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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 自强不息 厚德笃学 知行合一

特色专业：

土木工程 推荐指数 ★★★★★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推荐指数 ★★★★★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推荐指数 ★★★★★

水利水电工程 推荐指数 ★★★★★

工商管理 推荐指数 ★★★★★

院校介绍

理工科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新中国专业化工程师摇篮

大连理工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

重点建设高校，也是世界一流大学 A类建设高校。学校以培养精英人才、促进科技

进步、传承优秀文化、引领社会风尚为宗旨，秉承“海纳百川、自强不息、厚德笃

学、知行合一”为基本特质的大工精神，致力于创造、发现、传授、保存和应用知

识，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服务国家，造福人类。学校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本科

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并重，已形成以理工为主，理、工、经、管、文、法、哲、艺

术等协调发展的多学科育人体系。面向未来，学校将传承大工红色基因，发扬大工

精神，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建设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践行“四个服

务”历史使命，深化综合改革，强化内涵特色，努力推动学校发展实现新的历史跨

越。

大连理工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秉承“海纳百川、自强不息、厚德笃学、知

行合一”为主要特质的大工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以“规

范管理，提高质量，突出特色，创建品牌”为指导思想，依托学校雄厚的学科及师

资力量，坚持产教融合开展工科特色的网络高等学历教育与学科交叉的非学历教育。

1、招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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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 招生专业 学位类型 学分 学制及

学习期限

入学测试

科目

专升本 水利水电工程 工学 81 学制：2.5 年

学习期限：

2.5-4 年

大学英语

高等数学

思想政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道桥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船舶与海洋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起重机械方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

程

工程管理 管理学

工商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

物流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金融学 经济学

高起专

（仅限

辽宁省）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无 80 学制：2.5 年

学习期限：

2.5-4 年

英语

数学

思想政治

建筑工程技术

建设工程管理

工商企业管理

注：高起专、专升本层次最短学习期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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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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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招生简章在执行过程中，具体招生专业设置以学习中心的当季授权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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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生对象

我校现代远程教育以在职、从业人员的学历教育为主。报考工科专业的学生应

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工作，具备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本专业实习和实践工作的

能力。

报读专升本层次的学生，报读时年龄须满 20 周岁，须具备国民教育系列专科或

专科以上毕业证书。

报读高起专层次的学生，报读时年龄须满 18 周岁，须具备高中、中专、技校或

以上学历的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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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注册学生，其前置毕业证书取得时间不得晚于当年 8月 31 日。

3、报名办法

全年组织报名，春秋两季注册

春季注册为 3月，秋季注册为 9月

报名地点：大连理工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授权招生的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

心。

授权学习中心查询：

方法①: http://www.open.com.cn——【服务大厅】——【权威查询】——【高

校授权查询】——【大连理工大学】

方法②: http://ce.dlut.edu.cn——【学习中心】——【学习中心查询】

报名资料

报名者（含申请免试入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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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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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试入学及条件：

高起专：凡具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以上毕业证书或参加最近一次全国普通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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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高考或全省三校生统一考试，其成绩达到考生本省专科控制分数线以上者（需

提供准考证及成绩单）。

专升本：凡具有国民教育系列本科以上毕业证书或参加全国专升本成人高考或

全省普通专升本考试，其成绩达到考生本省本科控制分数线以上者（需提供准考证

及成绩单）。

我校网络教育专科或本科毕业生继续报读我校网络教育者，免试入学。

测试入学：

凡不符合上述免试入学条件者，均须参加由大连理工大学命题并组织的入学测

试，每门课程 3次考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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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春季入学测试截止时间：2022 年 2 月 28 日

2022 年秋季入学测试截止时间：2022 年 8 月 30 日

考试地点：大连理工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授权招生的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

心。

入学测试模拟试题查询：

方法①：https://www.open.com.cn——【服务大厅】——【常用下载】——【入

学测试模拟题下载】——【大连理工大学】

方法②：http://ce.dlut.edu.cn——【招生信息】——【入学测试】——【入

学测试模拟题】

6、入学资格审核

按教育部规定，招收网络教育高中起点专科和专科起点本科的学生（含免试入

学者），必须按照规定的相应学历条件报名入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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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高级中等教育毕业或者不具有同等学力者不能取得专科入学资格；未获得国

民教育系列高等专科毕业证书者不能取得专科升本科入学资格。凡持不符合规定的

毕业证书报名者，一经查出，则取消学籍，其相关后果由报名者全部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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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法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查询到的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学生本人

可通过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或其指定的代理机构办理学历认

证报告。

7、 录取、缴费、选课、注册

录取：大连理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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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择优录取，学生可通过报名的学习中心打印

录取通知书。

录取查询：

方法①：学生可登录奥鹏教育 OCES 学生平台通过【个人中心】——【录取信息】

功能查询

方法②：http://ce.dlut.edu.cn——【招生信息】——【录取查询】

缴费：学生本人通过网上银行进行缴费。建议新生第一学期缴纳 40 学分学费，

第二学期缴纳余额部分。

选课：新生入学，由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按照学校开课计划为学生进行集体

选课。

注册：被正式录取的学生在缴纳首期学费后，学院将对其进行学籍注册。

学生学籍查询：

方法①：学生可通过登录奥鹏教育 OCES 学生平台的【个人信息】栏查询学生的

学籍状态

方法②：http://ce.dlut.edu.cn——【招生信息】——【学籍查询】

开学时间: 春季 2022 年 3 月 30 日 秋季 2022 年 9 月 30 日

8、教学及学习

教学模式：大连理工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为业余学习形式，教学环节由课件学习+

教材自学+网上导学+课程问答+课程作业+模拟试题自测+学习中心导学辅导+集中考

试+毕业论文（大作业）组成。

平时成绩约占总评成绩比重：40%，其中学习过程成绩占 20%（特殊课程除外）。

弹性学制：采用学分制和弹性学习年限。

免修免考：符合条件的学生可按大连理工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有关规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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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应课程的免修、免考。

第二学历免修：凡具有国民教育系列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或我院网络高等教

育）本科学历的学生，提供毕业证及成绩单原件的扫描件可申请免修我院教学计划

中的相同学历层次已经学过的同科目名称的公共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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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理工大学专科起点本科学生的统考科目如下：

适用专业 统考科目 备注

全部专业

大学英语（B）、

计算机应用基

础

报读大连理工大学网络学历教育的专科起点本科

学生，如不符合统考免试条件，都需参加统考，统

考科目为：大学英语（B）、计算机应用基础。

相关政策详见 CDCE 中国远程与继续教育网：http://cdce.moe.edu.cn

10、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专科起点本科：凡在规定毕业期限内缴清学费及修完本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全

部学分，并通过全国高校网络教育考试委员会组织的《大学英语 B》和《计算机应

用基础》课程全国统考，可获得加注网络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教育

部电子注册（证书编号中办学类型代码为 7），国家承认学历。达到学士学位授予条

件者，由学生本人申请，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及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讨

论通过后，可获得加注网络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

证书。

高中起点专科：凡在规定毕业期限内修完本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学分，可

获得加注网络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专科毕业证书，教育部电子注册（证书编号中办

学类型代码为 7），国家承认学历。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签章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毕业证书及学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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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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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重点专业课程设置

专
升
本

土木工程

工程力学（二）、房屋建筑学、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

工程抗震、高层建筑结构、建筑设备工程、建筑施工、工

程估价、工程项目管理等

土木工程（道桥方

向）

工程力学（二）、钢筋混凝土结构、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交通运输工程导论、道路勘测设计、桥梁工程、桥涵水文、

工程项目管理、道桥施工、钢结构、路基路面工程等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

电路理论、自动控制原理、电机与拖动、电力电子技术、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电力系统分析、楼宇自动化、电力系

统继电保护、发电厂电气部分等

水利水电工程

工程力学（二）、工程水文学、水力学、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钢筋混凝土结构、工程项目管理、钢结构、水利水能

规划、水工建筑物、水电站建筑物、水利工程施工等

船舶与海洋工程

船舶与海洋工程概论、船舶制图、船舶与海洋工程静力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结构物 CAM、ACAD 船舶工程应用、船舶设

计原理、船舶与海洋结构物结构强度等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

电工及电子技术、机械设计基础、机械加工基础、机械制

造技术基础、液压传动与控制、数控技术、机电传动与控

制、机械制造自动化技术、机械制造装备设计、画法几何

与机械制图、机械原理等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起重机械

方向）

工程力学（二）、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机械加工基础、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液压传动与控制、机械设计基础、机

械原理、起重机械、机械制造装备设计、机械制造自动化

技术、起重机金属结构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

网络技术、Java 程序设计、编译原理基础、数据挖掘、人

工智能等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

用工程

热质交换与设备、工程热力学、暖通空调、供热工程、建

筑制冷技术、流体输配管网、燃气输配、热泵及其应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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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通风和洁净技术、建筑热源等

工程管理

运筹学、财务管理、土力学与地基基础、工程经济学、结

构设计原理、工程估价、工程项目管理、建筑施工、房地

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股价、工程招投标及合同管理等

工商管理

管理学、运筹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组织行为学、企

业管理、国际金融、人力资源管理导论、战略管理、国际

贸易、现代企业物流管理、商务英语写作等

公共事业管理

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管理学、公共政策分析、管理沟通、

组织行为学、社会保障及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学、行政管

理、社会学原理与方法、电子政府与电子政务、领导科学、

创新思维与创新管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

物流管理

管理学、运筹学、国际贸易、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导论、物流信息管理、现代企业物流管理、供

应链管理、物流成本管理、运输与配送管理、物流自动化

等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导论、劳动关系管理、组织行为学、

人才测评理论与方法、招聘与录用、薪酬与绩效管理、劳

动法等

金融学

管理学、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金融市场学、证券投资

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投资银行学、金融风险管理、保

险学等

高
起
专

建筑工程技术

土木工程概论、建筑制图、测量学、工程力学（一）、建

筑材料、结构设计原理、土力学与地基基础、建筑施工、

工程项目管理、建设工程法规、工程招投标及合同管理等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

术

电气工程概论、电路分析基础、模拟电子线路、数字电路

与系统、计算机原理、电机学、高电压技术、电气制图与

CAD、楼宇自动化、电力企业管理、新能源发电等

工商企业管理
税法、管理学、基础会计、经济学、管理沟通、外贸函电、

劳动法、公共关系学、国际商法、国际贸易、公司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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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电子商务（管理类）等

建设工程管理

管理学、建筑制图、工程力学（一）、房屋建筑学、土木

工程概论、工程估价、建筑施工、测量学、建筑材料、工

程项目管理、基础会计、建设工程法规等

注：以上部分课程设置内容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执行的教学计划为准

12、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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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询与联系

奥鹏教育服务热线：400-810-6736

奥鹏教育网址：http://www.open.com.cn

大工在线：http://ce.dlut.edu.cn

大连理工大学招生热线：400-655-6087（服务时间：7:00—22:00）

大连理工大学服务热线：400-655-6088（服务时间：7:00—22:00）

支持服务 QQ 号码：2885220889（服务时间：工作日）

支持服务信箱：ycfw@dlut.e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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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ope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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