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特色专业：

土木工程

电气工程及真自动化

机械设计制造及真自动化

船舶与海洋工程

公共事务管理

二、 院校介绍

推荐指数女六六六食

推荐指数六六六六六

推荐指数六六六六六

推荐指数六六六六六

推荐指数六六六六六

理工科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新中国专业化工程师摆篮

大连理工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 也是国家
”

211工程
”

和哈85工程
”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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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领社会冈尚为宗旨， 勇于担当

社会责任， 服务国家， 造福人类。 学校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 已形成以理工为主， 理 、

工 、 经、 营、 文、 法、 吉、 艺术等协调发展的多学科体系。 真综合实力位于全国高等院校前列。

目前， 学校正以建设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 紧紧抓佳国家
”

双一流
”

建设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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躇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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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晶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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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网络高等学历教育在校生近10万人。

三、 招生页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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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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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科起点本科须具备国民教育系列专科或专科以上毕业证书。

报i卖专升本层次的学生， 报i卖时年龄须满20周岁。

春季注册学生， 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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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前置毕业证书取得时间不得晚于当年8月31日。

常州武进学习中心/1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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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各地，在武进区武南路518号武进人力资源市场三楼308室。

报名须知：报名者（含申请免试入学者）须持本人二代身份证、 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2份（

A4t氏） I 2寸照片3张（近期免冠正面蓝底同版）， 到当地远程教育学习中心报名。 当地

远程教育学习中心按照规定的学历条件逐一审查合格后， 学生填写《学生报名登记表》和

签署《承诺书》。 对报名的学生（含免试入学者）， 学习中心完成真身份证 、 毕业证书原

件扫描和电子照片采集工作。 所高报名入学者必须提供真实、 高效的证件办理注册手续并接受审

核。

五、 招生专业

层次 招生专业 学位类型 学结 学制 学习期限

水利水电工程

电气工程及真自动化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道桥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真自动化

专升本 81 2.5 年 2.5-4 年

栅戒设计制造及真自动化（起

重机，1戒万向）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工程 管理

工商管理

管理学

公共事业管理

物流筐里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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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2. 5年修完学业可申请毕业（不合发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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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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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入学万式

免试入学及 条件：

专升本：凡真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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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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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卖我校网络教育者， 免试入学。

测试入学：

凡不符合上述免试入学条件者， 均须报名参加由大连理工大学命题并组织的入学测试。

测试科目：大学英语和高等数学。

考试方式：机考。

考试地点：常州市武进区武南路518号武进人力资源市场三楼308室。

t、 入学资帽审核

技教育部规定， 招收网络教育专科起点本料的学生 （含免试入学者）， 必须按照规定的相应学历条

件报名入学。 所高报名入学者必须提供真实 高效的证件接受审核与办理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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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关后果由报名者全部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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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或真指定的代理机构办理学历认证报告。

八、 景眼、 交费、 选i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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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学生报名的学习中心打印录取通知书。

交费：采用网上银行方式交费。 新生第 学期交不低于30学分学费， 第二学期交纳20学分学费，第

三学期交纳余额部分。

选i果：新生入学， 由当地学习中心按照学校开课计划为学生进行集体选i栗。

注册：被正式录取的学生在交纳首期学费后， 学院将对真进行学籍注册。

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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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果件学习＋教材自学＋网上导 

学＋网上答疑讨论＋课程作业＋模拟试题自测＋学习中，L号学辅导＋集中考试＋毕业论文（大作

业）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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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关 规定办理中目应课

程 的免修、免考。

第二学历免修：凡真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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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目同学历层次已经学过的同

科目名称的公共墓础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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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础课实施的全国统一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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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考科目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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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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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语（（）、 计算机应用基础
成人高考）科目中没再

”

大学语文
”

或
”

高
艺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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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真白专业 大学英语（B）、 计算机应用基础

中目关政策详见中国现代远程与继续教育网：http://www.cdce.cn

＋－、 毕业证书、 学位证书

专科起点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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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通过全国高校网络

教育考试委员会组织的《大学英语的和《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全国统考， 可获得加注网络教

育的大连理工大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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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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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斤规定政策为准。

十二、 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样本

毕业证书样本

普通高等学校

i
←一一－

与豆且�妇巳斗多 ｜ 片

学生 连远程 －九八0年

本
1，多元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 成绩合格，准予毕业 ．

主（院）长 2导 机

证书编号： 二0二0年七月十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百部学历证书圭询网扯 htlpcl/www.,hsi.四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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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学位证书样本

比肘队附

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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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Of 1ECHNOLOGY 

学士学位证书

另起岸

运远袍 ， 勇 , 1980 年 1月 10日生。

在 式建理工且是单（周挣钱贸）土品工程 专业完成了

本科学习计划， 依据《中华
、

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经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授予 工学 学士学位。
．‘ 
毛4
«i 
制
相
毛q
"' 

«i 
制
制\) 学…：�：£：二哥车跑

证书编号：101414XXXXXXXXXX xxxx 年 xx 月 xx 日

（成人高等数商本科毕业集）

本招生筒童在执行过程中， 如遇国家教育部新出台政策，f安教育部的新政策执行。

＋三、 联系万式

报名地址：常州市武进区武南路518号武进人力资源市场三楼308室。

咨询电话：0519-85581765
、 85581766

联系人：顾老师 、 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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