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山东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学科齐全、学术实力雄厚、办学特色鲜

明， 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 

"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之一。 

●  山东大学是我国最早从事成人高等教育、网络高等教育和非学历培

训的高等院校之一。十几年来我校培养了成人教育网络教育毕业生 20万

余人，现有继续教育在籍生近 9万人。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山东大

学网络教育已经成为国内知名品牌。自主开发了 750门网络课程，拥有

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开设了 45个本科专业和 38 个专科专业，并推出

了面向行业、系统的特色专业；在全国设立了 70余个校外学习中心，基

本建成了现代远程教育资源系统和服务体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  在新形势下，我校继续教育将坚持“以学习者为本，崇尚人格，教

育洞见，技术引领”的新的办学理念，践行“服务于每一位学习者，让

终身快乐学习成为幸福生活的一部分”的新使命，积极发展学历继续教

育，大力发展非学历培训，努力构建互联网生态平台型终身教育体系。 

 

    报考条件： 

    1、报考高起专需具有高中、中专或同等学历。 

2、报考专升本需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报名： 

    报名时间：即日起截止到 2017 年 3 月 20 日。 

报名地点：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培训中心报名                        

报名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花果山大道霞辉路 1 号 



    联系方式：13961397718 吴处长 

     报名手续：考生报名时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毕业证书原件

及复印件、近期 1 寸免冠正面彩色照片 3 张，须填写《学生报名信息表》

和《承诺书》。 

     

免试入学条件： 

 

    专升本免试入学条件：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者。 

    高起专免试入学条件：具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以上学历者；参加当

年全国成人高考，成绩达到当地省级招办划定的专科录取线者；参加当

年全国普通高考，成绩达到当地高职专科报名资格分数线者。 

      入学考试： 

    考试时间：详询当地学习中心。 

    考试地点：山东大学各校外学习中心。 

    考试科目：高起专科目 A: 英语+语文 科目 B：英语+数学 （注：所

有科类二选一）。 

专升本科目 A：大学英语+大学语文  科目 B：大学英语+高等数学

（注：选考文史法医类考科目 A；选考理工类考科目 B；选考其他科类可

二选一）。 

    考试参考用书：成人高考入学考试参考书（高等教育出版社）。 

    入学考试模拟题：可从山东大学招生咨询网(http:// 

www.sduzszx.com)下载。 

      学制学费： 

    学制：山东大学网络教育实行学年学分制。专升本规定学习年限

2.5年—5 年，高起专规定学习年限 2.5年—4 年，专升本、高起专各专

业总学分均不得低于 80 学分。 

    学费：根据物价部门核实的标准收取。 

      教学及学习方式： 

    通过教学平台、直播交互系统、学习支持服务系统开展网上教学，

学生自主点播课件，参与各类教学环节，完成相应教学活动和任务。主

要教学环节有： 网上导学通过网络发布导学资料，包括开篇导学、阶段

导学、日常辅导和考前辅导等。自主学习 即多媒体课程网上自学，主要

内容有课程大纲、教师讲解、相关案例、背景资料、例题分析、综合练

习等组成。 网上答疑通过常见问题库、教师信箱、交流园地、值机答疑

等方式进行。 网上讨论通过社区、小组形式，组建师生之间和同学之间

的交流。 课程作业采取网络题库形式，学生随机抽取，网上提交。课程

自测以题库形式管理，学生可以随机抽取练习，以检验学习效果。 课程

考试采用形成性考核方式，课程成绩由平时成绩和闭卷或开卷考试成绩

组成。平时成绩包括日常学习、线上作业、有关学习活动成绩。特殊课

http://www.sduzszx.com/
http://www.sduzszx.com/


程采用网上提交作业或小论文的考核方式。 直播讲座根据教学需要，每

学期组织巡回教学活动或网上实时学术讲座，进行全国学习中心直播。 

毕业论文本科层次学生需进行毕业论文写作，通过网络与指导教师交流

和提交论文，并进行线上答辩。 

      学历及学位：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修满教学计

划规定的学分，达到毕业要求者，

颁发教育部统一电子注册、国家承

认学历的山东大学毕业证书（网络

教育）。专升本学生在毕业前需通过

试点高校网络教育公共基础课全国

统一考试。 

    统考科目：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 

优秀本科毕业生达到相应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山东大学成人高等

教育学士学位。 



 

 



 

 

 

山东大学网络教育招生介绍 

●（001）国际经济与贸易（专升本） 

本专业是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及我国加入 WTO 的形势而设立的应用型本 

科专业，以培养学生了解和掌握有关国际经济与国际贸易的理论知识和 

相关业务知识为主要目标，内容涉及国际经济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和 

国际贸易业务的相关实用性知识。学生毕业后可以从事国际贸易相关的 

业务工作，也可以从事对外经贸管理工作及相关的研究工作。 

主要课程：进出口业务、国际商法、国际市场营销、国际投资学、国际 

商务谈判、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统计学、基础会计 

●（002）金融学（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经济建设需要的金融方面的、 

综合素质高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通过本专业的学 

习能够胜任银行部门及保险、信托、投资、证券等金融机构的工作。 

主要课程：统计学、货币银行学、中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经济法、金融市场学、西方经济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003） 税务（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通晓税务及相关财经理论，具有 

较强实际操作能力，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专业理论和业务素质兼备，胜 

任税务、税务代理、企业财务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税务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基础会计、税法、货币银行学、西方经济学、企业战略管理、 

财务管理、国际税收法则与案例分析、涉税相关法律、税务管理与纳税 

检查、财政学 

●（004） 保险（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经济建设需要的保险方面的、 

综合素质高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通过本专业的学 

习能够胜任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及银行、信托、投资、证券等金融 

机构的工作。 

主要课程：保险学、保险公司经营管理、货币银行学、基础会计、金融 

投资学、统计学、风险管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国际金融、财政学 

●（005）汉语言文学（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全面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具有宽厚扎 

实的业务基础，能适应政府机关、新闻出版、文教艺术及其它企事业单 

位的行政、教学、创作科研等方面工作的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学概论、文学概论、 

外国文学、神韵诗研究、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古典小说与传统文化心 

理 

●（006） 英语（商务英语）（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能熟练掌握英语听、说、读、写、译等基础知识，具备较强 

的语言交际能力，掌握现代国际商务基础理论，熟悉国际贸易惯例和法 

规，具备较强的商务英语技能、商业运作能力的中、高级实用性人才。 

学生毕业后可在涉外经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及政府机构从事经济贸易、 

进出口单证、翻译、涉外商务谈判、报关等工作。 

主要课程：综合英语精读、英语听力、商务英语、英语翻译、外贸函电、 

国际贸易、国际商法 

●（007） 新闻学 （专升本） 

本专业以培养具有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熟练掌握新闻采访、 

写作、评论、编辑等业务能力；培养能够在党政机关、广播电视台、报 

社、杂志社、广告网络公司等新闻媒体任职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传播学概论、新闻采访写作、新闻评论、新闻学概论、广播 

电视概论、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史、报纸编辑学、广告学、 

网络传播概论 

●（008）法学（专升本） 

本专业通过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的系统教学，使学生熟悉和掌握立法、 

审判、检察、律师和其他法律业务，培养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法理学、宪法学、刑法总论、民法总论、民事诉讼法、民法 

分论、经济法、刑法分论、刑事诉讼法、行政法（含诉讼法） 

●（009）社会工作（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掌握基本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和专业工作方法并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水准的专门人才。毕业生适合在民政、劳动与社会保障、医院、 

学校、公检法、工青妇以及企业单位、福利慈善机构、社会公益团体、 

社区管理服务等机构从事社会行政管理、社会政策研究、教学与科研、 

心理咨询以及各类具体的社会福利服务工作。 

主要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心理学、社区工作、小组工作、社会政策、 

社会工作概论、社会保障概论、社会福利思想、家庭社会工作、社会行 

政 



●（010）机械电子工程（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适应生产、制造及其相关行业第一线需求的，掌握机电设备 

及产品设计、制造、管理、检验等技术，具有创新意识，德、智、体、 

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 

主要课程：线性代数、机械设计、电子技术、机械工程控制基础、液压 

与气动、测试技术、机械制造工程学、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CAD 技术 

 

●（011）物流工程（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工学、管理学及相关学科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基本 

技能，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胜任物流系统规划设计、 

管理及运营等方面工作，具有较高人文素养和良好职业道德的复合型高 

级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物流信息系统、现代物流技术与装备、 

物流企业管理、企业物流运作与实践、物流系统规划设计、电子商务、 

采购与库存管理 

●（01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与应用的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与方法，熟悉计算机系统和计算机应用 

环境，具有一定的工程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线性代数、数字电路基础、离散数学、数据结构、计算机组 

成原理、操作系统原理、JAVA 程序设计、数据库系统原理、多媒体技 

术、计算机网络 

●（013）自动化（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基础知识扎实、专业知识面广、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 

掌握自动化和控制工程领域先进技术，了解本专业学科前沿的发展趋势， 

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组织管理能力，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高素质人才。 

主要课程：概率统计、MATLAB 技术与应用、传感器与信号调整、计算 

机控制技术、PLC 应用技术、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现代控制理论、自动 

控制系统、现代交流调速、电力电子技术 

 ●（014）水利水电工程（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建造各类水利水电工程及其相关行 

业的生产、服务、管理等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 

应用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工程制图、工程测量、结构力学、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工程水文及水力计算、流体力学、水工建筑物、工程地质、线性代数、 

流体力学 

●（015）食品质量与安全（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学生掌握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知识掌握现代食品质量与安全 

分析检验技术，能够在食品质量控制、流通和消费等领域从事检测分析、 

安全评价、监督管理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食品化学、食品添加剂、营养与食品卫 

生学、食源性病原学、食品理化检验、分析化学、卫生微生物学、疾病 

营养学、食品加工与保藏学、食品微生物学及检验技术、食品毒理学、 

食品免疫学、食品环境学、食品物流学、食品标准与质量管理 

●（016） 建筑学 （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适应 21 世纪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扎实、知 

识面广、综合素质高，富有创新精神的建筑学学科高级专门人才。本专 

业毕业生具备建筑师职业素养，具有创新能力，能在建筑设计、城市管 

理、决策咨询、房地产开发等部门从事城市建设的设计与管理工作。 

主要课程：建筑设计基础、建筑设计原理、建筑设计、外国建筑史、中 

国建筑史、建筑构造、建筑物理、画法几何与阴影透视、美术、城市规 

划原理 

●（017）机械电子工程（矿 ft 机电方向）（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制造及其相关行业第一线需 

求的，掌握矿 ft 机电设备及产品设计、制造、管理、检验等技术，具

有 创新意识，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 

主要课程：机械设计、测试技术、机械工程控制基础、流体力学与流体 

机械、液压传动与采掘机械、运输与提升机械、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018）土木工程（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掌握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 

的基本能力与基本技能；具备较快适应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岗位的 

实际能力与素质，具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线性代数、工程制图、工程测量、结构力学、房屋建筑学、 

定额与工程概预算、路基路面工程、工程施工组织、道路勘测设计、钢 

筋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019）化学工程与工艺（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具有基础理论知识，能够在化学化工科研开发机构、各类医 

药卫生、化学化工公司或有关企事业单位从事生产管理、销售推广以及 

环保、质检、海关检疫等方面工作的科研技术人员、安全管理人员。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近代化学基础、化工原理、化工工艺学、精细化 

工、化工设计基础、化工仪表及自动化、化工安全工程、化工分离过程、 

网络化学信息检索 

●（020）土木工程（矿井建设方向）（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掌握矿井建设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知识，并具备从事井巷工程和矿井建设的设计、施工、管理、投资、开 

发、研究与教育部门从事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创新精 

神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主要课程：工程地质、结构力学、流体力学、岩石力学、井巷工程、有 

限元原理及应用、矿井通风与安全、工程制图、工程测量、线性代数 

●（021）安全工程（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目标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新型工业化之路建设需要的， 

有一定扎实的安全生产管理理论基础、较高的安全管理分析能力和一定 

的操作技能，能够胜任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和相关安全管理机构等部 

门工作，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管理学、法理学、安全学原理、安全管理学、安全工程学、 

安全生产法及相关法律知识、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安全生产技术、安全 

生产事故案例分析●（023）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升本） 

 

●（022）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能从事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领域的运行、安装、检修、管理 

等技术工作，也可到其他行业从事电气自动化领域的技术开发工作的综 

合素质高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线性代数、电路、电磁场导论、电力电子技术、单片机原理 

与应用、发电厂变电所控制、微型机继电保护、电力系统分析、电力系 

统自动化、电网电能质量控制 

●（023）安全工程（矿 ft 安全方向）（专升本） 

通过学习使学生理解国家安全生产方针，熟悉煤矿井下五大灾害（瓦斯、 

矿尘、火、水、热害等）的发生机理及防治技术；基本掌握防灾基础手 

段，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的机制和方法，了解煤矿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建设 

的规定、做法、现状和发展趋势使学生具有煤矿安全生产管理、设计和 



制定防灾专项技术措施的能力，并为继续学习、研究矿井灾害的机理和 

技术发展提供基础。 

主要课程：法理学、安全学原理、安全管理学、安全工程学、安全生产 

法及相关法律知识、采煤概论、煤矿安全生产技术、煤矿安全生产管理 

体系建设、煤矿安全生产事故案例 

●（024）药学（药事管理方向）（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既掌握医药知识又懂经济管理理论和国家经济政策的专业人 

才，能够在实际工作通晓国内外药事法规，有效从事国内外医药经济管 

理活动的高级复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线性代数、西方经济学、药事法规、药物市场营销学、药物 

经济学、生产运作管理、药理学、财务管理、药事管理学、税务管理与 

纳税检查 

●（025）中药学（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具备中药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以及与其相关的 

中医学、药学等方面的知识能力，能在中药生产、检验、流通、使用和 

研究与开发领域从事中药鉴定、设计、制剂及临床合理用药等方面工作 

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科学人才。 

主干课程：中药学、方剂学、药物代谢动力学、中药鉴定学、中药资源 

学、天然药物化学、中药材商品学、中药炮制、中药药剂学、药事法规 

●（026）药学（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市场

经济需求的，具有扎实 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独立工作能力,德、智、体全面

发展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理学、药物分析、药事管理学、物理 

化学、药事法规、药物代谢动力学、天然药物化学、仪器分析 

●（027）护理学（专升本）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医学基础、预防保健的 

基本理论知识，掌握护理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临床护理基本技能， 

具有对服务对象实施整体护理及社区健康服务的基本能力。 

主要课程：生理学、医学遗传学、护理管理学、药理学、健康评估、护 

理研究、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急救护理学、预防医学 

●（028） 卫生事业管理（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公共卫生管理专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 

技能，具有分析影响人群健康的各种因素和疾病流行规律、处理公共卫 

生突发事件、管理公共卫生团队的能力的高级公共卫生管理人才。 



主要课程：卫生统计学、卫生微生物学、流行病学、职业卫生与职业医 

学、环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社会医学、卫生事业管理学、卫 

生法规与监督学、妇幼卫生 

●（029）工业工程（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适应具有现代工业工程和系统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素质和能 

力，获得工业工程师基本训练，懂技术、懂经济、懂管理、会应用计算 

机、会外语的，宽基础、高素质、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复合 

型人才。 

主要课程：线性代数、基础会计、西方经济学、概率统计、管理学、运 

筹学、基础工业工程、现代制造系统、成本控制、生产计划与控制 

●（030）电子商务（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能熟练运用电子商务技术 主要课程：线性代数、电子商务概

论、基础会计、概率统计、计算机网 络、管理信息系统、现代企业管理

、网络营销、Web 开发技术、网络企 业管理 

●（031）旅游管理（专升本） 

该专业培养熟悉国内和国际旅游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旅游 

业管理和现代企业管理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合我国旅游事业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管理学、西方经济学、旅游学概论、旅游地理、旅行社经营 

管理、组织行为学、旅游经济学、旅游营销管理专题、生态旅游学、现 

代企业管理 

●（032）档案学（专升本） 

该专业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素养、掌握现代化管理手段的复合型高级信息 

管理、档案管理和文秘人才。毕业生适宜到信息资源管理、档案管理部 

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从事信息管理、档案管理、行政管理、文秘 

工作和相关的研究工作，也可从事新闻、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主要课程：管理学、文化产业概论、信息学概论、档案学概论、档案管 

理学、文书学、秘书学、电子文件管理、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 

纂学 

●（033）工程管理（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具备土木工程的基本知识与技术，能够满足各类工程设施建 

造及其相关行业的全过程管理等第一线需要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 



主要课程：工程制图、工程测量、结构力学、建筑材料、房屋建筑学、 

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施工组织、工程经济与管理、运筹学、定额与工程 

概预算 

●（034）物流管理（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适应 21 世纪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需要，专业技术好、能 

力强、素质高、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和具有管理学、经济学和信息技术 

基础知识，熟悉相关法规，掌握现代物流管理理论，能运用信息管理的 

方法、手段，在物流管理领域从事全过程策划、管理和物流信息化工作 

的高级复合型管理人才。 

主要课程：商品学、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网络营销、 

采购与库存管理、物流与配送、物流园区规划与设计、流通经济学、管 

理学、高等数学 

●（035）工商管理（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管理、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基础知识，熟悉我国 

企业管理的有关政策、法规以及国际企业管理的惯例与规则，掌握现代 

工商管理方法和技能，能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在工商企业及经济 

管理机构从事管理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基础会计、概率统计、管理学、线性代数、生产运作管理、 

西方经济学、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管理信息系统 

●（036）市场营销（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掌握营销、管理、经济、法律等方面知识，具有市场分析、 

策划、市场运作及市场管理的知识、技能，毕业后能在企事业单位及政 

府部门从事市场营销管理、教学科研以及相关行政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 

门人才。 

主要课程：市场营销、管理学、财务管理、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消 

费者行为学、线性代数、企业战略管理、市场调查与预测、网络营销 

●（037）行政管理（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具备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知识，能在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公共管理领域从事工作的复合性高级专 

门人才。 

主要课程：政治学原理、行政管理学、管理学、国家公务员制度、非盈 

利组织管理、社会保障概论、组织行为学、行政法学、人力资源管理、 

当代中国政府与行政 

●（038）会计学（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经济管理理论基础扎实、知识面宽、专业能力强、业务素质 

高，能够在会计、审计领域胜任专业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专门管理人 

才。学生毕业后，能在各类企事业单位、会计师事务所、政府机关及有 

关部门从事会计管理、审计实务及财务管理等工作。 

主要课程：基础会计、市场营销学、货币银行学、财务管理、管理会计、 

国际贸易、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预算会计、审计学 

●（039）劳动与社会保障（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具备比较扎实的社会学、管理学与经济学等相关的专业知识， 

掌握现代管理技术与方法，通晓社会保障专业的基本理论基础与专业技 

能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能在政府机关（特别是劳动与社会保障、人 

事、民政、医疗卫生等部门）、研究部门、工会和妇联等群团组织、非 

营利组织及其他社会福利服务机构、社区组织、大中型企事业单位从事 

社会保障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社会政策、社会研究方法、社会学概论、社会保障概论、社 

会工作概论、老年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社会心理学、社会福 

利思想、社会行政 

●（040） 工商管理（质量技术监督管理方向）（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产品质量监测控制技术和监督管理知识，并具有理 

论素养、战略眼光、竞争意识、组织才能的高级管理人才。学生毕业后 

能到相关单位从事产品质量的分析检测、安全评价、监督管理、品质控 

制、专业职能管理以及综合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主要课程：制造工艺学、计量管理、质量管理学、管理学、现代企业管 

理、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标准化概论、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战略管 

理、组织行为学 

●（041）人力资源管理（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既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又具有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的现代 

国际型人力资源管理高级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生产运作管理、基础会计、招 

聘与筛选、绩效管理、培训与开发、职业生涯管理、管理学、雇员流动 

管理 

●（042） 文化产业管理（专升本） 

该专业培养具有纵贯古今的文化视野和现代产业理念及经营技能的复合 

型文化管理人才，为国家文化资源的有效管理、文化市场的科学运营和 

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提供高层次的专业人才。学生毕业后既能从事文化 

资源与文化产业管理方面的理论研究，又能在政府宣传文化系统、文化 

管理部门和文化产业各行业的综合管理层中从事相关的实际工作。 



主要课程：文化产业概论、文化经济学、文化市场与营销、文化资源整 

理与评估、动漫产业、人文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传媒经营管理、人力 

资源管理、广告学、文化产业典型案例 

●（043）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信息管理方向）（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系统地掌握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与方法，具有良 

好科学素养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信息管理方面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主要课程：离散数学、信息管理、数字电路基础、数据库系统原理、计 

算机网络、管理学、操作系统原理、电子商务概论、计算机网络管理、 

现代信息检索技术 

●（044）应用化工技术（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具有较强的工程能力和工

作适应性，具有专业口径宽、覆盖 面广、工程特色显著和知识可迁移

性强等特点,能够进行化工过程及设备 

的开发、设计、优化、管理以及通过化学反应和分离加工技术制取各种 

化工产品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化工导论、机械设计基础、大学物理、 

概率统计、无机化学、化工原理、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热力学 

●（045）建筑工程技术（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建造各类工程设施及其相关行业的 

生产、服务、管理等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 

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工程制图、工程测量、管理学、工程力学、房屋 

建筑学、 

●（046）土木工程检测技术（矿井建设方向）（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掌握矿井建设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知识，能从事井巷施工、矿井施工的技术与组织管理以及一般矿井建设 

工程设计工作的高级技术应用性人才。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工程制图、工程测量、工程力学、建筑材料、工 

程地质、土力学、岩石力学、定额与工程概预算、井巷工程、钻眼爆破 

●（047）数控技术（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制造及其相关行业第一线需 

求的，熟练掌握数控加工工艺和数控加工程序编制，进行数控设备产品 

设计、制造、管理、检验和维护等实用技术的，德、智、体、美诸方面 

全面发展的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机械制图、工程力学、工程材料、机械制造基础、 

机械设计基础、模具设计与制造基础、电工电子技术、机械制造工艺与 

夹具、数控机床与数控编程、CAD/CAM 软件应用 

 

●（048）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的学生能够掌握扎实的数学、外语等基础知识，具备电工技 

术、电子技术、自动控制理论、自动检测技术、计算机科学与应用技术、 

电力电子技术、运动控制等较宽领域的工程和一定的专业知识，具有较 

强的自学深造能力，能了解本专业学科前沿的发展趋势，具备一定的科 

学研究、科技开发和组织管理能力。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复变函数与拉氏变换、大学物理、电 

路、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运动控制基础、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自动控制 

原理、信号分析与处理、微机原理与应用 

●（049）物流工程技术（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适应 21 世纪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需要，专业技术好、能 

力强、素质高、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和具有管理学、经济学和信息技术 

基础知识，熟悉相关法规，掌握现代物流管理理论，能运用信息管理的 

方法、手段，在物流管理领域从事全过程策划、管理和物流信息化工作 

的高级复合型管理人才。 

主要课程：物流学概论、物流信息技术、物流案例与实践、仓储管理、 

物流园区规划与设计、企业生产物流管理、采购与库存管理、运输管理、 

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网络营销 

●（050）机电一体化技术（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适应生产、制造及其相关行业第一线需求的，掌握机电设备 

及产品设计、制造、管理、检验等实用技术的，德、智、体、美诸方面 

全面发展的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机械制图、工程力学、管理学、工程材料、电工 

与电子技术、机械设计基础、公差与技术测量、液压与气动、数控技术 

与编程、机械制造工程学 

●（051）焊接技术及自动化（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掌握金属材料焊接技术基本理论和焊接操作技术，具有分析 

和解决生产现场工艺和质量问题的能力，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 

第一线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 

才。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机械制图、工程力学、工程材料、机械制造基础、 

机械设计基础、焊接结构、电工与电子技术、弧焊电源、焊接冶金、焊 

接方法及设备 

●（052）电气自动化技术（高起专）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旨在培养掌握自动化控制基本理论，掌握自动化控 

制系统的分析和常用生产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熟悉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领域相关基础知识及专业知识，能够从事与电气工程有关的安装、调试、 

运行、检修及一般工程设计和技术管理工作的工程技术应用型人才。 电

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的主要特点是强弱电结合、电工技术与电子技术相 结

合、软件与硬件结合、元件与系统结合，学生受到电工电子、信息控 制

及计算机技术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解决电气工程技术分析与控制技 术

问题的基本能力。 

主要课程：复变函数与拉氏变换、电路、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运动控制 

基础、传感器与检测技术、模拟电子技术基础、工厂供配电技术、电工 

电子与电机拖动技术、机床电气控制技术、电机与变压器技术 

●（053）计算机网络技术（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熟练掌握计算机网络规划、建设、安全、应用等知识以及使 

用技能的专门人才。使受教育者具备设计、实现、管理和维护多平台、 

跨地域、包含多种网络设备的中大型规模计算机网络的实务技能，并掌 

握丰富的网络技术知识。同时，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相应 

的综合职业素质。 

主要课程：线性代数、离散数学、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基础、计算机 

网络工程、图形艺术设计、网络设备应用、JAVA 程序设计、网页设计、 

数据库系统原理、Web 开发技术 

 

●（054）计算机信息管理（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信息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应用型专科人才。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计算机组成原理、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程序设计、网页设计与制作、基础会计、计算机网络基础、管理学、电 

子商务、管理信息系统 

●（055）安全技术管理（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适应经济发展和新型工业建设需要的、有一定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管理方面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了解当代安全生产管理发展现状及 

中国安全生产管理监督、法律法规和基本制度，能胜任生产经营单位和 

相关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实际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现代企业管理、管理学、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管 

理信息系统、质量管理学、安全生产技术、安全生产法及相关法律知识、 

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 

●（056）安全技术管理（矿 ft 安全方向）（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建设需要的，有一定煤矿安全生产管 

理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了解当代安全生产管理发展现状及我国安全生 

产管理监督、法律法规和基本制度，能胜任煤矿生产经营单位和相关安 

全生产监察管理机构工作的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现代企业管理、管理学、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管 

理信息系统、质量管理学、煤矿安全生产技术、安全生产法及先关法律 

知识、采煤概论、煤矿安全生产典型事故案例分析 

●（057）市场营销（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掌握营销、管理、经济、法律等方面知识，具有市场调查及 

市场运作与管理的知识技能，能在企业从事市场营销业务，或在管理教 

学科研以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的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市场营销学、管理学、谈判与推销学、公共关系学、服务营 

销、客户关系管理、国际贸易、广告学、政治经济学、高等数学、基础 

会计 

●（058）物流管理（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适应 21 世纪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需要，专业技术好、能 

力强、素质高、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和具有管理学、经济学和信息技术 

基础知识，熟悉相关法规，掌握现代物流管理理论，能运用信息管理的 

方法、手段，在物流管理领域从事全过程策划、管理和物流信息化工作 

的高级复合型管理人才。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管理学、物流管理学、基础会计、西方经济学、 

商品学、电子商务、企业生产物流管理、物流工程技术、管理信息系统、 

网络营销 

●（059）会计（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现代管 

理理论、现代会计理论、技术与方法，能胜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会 

计工作、审计工作与财务管理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 基础会计、审计学、政治经济学、财务会计学、电算化会计、 

货币银行学、数据库系统原理、成本会计、高等数学、经济法、经济统 

计 



●（060）金融管理与实务（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综合素质高、应 

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强的金融复合型人才。通过本专业的学习能够胜任商 

业银行、保险、信托、投资、证券等金融机构的工作。 

主要课程：货币银行学、政治经济学、经济法、管理学、基础会计、国 

际贸易、国际金融、审计学、国际投资学、金融投资学、商业银行经营 

管理 

●（061）工商企业管理（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学生具备管理、经济、法

律及工商企业运作等方面的知识和 能力，掌握现代工商管理理论和方法

，适应 21 世纪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能在工商企业及经济管理机构从事

管理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管理学、经济法、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学、 

生产运作管理、管理信息系统、基础会计、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高等数学 

●（062）会计电算化（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能够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中介机构从事财务会计、 

审计、统计和财务管理实务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 基础会计学、财务会计学、管理会计学、电算化会计、程序 

设计、数据库系统原理、成本会计、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经济法、预 

算会计 

●（063）金融保险（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经济建设需要的保险方面的、 

综合素质较高的、应用能力较强的应用型人才，熟悉市场营销的基本方 

法和技能。通过本专业的学习能够胜任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及银行、 

信托、投资、证券等金融机构的工作。 

主要课程：政治经济学、线性代数、基础会计、管理学、高等数学、保 

险学、人身保险、市场营销学、经济法、财产保险、货币银行学 

●（064） 工商企业管理（质量技术监督管理方向）（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产品质量监测控制技术和监督管理知识，具有复合 

知识结构和较高的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的现代管理人才。学生毕业后 

能到相关单位从事产品质量的分析检测、安全评价、监督管理、品质控 

制和专业职能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主要课程：制造工艺学、计量学基础、质量管理学、食品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高等数学、管理学、宏观质量管理、标准化基础、国际贸易、人 

力资源管理、西方经济学 

●（065）公共卫生管理（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掌握公共卫生专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具 

有分析影响人群健康的各种因素和疾病流行规律以及处理公共卫生突发 

事件的能力的公共卫生管理人才。 

主要课程：生理学、生物化学、医学免疫学、卫生微生物学、流行病学、 

少儿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环境卫生学、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 

社会医学、卫生事业管理学 

●（066）药学（药事管理方向）（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学生在实际工作中能够有效运用药学知识，按照国家的药事 

法规从事医药工商经营和管理运作，具有理论分析和实务操作的基本能 

力。毕业后能为医药行业的生产和流通业企业提供决策，进行有效的管 

理工作。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西方经济学、基础财务会 

计、药物化学、药事法规、药剂学、药事管理学、药理学、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 

●（065）中药（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具备中药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以及与其相关的 

中医学、药学等方面的知识能力和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一定的独 

立工作能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主干课程：高等数学、中医学基础、中药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生 

理学、中药药理学、中药化学、中药药剂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 

●（066）护理（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具有中等学历护理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学生经 

过系统的公共基础、医学基础、护理专业基础和临床护理知识和技能的 

学习，成为我国卫生事业领域的具有扎实的医学基础理论、护理专业知 

识和临床护理能力的专科护师。 

主要课程：生理学、药剂学、生物化学、药理学、诊断学、护理学导论、 

护理伦理学、护理学基础、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护理心理学 

●(067)药学(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 

识和一定的独立工作能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分析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生理学、生物 

化学、药理学、药物化学、药物分析、生药学、药剂学 

●（068）旅游管理（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理论基础扎实、知识面宽、专

业能力强、业务素质高并且富 有时代特征和创新精神,具有旅游管理专

业知识，能在各级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旅游企业从事旅游管理工作的

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旅游学概论、旅游经济学、旅游市场学、旅行社经营管理、 

旅游法学、导游业务、饭店前厅与客房管理、旅游心理学、管理学、饭 

店餐饮管理、饭店服务管理 

●（069）人力资源管理（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及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能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工作的工商管理学 

科的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招聘与筛选、薪酬管理、政治 

经济学、生产运作管理、管理学、高等数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法、雇 

员流动管理 

●(070)劳动与社会保障（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的专门人才应具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理论和知识、熟练的社会 

调查技能和较强的社会工作能力，能在社会保障部门、社会团体组织、 

社会福利和服务机构、基层政权和社区从事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研究、 

社会行政管理、社区发展与管理、社会服务、评估与操作等工作。 

主要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心理学、管理学、社会调查方法、社会保 

障概论、社会保障法、社会福利思想、社会政策、社会行政、社会救济、 

社会工作概论 

●(071)社会工作（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掌握基本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和专业工作方法，并具有良好 

的职业道德水准的专门人才。毕业生适合在企业单位、福利慈善机构、 

社会公益团体、社区等社会组织从事各类具体的社会服务或管理工作。 

主要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心理学、社会问题研究、社会调查方法、 

社会工作概论、社会保障概论、社会福利思想、社会政策、管理学、个 

案工作、社会行政 

●（072）行政管理（高起专） 

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必需的行政管 

理知识，熟悉行 政管理规范（乡镇建设的方针政策），了解一些相关的 



管理知识（农业先进科学技术），重点面向基层的应用型行政管理（乡 

镇管理）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政治学原理、社会学概论、行政管理学、公共组织财务管理、 

市政学基础、社会政策、当代中国政府与行政、公共危机管理、法学基 

础、政府经济学、电子政务 

●(073) 文秘（高起专） 

该专业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素养、掌握现代化管理手段的复合型高级信息 

管理、档案管理和文秘人才。毕业生适宜到信息资源管理、档案管理部 

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从事信息管理、档案管理、行政管理、文秘 

工作和相关的研究工作，也可从事新闻、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主要课程：档案管理学、电子文件管理、电子政务、档案文献编纂学、 

秘书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管理现代化、信息学概论、档案学概论、 

文化产业概论、管理学 

●（074）文化事业管理（高起专） 本专业重在培养既有纵贯古今的文化

视野和策划经营的文化理念，同时 也要具有现代产业意识和经营思路

的“复合型”人才。学生毕业后既能 

从事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管理方面的理论研究，又能在政府宣传文化系 

统、文化管理部门和文化产业各行业的综合管理层中从事相关的实际工 

作。 

主要课程：文化产业概论、动漫产业、文化资源整理与评估、传媒经营 

管理、人文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文化经济学、文化市场与营销、管理 

学、人力资源管理、广告学、国际贸易 

●(075)法律事务(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能在公、检、法、司、行政以及公证、财税、金融部门中从 

事法律实际工作，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法律人才。 

主要课程：法理学、宪法学、民法总论、民法分论、刑法总论、刑法分 

论、民事 

●(076)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建造各类水利水电工程及其相关行 

业的生产、服务、管理等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 

应用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工程制图、工程测量、管理学、工程力学、工程 

地质、工程水文及水力计算、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工程项目管理、工程 

经济学、房屋建筑学 



●（077）食品质量与安全（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培养具有食品检测和安全管理能力的 

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食品加工与保藏学、食品添加剂、食品 

卫生学—原理与实践、食源性病原学、食品理化检验、分析化学、食品 

毒理学、食品营养学、营养与疾病、食品免疫学、食品化学、食品标准 

与质量管理、食品物流学、食品环境学、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078）电厂热能动力装置（高起专） 

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能源和电力建设发展需要，具有一定的热工基本理 

论知识，掌握现代化电厂管理、运行的基本知识及火电厂热力设备、热 

力系统方面专业知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职业技术型人才。 

主要课程：大学物理、机械制图、工程力学、热力发电厂、传热学、热 

能与动力测试技术、锅炉原理、汽轮机原理、热工自动控制系统、泵与 

风机、大型汽轮机运行 

●（079）热能与动力工程（专升本）） 

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能源和电力建设发展需要，系统掌握热工基本理论， 

火电厂管理、运行等基本知识及热力设备、热力系统及监控等有关专业 

知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技术人才。 

主要课程：工程流体力学、工程力学、工程热力学、传热学、锅炉原理、 

汽轮机原理、热力发电厂、泵与风机、电厂热工自动控制系统、大型机 

组运行 

●（080）热能与动力工程（内燃机方向）（专升本） 

本专业方向主要讲授内燃机及车辆动力配置方面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 

面向汽车、内燃机发电机组、船舶和机车动力、摩托车、内燃机及零部 

件生产、销售、维护等公司和部门，培养能够从事设计、研究、应用、 

维修、管理工作的内燃机专业技术人才。通过学习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 

程，能够掌握内燃机及车辆动力配置的专业基本知识，掌握内燃机设计、 

运行、操控的原理和方法，满足本领域专业人才的要求。 

工程流体力学、工程热力学、传热学、内燃机构造、内燃机原理、内燃 

机设计、内燃机测试技术、内燃机制造工艺学、内燃机燃烧学、内燃机 

排放控制技术、车用发动机电子管理系统、汽车理论、内燃机增压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