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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会员单位名单：

所在地
北京大学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清华大学 北京农学院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吉利学院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警察学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北京科技大学 首都体育学院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方工业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北京化工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中国舰船研究院
北京工商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物资学院 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建筑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城市学院
南开大学 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体育学院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城建大学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市职业大学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中国民航大学 天津财经大学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大学 邯郸学院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工程大学 燕山大学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河北工业大学 唐山学院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学院
河北农业大学 华北科技学院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河北北方学院 河北体育学院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金融学院 河北传媒学院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保定学院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燕京理工学院
廊坊师范学院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
石家庄学院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科技学院
山西大学 晋中学院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中北大学 山西中医药大学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太原理工大学 吕梁学院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华澳商贸职业学院
山西师范大学 太原学院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 太原工业学院
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山西大同大学 山西警察学院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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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民族大学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乌兰察布职业学院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 内蒙古财经大学 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通辽职业学院
内蒙古科技大学 呼伦贝尔学院 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 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农业大学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内蒙古师范大学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 沈阳体育学院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沈阳工业大学 锦州医科大学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沈阳理工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东北大学 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沈阳城市学院
辽宁科技大学 辽宁师范大学 大连大学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大连海事大学 渤海大学 大连民族大学 营口理工学院
大连工业大学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沈阳农业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工程职业学院
吉林大学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艺术学院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延边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长春财经学院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 长春大学 吉林医药学院
东北电力大学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建筑大学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化工学院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黑龙江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大庆职业学院 黑龙江公安警官职业学院
哈尔滨理工大学 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黑河学院
哈尔滨工程大学 哈尔滨学院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哈尔滨体育学院 哈尔滨广厦学院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东北农业大学 黑龙江职业学院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复旦大学 上海电力大学（原上海电力学院）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 上海商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大学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华东理工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上海建桥学院
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东华大学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上海杉达学院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南京工程学院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大学 南通大学 沙洲职业工学院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晓庄学院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东南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徐州工程学院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财经大学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科技大学 南京体育学院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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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 苏州科技大学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工业大学 常熟理工学院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大学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原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邮电大学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原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河海大学 淮阴工学院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江南大学 苏州职业大学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南京林业大学 常州工学院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江苏大学 扬州大学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浙江大学 浙江警察学院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宁波大学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医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传媒学院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树人学院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温州医科大学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中国计量大学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浙江万里学院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外国语学院
浙江财经大学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财经学院 宁波诺丁汉大学
安徽大学 皖南医学院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建筑大学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 合肥学院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安徽工业大学 阜阳师范大学（原阜阳师范学院）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公安职业学院
安徽理工大学 黄山学院 蚌埠学院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安徽工程大学 皖西学院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新华学院 合肥师范学院
安徽医科大学 宿州学院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
蚌埠医学院 巢湖学院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厦门大学 武夷学院 黎明职业大学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华侨大学 宁德师范学院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福州大学 泉州师范学院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江夏学院
福建工程学院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农林大学 厦门理工学院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集美大学 三明学院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福建医科大学 龙岩学院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浙江

安徽

江苏

福建

3



福建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商学院 厦门工学院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南昌大学 景德镇学院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华东交通大学 新余学院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东华理工大学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
南昌航空大学 九江学院 江西服装学院 南昌师范学院
江西理工大学 南昌理工学院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宜春学院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
赣南师范大学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井冈山大学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
山东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中国海洋大学 德州学院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青岛黄海学院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鲁东大学 山东女子学院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青岛科技大学 菏泽学院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科技大学泰山科技学院
济南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 烟台职业学院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建筑大学 山东体育学院 东营职业学院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临沂职业学院
山东理工大学 青岛大学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枣庄职业学院
山东农业大学 烟台大学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青岛农业大学 山东交通学院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工商学院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许昌学院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理工职业学院
郑州大学 南阳师范学院 铁道警察学院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河南理工大学 商丘师范学院 郑州科技学院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郑州轻工业大学（原郑州轻工业学院）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河南工业大学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工商学院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科技学院 平顶山学院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中医药大学 开封大学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河南大学 洛阳理工学院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郑州西亚斯学院
河南师范大学 安阳工学院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信阳师范学院 焦作大学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 河南警察学院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安阳师范学院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武汉东湖学院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 汉口学院
湖北民族大学科技学院
（原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

长江大学 湖北工程学院 武昌首义学院 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轻工大学 湖北科技学院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湖北

江西

山东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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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大学 长江职业学院 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财税职业学院
湖北工业大学 江汉大学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华中农业大学 三峡大学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 鄂州职业大学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湖北大学 荆楚理工学院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科技职业学院
黄冈师范学院 湖北经济学院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
汉江师范学院 武汉商学院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文理学院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
湘潭大学 湖南理工学院 长沙学院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吉首大学 衡阳师范学院 湖南工学院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大学 怀化学院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中南大学 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理工大学 南华大学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湖南农业大学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中山大学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科技学院
暨南大学 五邑大学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广东药科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肇庆学院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嘉应学院 南方医科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广州体育学院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南方科技大学
深圳大学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广东白云学院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东莞市技师学院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技师学院
广州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广州工商学院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广西大学 百色学院 桂林旅游学院 北海职业学院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桂林理工大学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桂林医学院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财经学院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河池学院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广西

广东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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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师范学院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民族大学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广西警察学院

海南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海口经济学院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重庆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西南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重庆三峡学院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长江师范学院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大学 西南医科大学 四川旅游学院 成都文理学院
西南交通大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西南石油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成都理工大学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西南科技大学 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西华大学 成都体育学院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西南民族大学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农业大学 攀枝花学院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大学 遵义师范学院 贵阳学院 贵州师范学院
贵州医科大学 铜仁学院 贵州商学院 贵州理工学院
遵义医科大学（原遵义医学院）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贵州警察学院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财经大学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大学 云南民族大学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西南林业大学 楚雄师范学院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师范大学 昆明学院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工商学院
曲靖师范学院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
红河学院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云南轻纺职业学院
西北大学 西安工程大学 西安文理学院 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 长安大学 安康学院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理工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西安财经大学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陕西理工大学 西安邮电大学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西安工业大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安欧亚学院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 西安外事学院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西安科技大学 西安体育学院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石油大学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科技大学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兰州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兰州理工大学 天水师范学院 兰州工业学院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兰州交通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青海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 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

云南

陕西

甘肃

重庆

四川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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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大学 北方民族大学 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医科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石河子大学 喀什大学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新疆大学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临时会员单位名单：

河北 河北地质大学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 沈阳化工大学 沈阳建筑大学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 长春工业大学 长春光华学院
江苏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浙江 温州大学
安徽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三联学院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江西 江西财经大学 抚州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 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河南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湖北 天门职业学院
湖南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汕头大学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海洋大学

广西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海南 海南大学
重庆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云南 云南财经大学
甘肃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新疆 新疆警察学院

广东

2.会员单位名称以《中国学生体育信息服务系统》（网址：www.nssc.org.cn）中名称为准；

宁夏

新疆

1.会员单位名单统计截止时间：2021年3月19日；

3.正式会员为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2020年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的会员单位；

4.临时会员为在《中国学生体育信息服务系统》中成功申请入会、成功缴纳会费并成功开具会费发票的会员单位，拥有协会临时会员资格，享有正式会员的权利和
义务；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成为正式会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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