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类型 团学组织名称
1 学生组织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会
2 学生组织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研究生会
3 学生组织 哈尔滨工业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4 学生组织 曲拥措姆志愿服务工作室
5 学生组织 新梦志愿服务工作室
6 学生组织 哈尔滨工业大学交响乐团
7 学生组织 哈尔滨工业大学民乐团
8 学生组织 哈尔滨工业大学舞蹈队
9 学生组织 哈尔滨工业大学军乐团
10 学生组织 哈尔滨工业大学歌唱队
11 学生组织 哈尔滨工业大学国旗护卫队
12 学生组织 哈尔滨工业大学201讲坛
13 学生组织 哈尔滨工业大学有线广播台
14 学生组织 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际交流协会(HICA)
15 学生组织 哈尔滨工业大学全媒体中心学生团队
16 学生社团 “Block Party”街角派对说唱社团
17 学生社团 “路在脚下”就业协会
18 学生社团 “氢”羽飞扬
19 学生社团 3DS软件社
20 学生社团 Aimo魔术社
21 学生社团 BCA创业梦工厂
22 学生社团 BIM协会
23 学生社团 ERP俱乐部
24 学生社团 HEIE健身协会
25 学生社团 Hi-is研修社
26 学生社团 HIT Crew街舞社
27 学生社团 Hi-TKD跆拳道社团
28 学生社团 Hi-创协会
29 学生社团 MUSICA室内混声合唱团
30 学生社团 TEAM素质拓展中心
31 学生社团 TT舞协
32 学生社团 WE DANCE舞协
33 学生社团 北极星支教团
34 学生社团 碧水志愿者协会
35 学生社团 辩论协会
36 学生社团 博物馆学生讲解队
37 学生社团 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社团
38 学生社团 当视研动漫社
39 学生社团 电子协会
40 学生社团 法学社
41 学生社团 管理论坛
42 学生社团 国防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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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学生社团 国际空中机器人协会
44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新语心愿”公益翻译社
45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E-club社团
46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HIT联小络运营团队（社团）
47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i力学社
48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Run is love跑团
49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影协会
50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格斗机器人社团
51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滑小雪
52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基础学部Only The Young舞蹈社团
53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篮球社团
54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浪漫音乐角社团
55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乐茶学社
56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排球协会
57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轻音社
58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软式曲棍球社团
59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思飞科幻社
60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碳中和研学社
61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脱口秀协会
62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围棋社
63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科学技术协会
64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太极拳协会
65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腰旗橄榄球社团
66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学院运动协会
67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越野滑雪滑轮社团
68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智能感知社团
69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象棋社
70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足球爱好者协会
71 学生社团 哈工大拳社团
72 学生社团 哈工大散打社团
73 学生社团 哈工大中心学生服务队
74 学生社团 航模协会
75 学生社团 航天学院青年媒体中心
76 学生社团 航天学院主持人协会
77 学生社团 黑弦推理社团
78 学生社团 弘毅传统文化社
79 学生社团 后"氧"篮球社
80 学生社团 滑羽协会
81 学生社团 基层公共部门就业与发展研究中心
82 学生社团 基础学部武术协会
83 学生社团 基础学部新媒体工作室
84 学生社团 基础学部足球俱乐部
85 学生社团 建筑学院SeedS校园营造社
86 学生社团 建筑学院学生茶楼相声社团



87 学生社团 京剧协会
88 学生社团 竞技机器人队
89 学生社团 拉丁舞协会
90 学生社团 篮球爱好者俱乐部
91 学生社团 魔方社团
92 学生社团 墨韵书法协会
93 学生社团 排球爱好者俱乐部
94 学生社团 乒乓球协会
95 学生社团 清徽古琴社
96 学生社团 摄影协会
97 学生社团 十楼阿卡贝拉社团
98 学生社团 数学建模协会
99 学生社团 天地智联社团
100 学生社团 天文爱好者协会
101 学生社团 图书馆书香苑
102 学生社团 土木工程学院田径队
103 学生社团 土木菁华就业协会
104 学生社团 土木之光论坛
105 学生社团 网球社团
106 学生社团 武术协会学生分会
107 学生社团 校礼仪志愿服务团
108 学生社团 心理学社
109 学生社团 心舞手语社
110 学生社团 新基论坛
111 学生社团 信火合唱团
112 学生社团 信梦舞蹈队
113 学生社团 学生绿色协会
114 学生社团 学生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发展协会
115 学生社团 学生职业发展协会
116 学生社团 摇滚公社
117 学生社团 业余无线电俱乐部
118 学生社团 优普社团
119 学生社团 羽礼同行羽毛球社
120 学生社团 原声吉他社
121 学生社团 跃享跳绳俱乐部
122 学生社团 智能车创新俱乐部
123 学生社团 铸魂合唱团
124 学生社团 筑梦话剧社
125 学生社团 自行车协会
126 学生社团 哈尔滨工业大学源网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