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三年 144 辽宁省 路老师
0429-2465217
15566761028

29093647@qq.com http://jyw.bhcy.cn

17 江苏省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市武进区滆湖中路33号 高职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三年 47 江苏省 张老师 0519-86332013 38159462@qq.com http://czie.91job.org.cn

18 江苏省 常州铁道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苏省常州市经开区戚厂工房十区一号 大专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五年（初
中起）

42 江苏省 李老师 0519-85052528 /
http://zsjy.cztljx.org/c196/index
.html

19 浙江省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528号 高职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三年 40 浙江省 于老师 0571-87772657 438942575@qq.com http://jy.zime.zj.cn

20 安徽省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 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888号 高职 安全技术与管理 三年 30 安徽省 吴老师 0551-65335611 /
http://www.hftyxy.com/jy/www/Arti
cle.asp?Tid=18

21 江西省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十里大道1188号 高职 船舶检验 三年 20 江西省 吴老师 13979263236 1013084737@qq.com http://jyw.jvtc.jx.cn

22 广东省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7098号 高职 拓展无损检测 三年 30 全国 晏老师 0755-26731214 yanrongming@126.com https://www.szpt.edu.cn/zsjy1.htm

23 四川省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德阳市泰山南路二段801号 高职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三年 100 四川省 唐老师 0838-2651111 / http://www.scetc.cn/index

024-25496278 sutzhy@qq.com http://sygy.bysjy.com.cn

4 江苏省 江苏科技大学 镇江市京口区梦溪路2号 郭老师

3 辽宁省 沈阳工业大学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辽西路111号 张老师

11 山西省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省长治市城北东街130号 王老师 0355-2618847 47074479@qq.com
http://zsjyc.sxjdxy.org/index.jht
ml

13952857263 guoyuhang@126.com http://just.91job.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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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四川省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瓦窑坝路66号 高职 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 三年 38 西南地区 周林军 0830-3150121 362522473@qq.com http://zjc.sccc.edu.cn

25 陕西省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咸阳市渭城区文汇西路12号 高职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三年 50 陕西省 李老师 029-33152063 414979034qq.com
http://jyw.sxpi.edu.cn/website/in
dex.aspx

26 陕西省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迎宾大道500号 高职 理化测试及质检技术 三年 50

陕西省
甘肃省
河南省
新疆区
山东省

史老师 18182629209 shy2008x@163.com http://jy.xihang.edu.cn

27 甘肃省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兰州市西固区山丹街1号 高职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三年 100 甘肃省 赵老师 0931-7941745 332587139@qq.com http://lzpcc.bysjy.com.cn

28 广西区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南宁市科园大道39号 高职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三年 35 广西 梁老师 13507880158 369047080@qq.com
http://zsjy2006.gxdlxy.com/index.
htm

mailto:369047080@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