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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大学简介

江汉炳灵，世载其英；代生贤哲，汉黉独秀。

江汉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位于九省通衢的湖北省武汉市，学校实行省市共建、以市为主的办

学体制。2001 年 10 月，经教育部批准，在原江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校、武汉教育学院、武

汉市职工医学院四校基础上合并组建新江汉大学。

学校坚持以本科教育为主，加快发展研究生教育，积极发展留学生教育，大力发展以社会培训为

主体的继续教育，着力为武汉、为湖北、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具

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性、创新性、国际性人才，努力建设与武汉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

化大都市城市地位和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高水平城市大学。

2018 年，学校入选湖北省 “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入选湖北省“国内

一流学科建设学科”。2019 年，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27

个本科专业入选省级一流建设点名单。2020 年，申博工作获重大进展，学校列入湖北省拟新增博士

学位授权单位推荐名单。2021 年，省部共建精细爆破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科技部组织的建设运行实

施方案专家论证。

学校拥有 8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9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开设 77 个本科专业，涵

盖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1大学科门类。

学校拥有 5 个省重点学科、2 个省级优势特色学科群，国家级特色专业 2 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项

目 1 个、省级品牌专业 2 个、省级专业综合改革项目 5 个、省级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养计

划本科项目 9 个、省级普通本科高校“荆楚卓越人才”协同育人计划项目 8 个。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

课程 5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16 门。

学校现有院士 2 人、双聘院士 3 人，专任教师 1257 人，其中正高 196 人，副高 498 人，教师拥

有博士学位比例达到 45.9%。有国家级人才计划人选 2 人、省级人才计划人选 38 人，形成了以国家

级人才为领军、省部级人才为中坚、中青年博士教师为骨干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多名教师获评“全国

优秀教师”“楚天园丁奖”“荆楚好老师”等称号；多人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全国

高校教师教学与指导技能大赛等活动中获奖。

学校建有省部级研究平台 19 个、省级实习实训基地 4 个、省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和省研究生工

作站 4 个，其中爆炸与爆破技术研究院是全国首家专门进行工程爆破理论与技术研究的科研机构。近

五年，获得各类科研项目 1500 余项，其中国家基金项目 110 余项。参与国家“863”计划、支撑计划

及重点研发计划项目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被SCI\EI\CPCI等三大检索收录2000余篇次；出版教材、

著作 300 余部，先后获得省部市各级科研成果奖励 150 余项，获得各类知识产权授权 1600 余项，其

中发明专利 300 余项，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位居湖北省属高校前列。学校与百余家地方企业合作，

共建 20 余个产学研基地和校企共建实验室。学校重视学生科研能力培养，多名本科生、研究生在校

期间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学校累计为社会培养各类人才 15 万余人，大批优秀校友成为岗位骨干、行业翘楚，在各自岗位

上无私奉献、拼搏进取，诠释着“立德、致用、兼容、创新”的江大校训精神。近五年，学校有 70

余项成果实施了转化和推广应用，其中“无卤阻燃胶膜”“豇豆新品种”等项目产业化及社会经济效

益超过 20 亿元，“柔性显示基板材料聚酰亚胺制备技术”成功转化至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打破

了柔性显示基板材料全部依赖进口的现状；组建6家科技成果产业化及学科性公司，其中一家已在“新

三板”挂牌。学校获批武汉市首家科技成果转化股权激励试点高校。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作为市政协

智库，为地方提供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思想理论成果和决策咨询方案。江大女足首夺中国女子足球超级

联赛冠军，创造武汉体育三大球历史，多名队员成为现役国家队主力。

学校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推进对外交流与合作，先后与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 63 所高校建立了合作

关系。校龙舟队参加乌干达龙舟赛连续 2 年获总冠军，得到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亲切接见，乌干达副

总统爱德华·塞坎迪莅临学校参观访问。学校与爱尔兰阿斯隆理工学院合作开设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与美、德、法、日等国高校建立十余个校际交流项目和交换生项目。现有留学生 300 余人。建成纳米

生物医学工程中心等国际联合实验室 1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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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简介

商学院设有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物

流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旅游管理、酒店管理、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等11个本科专业，

目前有 7 个专业高考招生。学院创新专业发展，举办有会计学 ACCA 方向班、金融学 CFA

方向班，中美金融等中外校际交流项目以及推行跨专业实训，建有两个湖北省级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

学院武汉城市圈制造业发展研究中心为湖北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近 5 年，教师科研

成果获省部、市级奖励近 26 项；发表论文 800 余篇，其中 SCI、EI、ISTP 收录 92 篇；出

版著作 52 部。教师入选黄鹤英才计划 3 人，楚天学者讲座教授 4 人，楚天学子 2 人。教

授 19 人，副教授 51 人，占教师总量的 56%，博士后 2 人，博士 62 人，近半的教师具有国

外访学和留学经历。

学院先后有近百名师生赴国外高校学习或者访学交流。主办第 16 届国际数据包络分

析协会年会、三角湖高校创新创业国际论坛。曾连续三年承办国际暑期学校，组织来自德国、

奥地利、瑞士等 10 个国家 70 余名大学生来武汉的暑期游学活动，学院同时设有国际商务

专业全日制留学生培养计划。

法学院简介

法学院现有法学、行政管理、社会工作 3 个本科专业，法学专业为湖北省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湖北省荆楚卓越法律人才协同育人计划和国家级一流社会实践课程项目实施

单位；社会工作专业为省级本科一流专业建设点，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点。

学院拥有湖北省知识产权省级学科平台，武汉市社会组织统战理论研究基地、武汉市

人大立法基地，有全国优秀法律诊所和湖北省先进基层教学组织；另设中国社会工作实务

研究院、地方法治研究所、城市治理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有模拟法庭、法律诊所实训室、

电子政务实训室、社会工作实训室和 40 多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实践教

学服务；学院创办的江汉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是武汉市妇女儿童法律维权示范基地并荣获武

汉市工人先锋号，武汉楚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全国社会工作实务创新基地、全国百强社

工机构、荣获武汉市工人先锋号等荣誉称号。学生在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演讲比赛、

湖北省大学生“挑战杯”竞赛、湖北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大赛等全国和地方竞赛中

多次获得一等奖、二等奖，涌现出 2 个全国先进班集体、1 个省级先进班集体；法学专业

学生历年全国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均保持在 50% 以上。

学院 专业 毕业人数 联系人

商学院

财务管理 47

办公室电话：027-84226795 

万老师：17786450697 

王老师：18062107316

旅游管理 88

国际经济与贸易 93

金融学 110

工商管理 101

市场营销 27

物流管理 44

会计学 72

会计学 ACCA 22

市场营销（专科） 43

学院 专业 毕业人数 联系人

法学院

法学 88

办公电话：027-84226929              

刘老师：18186469990
行政管理 85

社会工作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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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院简介

江汉大学教育学院是以教育学、心理学、数字媒体技术等学科专业组成的教育科学学

院。设有教育学系、心理学系、媒体技术系及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所，有数字媒体实验中心、

心理与行为实验中心和微格教学实验室。学院在教师教育方面具有独特的综合优势和专业

特色，在湖北省武汉地区有较强的实力，现有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应用心理硕士专

业学位授权点及管理心理与行为科学二级学科硕士点。教育学是武汉市重点学科，应用心

理学专业为“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在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大学及学科专

业评价报告》中曾被评为 4 星级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获批教育部“首批国家级

一流本科课程”、湖北省高等学校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毕业生主要在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机

构从事相关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中小学心理健康辅导、心理咨询、行政事业单位、教

育管理部门、网络公司、电商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广告公司、游戏制作公司、多媒体软

件开发机构都有我院毕业生的活跃身影。

人文学院简介

人文学院设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影视文化）、历史学、文化产业管理、广告学、

汉语国际教育、播音与主持艺术７个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拥有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 2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学科教学（语文）、学科教学（历史）2个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点、

广播电视领域艺术专业硕士学位点、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下面的文化艺术产品营销与服务

学科方向硕士点等 6 个硕士学位点。学科专业涉及文、史、教育、管理学、艺术学五大学

科门类。学院拥有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等多个省、市

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被湖北省教育厅和文化厅

授牌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人文学院学院坚持“以人为本、以文载道、返本开新、经世致用”的办学兴院理念，

已形成科研力量雄厚，学术梯队合理；学科优势明显，科研成果丰硕；教研风气浓厚，教

师学有所长的学院特色。培养的学生并以综合素质高、动手能力强、富有创新精神和团队

精神而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近年来，毕业生就业率一直超过湖北省高校平均就业率。

学院 专业 毕业人数 联系人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88

办公电话：027-84226643 

姜老师：18717153669

汉语言文学（影视文化方向） 15

国际汉语教育 33

历史学 29

播音与主持艺术 20

广告学 157

学院 专业 毕业人数 联系人

教育学院

教育学 50

办公电话：027-84227061 转 103          

聂老师：13554417679  

教育学（专升本） 50

应用心理学 62

数字媒体技术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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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简介

外国语学院开设有英语、日语、法语 3 个本科专业，英语、法语专业是湖北省一流专

业建设点。学院近三年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成绩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30% 左右；学院本

科生毕业率、学位授予率均达95%以上，考研录取率22%以上，平均综合就业率为93%左右，

名列学校前列。

马克思主义学院简介

马克思主义学院承担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大学生职业规划以及思想

政治教育本科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教学任务。学院现有教职工 52 人，其中专任教师

48人，有教授12人、副教授19人，高级职称教师占64.5％；具有博士学历学位教师17人；

6人有出国留学经历。有武汉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市“政府专项津贴专家”，

多名教师入选湖北省高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武汉市“黄鹤英才(教育专项)

计划”、武汉市“213 人才工程”、武汉市“十百千人才工程”，涌现了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展示特等奖、湖北省高校“十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湖北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湖北名师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武汉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武汉市“五四青年奖章

标兵”、武汉市“教学名师”等一批优秀教师。

学院 专业 毕业人数 联系人

外国语学院

英语 97

办公电话：027-84226787 

葛老师：13164675689

翻译 65

日语 55

法语 37

学院 专业 毕业人数 联系人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27
办公电话：027-84733296              

王老师：15172334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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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学院简介

人工智能学院人工智能学院、人工智能研究院和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实验中心实行三位

一体建设机制，拥有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数学与应用数学、通信工程、网络工程等七个本科专业。学院集中整合校内人工智能

领域教师，从事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教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同时兼顾与人工智能高

度相关的专业和学科建设。学院组织学生参加数学建模、电子设计、智能车、计算机仿真、

机器人等各级各类大赛获得多项国家和省级奖项。学院将着力为武汉、为湖北、为国家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性、

创新性、国际性人才，为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而不懈奋斗！

智能制造学院简介

智能制造学院是江汉大学为积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动服务国家战略

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而成立的新工科学院，现有机械工程、控制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3

个硕士点，建设有教育部“互联网 +中国制造 2025”产教融合创新基地。

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为国家特色专业、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省品牌专业；

自动化和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入选湖北省“荆楚卓越工程师计划”，为省“一流

专业”建设点。2020年新增智能制造工程本科专业，2021年新增新能源汽车工程本科专业。

学院教育教学注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一方面校企合作实施“3+1”、“双元制”

等人才培养新模式；另一方面将创新教育理念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近 5 年来，学生学科

竞赛获省级以上等次奖240项，其中国家奖160项；授权专利164项，其中发明专利33项；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72 篇。

学院连续多年就业升学率在 90% 以上，培养了众多优秀校友，如武汉招商大使现任东

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陈彬，国家重要

科研院所副总设计师杨明、张俊武，自主创立多家公司的柯圣琦、蒋拥军、吕阳等。

学院 专业 毕业人数 联系人

人工智能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43

办公电话：027-84227053 转 803        

王老师：1592761294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6

网络工程 52

电子信息工程 58

办公电话：027-84227053 转 801       

石老师：17798260185

电子信息工程（专升本） 47

通信工程 47

光电信息与工程 37

学院 专业 毕业人数 联系人

智能制造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8

办公电话：027-84227052                                            

万老师：17798260206

单老师：13396094713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34

自动化 103

工业设计 69

汽车服务工程 69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37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44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56

届毕业生
生源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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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简介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设有新能源材料系、化学工程系、环境工程系、高分子材料与工

程系、理学课部、实验中心。现有化学工程与工艺、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环境工程、新能

源材料与器件、物理学 5 个本科专业。拥有化学工程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

与工程 3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化学工程与技术为湖北省国内一流学科建设学科。

拥有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湖北省优势特色学科群，拥有柔性光电材料与技术学科湖北省引

智创新示范基地。学院与海外多所大学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定期开展教师、研究生交流，

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共建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 159 人，其中专任教师 112 人，高级职称 81 人，具有博士学位 82

人，博士生导师 12 人，硕士生导师 61 人，二级教授 6人，省级以上人才称号教师 11 人；

拥有省级科技创新团队 4 个，省级教学团队 4 个，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德才兼备的师资

队伍。

学院现有在校本科生 1050 人，研究生 135 人。各专业就业率 90% 以上，考研录取率

稳定在 35% 左右，所培养的毕业生已成为化工、环保及光电子等相关领域的一支重要技术

力量。

医学院简介

医学教育溯源于 1888 年英国教会在汉口开办的首家西医医院，自 1958 年起举办医学

本科教育至今，教育历史悠久，底蕴深厚。

学院以本科教学为主、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现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两个一级学科

硕士学位授权点，开办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针灸推拿学、药学、护理学、医学影像技

术等 6 个本科专业，其中临床医学专业通过了国家教育部本科专业标准认证，有基础医学

等 2个 湖北省重点学科和 2个武汉市重点学科。

学院教育资源充沛，师资力量雄厚，其中 40 余位专家在国家、省、市各专业学会担

任主要职务。建有湖北省基础医学教学示范中心，拥有 1 支湖北省青年科研创新团队及武

汉生物医学研究院等 6 个校级医学学科研究院所，有高水平附属医院 8 所，临床实践实践

教学基地 37 个。

学院注重学生“应用性、创新性、国际性”培养，为社会培养了数万名各类医学专业人才，

涌现出一大批精英校友，在持续发展中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与广泛的好评，为国家医疗

卫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学院 专业 毕业人数 联系人

医学院

临床医学 289
办公电话：027-84688029  

杨老师：18827432001

针灸推拿 21

办公电话：027-84688029

刘老师：18163342548                       

口腔医学 32

护理学 26

医学影像技术 31

护理学（专升本） 83

药学（第二学位） 5

护理学（专科） 72 办公电话：027-84688029  

王老师：13396094717康复治疗技术（专科） 53

学院 专业 毕业人数 联系人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74

办公电话：027-84227075          

 肖老师：13387503295

化学工程与工艺（产业计划） 31

环境工程 31

环境工程（产业计划） 35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53

届毕业生
生源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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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简介

生命科学学院现开设园艺、生物技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3 个本科专业。在人才培

养方面，学院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乡村振兴战略、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等需求为导向，紧密结合“新农科”、“新工科”建设发展需求，积极推进“科

教结合、产学融合、校企联合”协同育人机制，培养适应和支撑武汉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高素质应用型和创新型专业人才。园艺专业有湖北省荆楚卓越人才协同育人计划项目，

生物技术专业为湖北省战略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养计划本科项目，食品质量与安全专

业与多家知名食品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和江汉大学实习实训基地计划。与企业的协同合

作，推动了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

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就业能力。学院每年向专业相关企业输送大量人才，得到了用人单位

的好评，社会声誉良好，部分毕业生已成为行业的中坚力量。

体育学院简介

体育学院（高尔夫学院）·中国赛车学院办学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办学条件优越。

现有在籍学生 700 余人。设有体育硕士一个硕士学位，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指

导与管理 3 个本科专业 , 高尔夫运动与管理、赛车赛事管理 2 个本科专业方向 。体育学

是武汉市重点建设学科，体育教育专业是武汉市重点建设专业。学院现有中国高尔夫球专

业人才培训基地、湖北省龙舟培训基地等近 10 个国家省市级人才培养基地。

中国赛车学院是由江汉大学、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体育局与中国汽车摩托车运

动联合会共建共管，我国第一所赛车学院。现开设体育类的赛车赛事、赛车休闲，工程类

的赛车工程等专业方向。

学院 专业 毕业人数 联系人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59

办公电话：027-84733218              

 黄老师：13871087047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40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高尔夫运动与管理） 34

运动训练 91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升本） 35

社会体育（高尔夫运动员教练员）专科 31 办公电话：027-84733218               

周老师：18186469805 市场营销（高尔夫产业经营与管理）专科 31

学院 专业 毕业人数 联系人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130

办公电话：027-84230509

盛老师：13396093411
食品质量与安全 40

园艺 46

届毕业生
生源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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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院简介

美术学院现开设有美术学（美术教育、综合美术）、绘画（油画、国画）、公共艺术

3 个本科专业及 5 个专业方向。拥有艺术硕士（美术）专业学位点及当代油画创作、城市

公共艺术、美术展览策划、书法创作研究、当代水彩画创作研究、中国画创作研究等 6 个

研究方向。美术学专业为教育部批准的国家特色专业、湖北省一流专业，美术学学科为武

汉市重点学科，《漆画》为湖北省一流课程，《油画技法与创作》《素描基础》课程为湖

北省精品课程，实验中心为湖北省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美术学系、绘画系获批湖

北省优秀教学团队。

学院具有悠久办学历史，在省内具有重要影响，担负着为城市发展培养高水平艺术专

业人才、推动艺术创作与研究、文化传承与繁荣的社会重任。学院形成了以美术学为特色，

绘画、公共艺术为主体的“一体两翼”本科教育格局；以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为先导，拓

展并深化艺术硕士专业教育的办学定位。努力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艺术人才，将学院建设

成为具有基础厚、口径宽、理论优、创作强人才培养模式、高水平科研与创作师资队伍、

服务武汉城市文化发展能力的湖北省一流美术学院。

音乐学院简介

音乐学院于1972年开始招收音乐专业学生，是湖北省最早一批开办音乐专业的院校。

现开设音乐学、音乐表演、舞蹈表演 3个本科专业，下设音乐教育、合唱指挥与音乐教育、

声乐表演、器乐表演、舞蹈表演 5 个专业方向，拥有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学院在全

国金钟奖、全国青年歌手大赛、全国群星奖、金编钟奖等大赛中获得多项荣誉。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56 人，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21 人；博士 6 人、硕士 44 人，同

时聘请作曲家、声乐教育家姚峰先生为特聘教授；声乐教育家金铁霖先生、旅美钢琴家殷

承宗先生、合唱指挥家吴灵芬教授、作曲家赵晓生教授等一批专家为客座教授，学院组织

海外游学团队到访美国举办音乐会、与法国戛纳音乐学院签订合作协议等等。就业率保持

在每年 93%，考研率达到 10% 左右。

学院拥有现代化演播厅、多媒体教室、乐队排练室、舞蹈排练房、合唱排练室、MD 音

乐工作室、专业琴房以及其他先进硬件设施。另外，面积为 16242 平方米的崭新音乐学院

综合教学楼即将投入使用。

学院 专业 毕业人数 联系人

音乐学院

音乐教育 21

办公电话 027-84227066 转 802

赵老师：18986023680 

周老师：13387505317

声乐表演 28

合唱表演与指挥 21

器乐表演 19

舞蹈表演 16

学院 专业 毕业人数 联系人

美术学院

绘画国画 22

办公电话：027—84227327            

冯老师：18186469796

绘画油画 22

美术教育 20

综合美术 18

公共艺术 26

届毕业生
生源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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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学院简介

设计学为武汉市重点学科，并入选“湖北省高等学校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

养计划”项目。艺术设计专业在《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中多次被评为五星级专业。

艺术设计实验中心被评为湖北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学院以与爱尔兰阿斯隆理工学院合作

举办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本科教育项目为切入点，推进国际教育合作。近三年来，学院师生

在各类学科专业竞赛中共获得国家级奖项 300 余项，省级奖项 600 余项，在社会上形成了

较高知名度。

学院 专业 毕业人数 联系人

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00

办公电话：027-84227220 转 805       

张老师：15271919406

视觉传达设计（现代数字媒体设计） 45

视觉传达设计（专升本） 46

产品设计 92

环境设计 149

服装与服饰设计 51

20 21



联 系 人：周老师

联系电话：027-84226685

校园网址：www.jhun.edu.cn

乘车路线：乘地铁三号线（沌口大道方向）“体育中心”下车

                 从 D 出口出站，转 208、325、267、213 路公汽

                 至“江汉大学五号门”即到。

江 汉 大 学 本 科
就业微信公众号

江汉大学就业信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