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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训“知行”

特色专业：

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方向） 推荐指数 ★★★★★

土木工程 推荐指数 ★★★★★

物流管理 推荐指数 ★★★★★

院校介绍

北京交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211 工程”“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

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和具有研究生院的全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高校。2017

年，学校正式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将围绕优势特色学科，重点建设“智

慧交通”世界一流学科领域。

北京交通大学是教育部批准的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院校之一。北京交通大学远

程与继续教育学院是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的专门机构，围绕交通、管理和信息等特

色、优势学科资源开展网络教育。按照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北京交通大学远程与

继续教育学院面向全国开展网络学历教育招生。

奥鹏教育介绍

奥鹏远程教育中心（简称奥鹏教育），是教育部门批准成立的远程教育内

容服务运营机构。基于自主研发的 OES 教 智能化云教育平台（OpenX 一体化云

学习平台），以灵活、便捷、个性化的技术手段，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

提供数字化学习机会和全天候一站式学习支持服务。

目前，奥鹏教育已与国内数十余所著名高校开展远程学历教育合作，在全国

建立 1800 多家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竭力为每位学子提供不同层次和专业、

定制化的学历教育服务。

200 多万名学员共同见证，人人都有机会“比别人更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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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授权学习中心及招生专业

所在

省份
学习中心名称 授权专业 层次

学习

期限

入学考

试科目

安徽

省

合肥长风教育

投资有限公司

奥鹏远程教育

学习中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

会计学、物流管理、交通运输

（城市轨道交通方向）、交通

运输（交通运输管理方向）、

土木工程、机械工程、通信工

程

专升

本

2.5-5

年

大学英

语

高等数

学

北京

市

北京理工大学

房山分校奥鹏

远程教育学习

中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

会计学、交通运输（城市轨道

交通方向）、土木工程

北京市西城区

图书馆培训学

校奥鹏远程教

育学习中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

会计学、交通运输（城市轨道

交通方向）、土木工程

奥鹏远程教育

北京崇文学习

中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

会计学、物流管理、交通运输

（城市轨道交通方向）、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铁道电气化

方向）、土木工程、机械工程、

北京市海淀区

华宏现代管理

培训学校奥鹏

远程教育学习

中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

会计学、交通运输（城市轨道

交通方向）、土木工程

广东

省

奥鹏远程教育

广州学习中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

会计学、物流管理、交通运输

（城市轨道交通方向）、交通

运输（交通运输管理方向）、

土木工程、机械工程、通信工

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铁

道电气化方向）

河北

省

承德广播电视

大学奥鹏远程

教育学习中心

交通运输（交通运输管理方

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铁

道电气化方向）、土木工程、

通信工程

奥鹏远程教育

石家庄学习中

心

物流管理、交通运输（城市轨

道交通方向）、交通运输（交

通运输管理方向）、电气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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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自动化（铁道电气化方

向）、土木工程、机械工程、

通信工程

河南

省

河南广播电视

大学奥鹏远程

教育学习中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

会计学、物流管理、交通运输

（城市轨道交通方向）、交通

运输（交通运输管理方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铁道电

气化方向）、土木工程、机械

工程、通信工程

江苏

省

奥鹏远程教育

南京学习中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

物流管理、交通运输（城市轨

道交通方向）、交通运输（交

通运输管理方向）、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铁道电气化方

向）、土木工程、机械工程、

通信工程、车辆工程（机车车

辆方向）、自动化（交通信号

与控制方向）

内蒙

古自

治区

内蒙古巴彦淖

尔市广播电视

大学奥鹏远程

教育学习中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

会计学、物流管理、交通运输

（城市轨道交通方向）、交通

运输（交通运输管理方向）、

土木工程、机械工程、通信工

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铁

道电气化方向）

山西

省

忻州职业技术

学院职业技术

培训中心奥鹏

远程教育学习

中心

会计学、物流管理、交通运输

（城市轨道交通方向）、交通

运输（交通运输管理方向）、

土木工程

榆次区新思维

培训学校奥鹏

远程教育学习

中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

会计学、物流管理、交通运输

（城市轨道交通方向）、交通

运输（交通运输管理方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铁道电

气化方向）、土木工程、机械

工程、通信工程

陕西

省

奥鹏远程教育

西安学习中心

物流管理、交通运输（城市轨

道交通方向）、交通运输（交

通运输管理方向）、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铁道电气化方

向）、土木工程、通信工程、

自动化（交通信号与控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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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市

奥鹏远程教育

上海学习中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

会计学、物流管理、交通运输

（城市轨道交通方向）、交通

运输（交通运输管理方向）、

土木工程、机械工程、

天津

市

天津广播电视

大学奥鹏远程

教育学习中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会计学、

物流管理、交通运输（城市轨

道交通方向）、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铁道电气化方向）、

土木工程、机械工程

浙江

省

奥鹏远程教育

宁波学习中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

会计学、交通运输（城市轨道

交通方向）、交通运输（交通

运输管理方向）、土木工程、

机械工程、通信工程

奥鹏远程教育

杭州学习中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

会计学、交通运输（城市轨道

交通方向）、交通运输（交通

运输管理方向）、土木工程、

机械工程、通信工程

重庆

市

重庆广播电视

大学九龙坡分

校奥鹏远程教

育学习中心

物流管理、交通运输（城市轨

道交通方向）、交通运输（交

通运输管理方向）

注：

1、最短学习期限为 2.5 年，即从教育部学籍正式注册时间开始算起（通常春季

为 3月 1日；秋季为 9月 1日），2.5 年修完学业可申请毕业（不含发证时间）。

最长学习期限为 5年，达到最长学习期限仍未满足毕业条件的学生，学籍将被注

销。

2、由于教育部、省教育厅批准各院校在不同省份招生的专业、层次不同，各学

习中心具体可招生专业、层次，以院校当批次授权书为准。

2．招生对象

报考专科起点本科的考生须具有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或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大学专科（及大专以上）毕业证书

春季注册学生，其前置毕业证书取得时间不得晚于当年 2月 28 日

考生应具备上网学习的条件，且能够保证参加网络学习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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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业均面向社会招生

3．报名办法

春季注册为 3月

招生报名开始时间：2020 年 10 月

春季课程开始学习时间：2020 年 12 月

报名地点: 北京交通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授权本次招生的奥鹏远程教育学

习中心。

（具体查询奥鹏教育网站： http://www.open.com.cn——【服务大厅】——【权

威查询】——【高校授权查询】——【北京交通大学】）

报名须知: 报名者（含申请免试入学）须持本人二代身份证、毕业证书原件、2

寸证件照电子版（免冠、正面、彩色、蓝底），到当地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报

名。学习中心按照规定的学历条件逐一审查合格后，完成学生身份证、毕业证

书原件扫描和电子照片采集工作。所有报名入学者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证件

办理注册手续并接受审核。完成报名后，学生需在《学生报名登记表》上签字

确认。

免收报名费、入学测试费

4．入学方式

免试入学：

符合以下免试条件者，持相关证件或证明材料，可免试入学：

考生参加 2020 年全国成人高考，考分达到规定的分数者可以免试入学。

考生须在现场报名确认时办理免试入学的相关手续，过时不再办理

测试入学：

凡不符合上述免试入学条件者，均须报名参加由北京交通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

院命题并组织的入学测试

5．入学测试

考试方式：机考（请联系当地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2020 年春季入学测试截止时间：2020 年 2 月 28 日

考试地点: 北京交通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授权本次招生的奥鹏远程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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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中心

入学测试模拟试题可登录奥鹏教育网站（http://www.open.com.cn——【服务大

厅】——【常用下载】——【入学测试模拟题下载】——【北京交通大学】）查

询

6．入学资格审核

按教育部规定，招收网络教育专科起点升本科的学生，必须按照规定的相应学历

条件报名入学（含免试入学）。严禁未获得专科毕业证书者取得专科起点升本科

入学资格。所有报名入学者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证件接受审核与办理注册。若

学员所提供的毕业证书无法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www.chsi.com.cn）上

得到确认，学员须出具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所提供的合格

验证报告，方可具备入学资格。凡持不符合条件的毕业证书（如伪造证书、非国

民教育系列证书、地方颁发只在地方承认的证书、未按教育部规定进行电子注册

的高等教育毕业证书等）报名者，一经审核查出，即做取消学籍、追回在学证件

处理，由此造成的费用损失等责任，均由学生本人负责

7．录取 交费 选课 注册

凡符合报名条件并被择优录取的学生，被录取后，请到奥鹏远程教育中心下载和

打印录取通知书，办理入学手续。

新生交费：采用网上银行方式交费，学生须在选课截止前交费。

教材：学院按照学期教学计划提供课程教材信息，由奥鹏远程教育心中心组织学

生自主订购

选课：新生入学，由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按照学校教学计划为学生进行集体选

课

注册：北京交通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对参加入学测试及免试学生的入学资格

再次审核后，为符合要求的学生发放录取通知书。被正式录取的学生在交纳首期

学费后，学院将对其进行学籍注册。学生可通过登录学生平台查询学生『个人信

息』的学籍状态栏了解

8．教学及学习

http://www.chs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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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网络课件以及配发的纸质教材、导学材料、课件光盘等教

学资源，进行网上自主学习、提交作业、预约考试等。同时，可通过 BBS、电子

邮件、直播课堂等多种形式参加实时或非实时辅导答疑和讨论

采用学分制，弹性学习期限。学生可自主地掌握学习时间和学习地点

学院组织课程考试，学生在所属学习中心参加考试。专升本层次的学生还需参加

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全国统一考试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比重：约 30%，其中学习过程占比 5%（特殊课程除外）

免修和免考的条件及办理：按北京交通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有关规定办理相

应课程的免修和免考

9． 统考

统考是指教育部对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实施的全

国统一考试。考试对象为现代远程教育试点普通高校的本科层次网络学历教育的

学生。

统考科目按不同学历起点和不同专业类别确定

专科起点本科学生的统考科目如下：

专业类别 统考科目 备 注

英语类
大学英语(A)、计算机应用基

础

专科起点本科教育入学考试(自主

考试或成人高考)科目中没有“大学

语文”或“高等数学”成绩的，按

不同专业须加试统考科目“大学语

文(B)”或“高等数学(B)”, 加试

科目的选择同高中起点本科学生的

专业分类。

艺术类
大学英语(C)、计算机应用基

础

其它专业
大学英语(B)、计算机应用基

础

相关政策详见中国现代远程与继续教育网：http://www.cdce.cn

10．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在学习期限内凡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取得相应的学分，（本

科学生还应通过教育部组织的网络教育部分公共课基础水平统考），完成毕业实

习报告或毕业设计且成绩合格者，即可获得由北京交通大学颁发的《北京交通大

学毕业证书》，注明网络教育，国家承认学历，并进行电子注册

http://www.cd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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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位英语考试并满足《北京交通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关于授予本科毕业

生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工作细则》条件者，可获得北京交通大学颁发的成人学

士学位证书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签章单位：北京交通大学

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式样以学生毕业时教育部当年最新规定政策为准

11．重点专业课程设置

层次 专业名称 课程设置

专升本

物流管理

预测与决策分析、物流自动化、物流信息管理(本)、

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网络营销、商品学概论、人

力资源管理、企业物流管理、配送与配送中心、供

应链管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电子商务概论、采

购学等

工商管理

管理学原理、管理经济学、财务管理、财务会计、

企业战略管理、经济法、市场营销、管理运筹学、

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管理信息系统、电子

商务概论、质量管理等

会计学

管理学、高级财务会计、税法、管理会计、资产评

估学、审计实务、企业财务报告、证券投资、金融

学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计算机应用基础、离散数学、

现代远程学习概论、计算机应用基础(统考)、编译

原理、操作系统、汇编语言、计算机组成原理、数

据结构、计算机图形学、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软

件工程与实践、网页设计与制作、VB 语言程序设

计、网络管理与网络安全等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铁道电气化方

向）

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工程电磁场、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电机学、信号与系统、电力

系统故障分析、自动控制原理、电力电子技术、电

力系统继电保护、高电压工程、牵引供电系统、接

触网、远动技术、电传动控制系统、城市轨道交通

供电等

土木工程

材料力学、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钢结构设计原理、

建筑材料、地基基础、建筑施工、施工组织与概预

算、水力学、结构力学等

交通运输（城市轨

道交通方向）
城市规划、城市客运管理、交通需求管理、交通政

策法规、城市轨道交通客流分析、城市轨道交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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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与设计、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营管理、城市轨道

交通信息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统计分析、城市

轨道交通安全管理、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管理、

企业发展战略、城市轨道交通实践等

交通运输（交通运

输管理方向）

管理学、高速公路运营管理、交通运输概论、运输

经济学、交通工程学、管理信息系统、汽车运用基

础等

注：以上各专业的课程设置，随着学科建设和课程发展会有所调整，请报考考生

以教学计划为准

12．附件：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参考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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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鹏教育服务热线：400-810-6736

奥鹏教育网址：www.open.com.cn

本招生简章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教育部新出台政策，按教育部的新政策

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