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函授专升本

浙江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学校地址：杭州市朝晖六区潮王路 18 号　　　邮政编码：310014

学院网址：http://www.cj.zjut.edu.cn　　　电子信箱：cjxyzs@zjut.edu.cn

招生咨询电话：0571-88320197 88320109 88320108　　　传真：0571-88320109

招 生 简 章

院校代码 ( 浙江 )：427  



浙江工业大学是一所浙江省与教育部共建的浙江省属重点大

学、国家首批“2011 计划”入选高校、浙江省首批“省重点建设

高校”，综合实力稳居全国高校百强行列。学校师资力量雄厚，专业

特色明显，拥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38 个，浙江省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 14 个；专任教师 2522 人，正高级职称教师 510 人，副高级职

称教师 823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1799 人。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 26 个专业，其中依托

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3 个，依托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3 个。

学校简介

一、招生专业和考试科目

考试科类 专    业    名    称 全国统一考试科目

理工类

化学工程与工艺 *、土木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
机械工程 *、自动化 *、环境工程 *、软件工程 *、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 ∆、建筑学 *、网络工程 *、安全工程 *、
工业设计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车辆工程 *、食品
科学与工程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

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一）

经济管理类
工商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 *、财务管理 *、行政管理 *、
工程管理 *、金融学 *、物流工程 ∆ 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二）

药学类 药学 *

文史、中医类 汉语言文学 * 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注：1. 标注“*”的专业为依托国家一流专业，标注“∆”的专业为依托省一流专业。
　　2. 各专业主要课程结构请查看链接 http://www.cj.zjut.edu.cn/zykc 内容。

二、报考条件

考生必须是已经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毕业证

书或以上证书的人员。

三、报名方法

9 月初在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上报名，报名网址：https://cr.zjzs.net。

* 本省户籍考生凭有效居民身份证，原则上在户籍所在地的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报名，如因工作

原因确需跨市、县报名，须出具报名所在地的社保证明；外省户籍考生除了凭有效居民身份证外，

还需凭我省居住证或社保证明，在居住地或社保缴纳地的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报名。

* 常见问答详见 http://www.cj.zjut.edu.cn/zykc/cjwt。

* 成人高考预报名网址（限报校本部学生）：http://www.cj.zjut.edu.cn/ckbm；微信扫二维码：



四、考试和录取

1. 考试时间：10 月下旬（具体时间以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为准）。

2. 录取原则：根据省高校招生委员会划定的各批各类录取最低控制

分数线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择优录取。

3. 按照往年招生政策，年满 25 周岁以上的人员，录取时可增加 20

分投档；退役军人等符合免试条件的考生可申请免试入学。具体投档照

顾和免试录取政策请查阅报名网站 https://www.zjzs.net 公布的当年相

关文件。

4. 个别专业录取人数不足 15 人不开班，经征求考生意见后可转入

我校相同考试科类的其它专业，函授站人少不开班专业考生则转入校本

部或附近函授站。

* 全国成人高考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命题，每门课满分 150 分，三门课

总分 450 分，前五年理工类、经济管理类和药学类最低省控线均为 120 分。

五、学制、学分和学费

1. 学制：我校实行弹性学制，修业年限 2.5 年至 6 年。

2. 学分：我校实行学分制，专升本各专业至少 75 学分。

3. 学费：根据浙江省物价局、财政厅、教育厅 “关于调整成人高

等教育收费标准的通知” （浙价费 [2014]245 号）,  我校按学分制收费，

学费总额不高于学年制学费标准。各类专业学费为：专升本理工类和药

学类各专业 132 元 / 学分，总学费为 9900 元；专升本经济管理类和文

史类各专业 118.8 元 / 学分，总学费为 8910 元。

 * 参加杭州市总工会“资助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上大学活动”摇号摇中的

学员，可享受学费优惠：理工类和药学类各专业 900 元 / 人，经济管理类各

专业 810 元 / 人。

六、学习形式和考核方式

1. 学习形式：函授教育，通过个人自学、教师辅导，“线上 + 线下、

主讲 + 助教”双结合教学模式学习。授课教师原则上是浙工大教师，利

用晚上和双休日面向全省学生以线上直播授课为主，线下面授为辅组织

教学。

2. 考核方式：根据课程性质和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如一页开卷、大型作业和论文等，并根据到课率、作业和在线学习时长

等学习过程，按一定比例作为平时成绩计入课程总成绩。

七、学历和学位

被我校正式录取并注册的学生，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成绩合

格，符合毕业条件者，由浙江工业大学颁发经教育部电子注册的成人高

等教育毕业本科文凭。符合浙江工业大学有关学位授予条件者，可授予

学士学位。



八、全省函授站地址、联系电话和招生专业

 九、学校可为省内各企业、行业内部员工的学历提升提供统一组织的定单式培养，
具体事项请与浙江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联系。

注：1. 专业代码及委托培养专业请考生查阅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信息。
　　2. 简章中若有与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规定不一致之处，以浙江省教育考试院为准。

学习
形式 校本部及函授站 地    址 联 系 电 话 招  生  专  业

函授

校本部（浙工大朝晖
校区）

杭州市下城区潮王路
18 号

0571-88320197
     8832010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筑学、土
木工程、机械工程、安全工程、网络工程、化学工程与
工艺、食品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工商管理、财务管
理、工程管理、行政管理、金融学、物流工程、国际经
济与贸易、药学、工业设计、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车
辆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浙工大杭州联信上城
函授辅导站

杭州市上城区江城路
889 号

0571-87084953
18957110883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土木工程、药学、建筑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国际
经济与贸易、行政管理

浙工大浙江机电滨江
函授辅导站

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
528 号

0571-87772673 机械工程、自动化、工商管理、财务管理

浙工大萧山电大萧山
函授辅导站

杭州市萧山区南秀路
1398 号

0571-82665050
     82663950

财务管理、工商管理、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行政
管理、工程管理、土木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
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筑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浙工大杭科院西湖函
授辅导站

杭州市西湖区毛家桥
路 26 号

0571-8893510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工商管理、财务管理、
行政管理、土木工程

浙工大萧山技师萧山
函授辅导站

杭州市萧山区通惠南
路 448 号

0571-82660552
     8372089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行政管理

浙工大湖州信息南太
湖新区函授辅导站

湖州市长兴路
1299 号

0572-2315233 工商管理、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浙工大长兴同创培训
长兴函授辅导站

湖州市长兴县龙山街
道风铃绿洲风荷苑
29 幢 202 号

0572-6222988 
18658867090

土木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建筑学、机械工程、
金融学、财务管理

浙工大平湖灵性培训
平湖函授辅导站

嘉兴市平湖市当湖
街道启元新村 3 号楼
（399-403）2 楼

13758359328
安全工程、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药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建筑学、环境工程

浙工大宁波麦职教育
鄞州函授辅导站

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北
路 1539 号

0574-86281389

化学工程与工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工程
管理、财务管理、工商管理、行政管理、汉语言文学、
药学、自动化

浙工大绍兴江大培训
越城函授辅导站

绍兴市阳明北路 683
号 14 楼

0575-88608200
18839918586

环境工程、药学、工程管理、行政管理、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工商管理、化学工程与工艺

浙工大浙汽职院临海
函授辅导站

台州临海市曹家路浙
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0576-85120069
安全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土木工程、
工商管理、行政管理、化学工程与工艺、汉语言文学

浙工大温州建校鹿城
函授辅导站

温州市上陡门前庄路
179 号

0577-88324439 土木工程、行政管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浙工大温州工科院鹿
城函授辅导站

温州市水心十七中路
69 号

0577-88528633
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药学、财务
管理、化学工程与工艺、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浙工大金华砺学教育
婺城函授辅导站

金华市婺城区师大街
206 号

0579-8228860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行政管理、工商管理、财务管理、药学、机械工程

浙工大巨化培训柯城
函授辅导站

衢州市巨化文苑村
33 号

0570-3098638 化学工程与工艺、自动化

浙工大台职院椒江函
授辅导站

台州市椒江区学院路
788 号

13757688029 化学工程与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