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交通大学网络教育 2021 年秋季招生简章
一、学校概况
西南交通大学创建于 1896 年，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国家首批“双一流”
“211 工程”“特色 985 工程”和“2011 计划”重点建设高校，是中国第一所工程
教育高等学府，是中国土木工程、矿冶工程、交通工程高等教育的发祥地，同时也是
“交通大学”最早两大源头之一，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中心城市——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是国家首批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的高校，由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代表学校归口管理各类学历继续教育（含网教、成教、自考）、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训
和社会化考试等工作。学校自 2001 年开办网络教育至今，已形成完善的教育教学体
系、齐备的远程教学设施、优质的网络课程资源、丰富的远程教育经验、健全的支持
服务网络，先后荣获“国家精品课程（网络教育）建设组织奖”金奖、 “中国十大
品牌网络教育学院”、“十大热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中国十佳网络教育学
院”等荣誉称号，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设有校外学习中心。
2021 年秋季，学校开设有 20 个网络教育专升本专业，采用自主考试、择优录取
的自主招生方式，面向全国招收专科起点本科、本科第二学历非全日制学生。网络教
育高中起点专科仅由总校根据具体情况面向四川省招收非全日制学生，不在其他地区
招生。

二、招生对象
网络教育是采用业余学习形式的非全日制学历继续教育，2021 年秋季的招生对
象为：
1、具有国民教育系列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可报读非全日制本科第二学历；
2、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专学历者，可报读非全日制专科起点本科。
3、具有普通高中、中专及其他同等学历者，可报读非全日制高中起点专科（仅
招收四川省内生源）。
备注：报名者的前置学历信息必须真实、有效，大专及以上学历须在中国高等教
育学生信息网（http://www.chsi.com.cn）可查询、验证，或经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
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及其学历认证代理机构进行学历认证并通过，否则不予报名。

三、学制、学习年限、招生专业及入学考试科目
各层次网络教育的学制均为 2.5 年，学习年限为 2.5-5 年。招生专业及入学考试

科目如下所示：
1、专科起点本科及本科第二学历
招生专业
会计学

工商管理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铁道工程

车辆工程

车辆工程（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工程管理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入学考试科目
大学英语
大学语文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机车）

大学英语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城市轨道交通供电及其自动化）

高等数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铁道电气化）
自动化（铁道通信）
交通运输

自动化（铁路信号）

交通运输（高速铁路） 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工民建）

备注：“土木工程”专业的培养方向为工程概预算。
2、高中起点专科（仅招收四川省内生源）
招生专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工程造价

机电一体化技术

建设工程管理

建筑工程技术

入学考试科目

英语 语文
数学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备注：各地的招生专业可能略有不同，具体可咨询当地授权招生的学习中心（详
见下文“2021 年秋季授权招生的学习中心列表”）。

四、报名须知
1、报名时间：2021 年 4 月 25 日至 2021 年 9 月 10 日（截止时间可能会根据
实际招生情况进行调整，具体请咨询拟报读的学习中心）。
2、报名方式：“西南交大网络教育”微信公众号是学校唯一的官方报名平台。
报名者须微信搜索并关注“西南交大网络教育”微信公众号，通过微信公众号的在线
报名平台进行自主报名。报名前，报名者须提前联系拟报读的学习中心获取招生编码；
报名过程中，报名者须根据提示完成手机实名验证、身份验证，并准确、完整填写相

关报名信息、上传报名材料，且在线缴纳报名考试费后方可成功报名。
注意：学校未开设其他报名通道，请仔细甄别，切勿上当受骗；报名过程中须进
行人脸识别及身份验证，要求报名者必须由本人完成报名操作，不得由任何机构或个
人代为报名。否则，由此导致的报名失败等一切后果均由报名者承担。
3、报名要求：报名时须在线验证或提交本人实名认证的手机号码、本人身份证
原件、国家承认的真实有效的毕业证书原件以及其他特殊情况的有效证明材料，大专
及以上前置学历还须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截图（在中国高等教育
学生信息网 http://www.chsi.com.cn 可查）、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截
图、或《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截图，请报名者提前做好相关准备。
4、报名考试费收取标准：报名费 40 元，考试费 80 元（符合免试入学条件者只
交报名费）。
特别提示：因个人原因放弃报名、报名失败或逾期未完成报名手续者，均按报名
失败处理，缴纳的报名考试费概不退还。
西南交通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仅是报名者报名及学习资格的审查机构，仅负
责审核报名者是否具备学校规定的报名资格及学习资格，学院发布的录取通知书也仅
代表被录取者符合入学条件、允许其在我校进行网络教育的学习。西南交通大学远程
与继续教育学院不是报名者所提交的前置学历证明资料、身份证及其他证明资料真实
性和有效性的核验和鉴定机构，对报名资料不具有权威认定资格，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报名者须对报名信息和报名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有不实，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均
由报名者负完全责任。凡填写的最高学历信息与前置学历证明资料不符者，均按弄虚
作假处理，取消报名资格，缴纳的报名考试费概不退还。凡提交虚假报名资料者（如
伪造身份证，毕业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等前置学历证明资料），经公安机关、教育
部学历认证部门等权威核验和鉴定机构查实，一律取消入学、学习资格（已完成电子
注册、取得学籍者取消学籍、注销电子注册），所交费用概不退还，情节严重者移送
公安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五、入学考试及免考条件
1、考试形式：参加由西南交通大学单独命题的线上入学考试并择优录取。考生
可在学院官网首页中的“网络教育”-“入学考试资料”栏目下载入学考试模拟题进行
复习。报名者报名成功后，可使用身份证号码登录机考平台（暂不支持移动端，需要
使用联网且有摄像头的电脑登录学院官网在“相关下载”-“招生”中提前下载安装机
考平台），通过人脸识别后参加入学考试。考试期间，平台将抓拍考试过程情况，并
进行人脸动态检测，若检测不通过或抓拍到作弊行为将中止考试，请考生严格遵守考
试纪律。

2、考试时间：考生可在本季报名期间，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如下任一时段参加入
学考试：
每周三晚上 18:00-21:00

每周五晚上 18:00-21:00

每周六上午 09:00-12:00

每周六下午 14:00-17:00

每周日上午 09:00-12:00

每周日晚上 18:00-21:00

3、免考条件：
（1）专科起点本科及本科第二学历
① 具有国民教育系列本科及以上毕业证书者，通过资格审核后可免试入学。
② 参加最近一年成人高考成绩达到当地省、市招办规定的专科起点本科录
取分数线者，提供准考证及成绩单原件经审查通过可免试入学。
③ 年满 40 周岁者，可免考《大学英语》。
（2）高中起点专科（仅招收四川省内生源）
① 具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者，通过资格审核后可免试入学。
② 参加最近一年成人高考成绩达到当地省、市招办规定的专科录取分数线
者，提供准考证及成绩单原件经审查通过可免试入学。
③ 年满 35 周岁者，可免考《英语》。

六、录取、注册及学费缴纳
通过资格审核及入学考试的报名者，系统将自动进行预录取（符合免试入学条件
的报名者只需通过资格审核）。预录取后，须在 2021 年 9 月 15 日前在线缴纳第 1
年学费，缴费完成后系统将自动录取及预注册，逾期未缴费者视为自动放弃录取资格
及入学资格。入学后，学生每学年须按照学院要求及时缴纳后续各学年的学费，逾期
未缴纳者将按退学处理。
备注：学校不强制购买教材，不收取教材费,学生可自行购买教材或咨询学习中心。
购买教材遵循自愿原则，如遇强制性收费或其它违规收费行为，请及时向招生办公室
举报。
1、学费标准：根据川价函【2005】237 号文的规定，我校在各地的网络教育最
低学费标准为 2400 元/年/人，最高学费标准为 4800 元/年/人，学制为 2.5 年。各学
习中心实际执行标准因地域差异有所不同，具体请详询学习中心或以在线报名平台显
示的学费标准为准。
2、缴费方式：已预录取的学生，均须由本人通过在线缴费的方式直接向我校缴
纳学费。学费按学年收取，分三次缴纳，不能一次性缴纳全部学费，严禁任何机构或
个人代收代缴学费。“西南交大网络教育”微信公众号是我院唯一的官方在线缴费通
道，切勿通过其他途径缴费或由其他机构或个人代收代缴，谨防上当受骗。具体缴费

方式为：学生使用报名时绑定的手机号码+动态验证码登录“西南交大网络教育”微
信公众号中的在线报名平台，点击“在线缴费”后根据缴费提示进行缴费。

七、教学资源、教学方式
学院针对在职人员远程学习的特点，以“教学资源丰富，直播面授引领，线上线
下交互，注重体验收获”为原则，注重个性化培养，深入开展线上学习、线上直播和
线下面授的混合式教学。
学生统一纳入交互系统架构，实施分类管理和支持服务。学生可通过网络学习平
台开展在线学习活动；同时还能通过雨课堂、钉钉等学习交互平台与校内教师交流互
动。

八、本科第二学历
我校网络教育对所有专升本的专业开展“本科第二学历”教育（适用于已经获取
国民教育系列本科学历的学生），符合条件的学生可根据学院相关免考规定申请免考
部分课程。

九、考试、毕业与学位
1、考试
学院在课程考试中严抓考风考纪，严格管理考场，严格实施考试，保障考试的公
平公正。课程考试采用在线考试、纸质考试、大作业等考试形式。在线考试采用人脸
识别技术，通过考前验证、考中抓拍、考后审核的方式保证考试严肃性；纸质考试采
用数码印刷技术进行随机组卷，并在考前进行人脸识别电子签到，杜绝替考现象，防
止抄袭等考试违纪现象。
2、毕业学位
学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教学计划要求的全部课程，取得规定的各类学分，专
升本学生还须通过全国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公共基础课统一考试（符合教
高[2004]5 号文件中免考条件的学生可以申请免考相应科目，本科第二学历的学生可
申请免考统考及教学计划中相应的公共基础课程），学校可颁发西南交通大学的毕业
证书（加注“网络教育”），并按照教育部关于网络教育的相关规定，对其学历证书
进行电子注册。本科毕业生符合《西南交通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
予工作细则》规定的相应条件者，可申请西南交通大学成人高等教育网络教育学士学
位证书。

十、证书样式

网络教育毕业证书样式

网络教育学位证书样式

十一、2021 年秋季授权招生的学习中心列表（排名不分先后）
1、专科起点本科及本科第二学历授权招生的学习中心
省份

四川

学习中心名称

地址

咨询电话

西南交通大学网络教育总校学习中心

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六号教学楼

18702872965

西南交通大学网络教育总校（峨眉校区）学
习中心

峨眉山市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成人教
育办公室

0833-5198207
0833-5198208

西南交通大学网络教育总校（宜宾园区）学
习中心

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北路西段
附二段宜宾西南交通大学园区

17738888525

西南交通大学网络教育校本部学习中心
（成都公服培训学习中心）

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校内

028-87634081
028-87634082

西南交通大学网络教育直属学习中心
（成都精成培训学习中心）

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创新大厦 15
楼 1506 办公室

028-87600599

西南交通大学网络教育成都犀浦学习中心

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创新大厦
1705 室

028-87600930
028-87600950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有限公司干部培训中心学习中心

成都市二环路北二段站西桥西街 305 号

028-86439450

西南交通大学网络教育内江铁路机械学校学
习中心

内江市甜城大道 300 号内江铁路机械学
校

0832-6100435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成都市青羊区创
培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学习中心

成都市青羊区清江东路 1 号 20 楼

18328415902
18054790205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成都市建科建筑
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学习中心

成都市金牛区金周路 595 号 4 栋 1106
号

028-86697812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四川弘道经理学
院学习中心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 1700 号新世纪
环球中心 N2 区 601

028-85329903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成都市龙泉驿区
四乎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学习中心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道双龙路 388 号
18 栋 2 层

18502815606
18608008242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成都交通高级技
工学校学习中心

成都市成华区双水碾街道红花堰北一路
176 号

028-61630040

西南交通大学网络教育成都市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学习中心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成华街 2 号成都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028-83221716

重庆

西南交通大学网络教育重庆轨道交通学习中
心

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镇轨道集团赖家桥
基地培训中心

023-63357111

安徽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合肥华旭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学习中心

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 588 号天睿大厦
21 楼 2104-2105 室

13605608606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上海市对外经贸
进修学院学习中心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1207 号

13524880125

知金教育上海数字化学习中心（公共服务体
系）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 1555 号（上海信
息技术大厦）A 座 2309 室

021-65100581
18501612765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广州铁路职业技
术学院学习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执信南路 116 号

020-87303973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深圳市职业训练
学院学习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二路 614 栋 3 楼 304

0755-25581833

知金教育东莞数字化学习中心（公共服务体
系）

东莞市莞城区东平街 181 号东影大厦 5
楼

13713092767

西南交通大学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外学
习中心

柳州市鱼峰区文苑路 2 号柳州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培训处学历科

18078250789
13407887557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南宁市西乡塘区
尚才教育培训学校学习中心

南宁市青秀区金湖路 59 号地王商会中
心 G 区 15 楼 1523 号

0771-3952200
18007726668

河南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中国铁路郑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郑州职工培训基地学习中心

郑州市二七区淮河东路 23 号

0371-68324261

山东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山东职业学院学
习中心

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 62 号山东职业学
院办公楼 514 室

0531-82431909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中铁十一局集团
第六工程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与教育培训中心
学习中心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七里河路 2 号中铁
十一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

15334227736
15971029383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武汉铁路职业技
术学院学习中心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大道特 1 号武汉铁路
职业技术学院

027-51159325

西南交通大学网络教育包头学习中心

包头市九原区职教园区包头铁道职业技
术学院勤政楼 B309 继续教育处成人教
育科

0472-5253256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内蒙古对外商务
专修学院学习中心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巨海商厦四楼 402

13694719612

山西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运城经济开发区
翰升专修学校学习中心

太原市学府街坞城路口学府壹号 20 层

0351-2709333
18935126660

福建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福州市鼓楼区精
成教育培训中心学习中心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世界金龙大厦 10
层

13275914222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陕西工贸培训学
院学习中心

宝鸡市渭滨区经二路天同国际 A 座
1201 室

0917-8068169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西安铁路职业技
术学院学习中心

西安市莲湖区自强西路 133 号西安铁路
职业技术学院

029-82150117
029-82150112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中国铁路西安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培训基地学习中心

安康市汉滨区沈家岭西安铁路局安康职
工培训基地

0915-2228776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天津铁道职业技
术学院学习中心

天津市河北区金钟河大街 232 号天津铁
道职业技术学院南校区

022-26746322
022-26783009

西南交通大学网络教育杭州学习中心

杭州黄姑山路 29 号颐高创业大厦 9 楼
901 室

13738181878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宁波鄞州依米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学习中心

宁波市鄞州区桑田路 815 号华商教育大
楼3楼

0574-81891888
18352975171

上海

广东

广西

湖北

内蒙
古

陕西

天津

浙江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温州市鹿城区晟
世文化培训中心学习中心

温州市鹿城区高田路 5 号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嘉兴市秀洲区辅
仁教育培训学校学习中心

嘉兴市秀洲区秀清路 626 号智富中心 7
幢 301 室西区

弘成温州数字化学习中心（公共服务体系）

温州市鹿城区万源路 855 号 2 楼

弘成苏州数字化学习中心（公共服务体系）

苏州市姑苏区 515 号佳福大厦 10 楼
1008 室

15850089462

弘成常州数字化学习中心（公共服务体系）

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商务馆 A 座
104-506 室

13915013521

弘成无锡数字化学习中心（公共服务体系）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中路 118 号教仪大厦
金鼎广场商务区 4 楼，402

18906196280

湖南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中国铁路广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怀化职工培训基地学习中心

怀化市鹤城区铁北路广州铁路（集团）
公司怀化职工培训基地

0745-2184949

云南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昆明铁道职业技
术学院学习中心

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小石坝 16 号昆
明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南院继续教育学院

0871-64883448

吉林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弘成长春数字化
学习示范中心（公共服务体系）

长春市朝阳区东中华路牡丹街弘成教育

13654374321

新疆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中国铁路乌鲁木
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教育培训基地学习中
心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轻铁路 199 号

0991-7937953

江苏

0577-56619990
13305878290
13221383963
0577-85626060

2、高中起点专科授权招生的学习中心
省份

四川

学习中心名称

地址

咨询电话

西南交通大学网络教育总校学习中心

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六号教学楼

18702872965

西南交通大学网络教育总校（峨眉校区）学
习中心

峨眉山市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成人教
育办公室

0833-5198207
0833-5198208

西南交通大学网络教育总校（宜宾园区）学
习中心

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北路西段
附二段宜宾西南交通大学园区

17738888525

西南交通大学网络教育校本部学习中心
（成都公服培训学习中心）

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校内

028-87634081
028-87634082

西南交通大学网络教育直属学习中心
（成都精成培训学习中心）

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创新大厦 15
楼 1506 办公室

028-87600599

西南交通大学网络教育成都犀浦学习中心

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创新大厦
1705 室

028-87600930
028-87600950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有限公司干部培训中心学习中心

成都市二环路北二段站西桥西街 305 号

028-86439450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成都市青羊区创
培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学习中心

成都市青羊区清江东路 1 号 20 楼

18328415902
18054790205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成都市建科建筑
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学习中心

成都市金牛区金周路 595 号 4 栋 1106
号

028-86697812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四川弘道经理学
院学习中心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 1700 号新世纪
环球中心 N2 区 601

028-85329903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成都市龙泉驿区
四乎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学习中心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道双龙路 388 号
18 栋 2 层

18502815606
18608008242

西南交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成都交通高级技
工学校学习中心

成都市成华区双水碾街道红花堰北一路
176 号

028-61630040

备注：2021 年秋季授权招生的学习中心可能会调整，如有调整请以学院官方网
站发布的通知为准。

十二、各专业培养目标和主干课程
1、专科起点本科及本科第二学历
专业
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
自动化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掌握机械设计和机械原理知识，具有机械设计
及其自动化管理能力，能从事机械制造、金属材料及热处理、
机械设计以及管理等方面工作，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级工程
技术应用型人才。

主干课程
大学英语 III、大学英语 IV、计算机应
用基础、热工基础、流体力学 B、
PLC 控制系统、测试技术基础

本专业依托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国家一流学科以及车辆
工程教育部“双万计划”国家级一流专业的优势教学资源，培
养具有深厚的人文、科学与工程素养，能够在城市轨道车辆工

大学英语 III、大学英语 IV、计算机应

车辆工程

程领域解决带有挑战性的应用技术问题的、职业操守与自我发

用基础、热工基础、测试技术基础、

(城市轨道

展相融合的、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工程技术应用型人才。毕业

模拟电子技术 A、数字电子技术 A、

交通车辆)

生具有在车辆的制造、运用维修与技术管理领域出色地从事应

城市轨道车辆构造与原理、城市轨道

用型技术工作的能力。本专业方向培养城市轨道车辆领域具有

车辆传动与控制

地铁、轻轨车辆构造原理知识、维修知识，能从事城市轨道车
辆制造、运用维修等方面工作。
本专业依托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国家一流学科以及车辆
工程教育部“双万计划”国家级一流专业的优势教学资源，培
养具有深厚的人文、科学与工程素养，能够在车辆工程领域解
车辆工程

决带有挑战性的应用技术问题的、职业操守与自我发展相融合
的，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工程技术应用型人才。毕业生具有在
车辆的制造、运用维修与技术管理领域出色地从事应用型技术

大学英语 III、大学英语 IV、计算机应
用基础、热工基础、测试技术基础、
车辆构造与原理、列车制动技术与装
备

工作的能力
大学英语 III、大学英语 IV、计算机应
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
化

本专业旨在培养熟悉电气化与自动化领域相关基础知识及专业

用基础、电机学、电路分析、继电保

知识，能够从事与电气工程相关的系统运行、自动控制 、信息

护及课程设计、监控技术及课程设计、

处理、试验分析、研制开发、经济管理以及各种应用领域工作

接触网工程及课程设计、供变电工程

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及课程设计、高电压技术、电气设备
状态监测

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
化(电力机
车)

本专业旨在培养掌握电力牵引与传动控制领域相关的基础知
识，具备产品应用、设计与研发能力，并具有工程意识和创新

大学英语 III、大学英语 IV、计算机应

能力，能从事铁路电力机车、动车组、城市轨道交通机车车辆

用基础、电机学、电路分析、电力牵

的设计制造、科研开发、运营管理工作及电力电子技术研发的

引传动与控制、列车网络 A

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电气工程

本专业旨在培养熟悉铁道电气化与自动化领域相关基础知识及

大学英语 III、大学英语 IV、计算机应

及其自动

专业知识，掌握电气化铁道供变电系统、牵引变电所保护和远

用基础、电机学、电路分析、继电保

化(铁道电

动控制的原理、设计方法和调试技能，能够从事电气工程及自

护及课程设计、监控技术及课程设计、

气化)

动化领域的系统运行、自动控制 、信息处理、试验分析、研制

接触网工程及课程设计、供变电工程

开发以及经济管理等多种工种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及课程设计、高电压技术、高速铁路
及其四电系统集成

电气工程

本专业旨在培养掌握城市轨道交通电气化与自动化领域相关基

及其自动

础知识及专业知识，熟练掌握城轨交通供变电系统、牵引传动

化(城市轨

系统及其控制系统、列车网络系统和列车运控系统的原理、设

道交通供

计方法和调试技能，能够从事城市轨道交通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电及其自

相关领域的系统设计、施工、运营维护以及管理等多种工种的

动化)

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自动化(铁
路信号)

自动化(铁
道通信)

大学英语 III、大学英语 IV、计算机应
用基础、电机学、电路分析、城轨车
辆牵引传动及其控制系统、城轨列车
网络控制系统、城轨列车运行自动控
制系统、供变电工程及课程设计

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需要，获得工程

大学英语 III、大学英语 IV、计算机应

师基本训练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通过本专业的学习，毕业

用基础、通信原理概论、车站计算机

生掌握铁路信号技术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能够从事铁道信号

联锁、铁路信号、铁路信号远程控制、

领域的技术开发、设计、应用、维护和管理工作，成为具有一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数据库原理与设

定创新精神和研究开发能力的高级技术人才。

计

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需要，获得工程

大学英语 III、大学英语 IV、计算机应

师基本训练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通过本专业的学习，毕业

用基础、通信原理概论、车站计算机

生掌握铁路通信技术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能够从事铁路通信

联锁、铁路信号、铁路信号远程控制、

领域的技术开发、设计、应用、维护和管理工作，成为具有一

铁路移动通信系统、光纤通信、数据

定创新精神和研究开发能力的高级技术人才。

库原理与设计
大学英语 III、大学英语 IV、计算机应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及计算机行业发展需

用基础、计算机网络、计算机原理、

要，掌握信息科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研究计算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微机

机软、硬件的基本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接口技术、数据库原理与设计、操作
系统
大学英语 III、大学英语 IV、计算机应

土木工程
(工民建)

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从事房屋
建筑工程结构设计、施工组织、工程监理、工程预算和管理工
作，并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用基础、基础工程 A、钢结构设计原
理、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高层建筑
结构设计、建筑结构设计 PKPM 与天
正建筑、建筑结构抗震设计、房屋建
筑学、建筑施工技术 A
大学英语 III、大学英语 IV、计算机应

土木工程

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从事房屋

用基础、计算机绘图 A、钢结构设计

建筑工程结构设计、施工组织、工程监理、工程预算和管理工

原理、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招标投

作，并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标与合同管理、工程经济学 A、工程
造价管理、项目决策分析与评价 A
大学英语 III、大学英语 IV、计算机应

道路桥梁

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

用基础、钢结构设计原理、混凝土结

与渡河工

专业知识，有较强的实践能力，从事道路桥梁工程的设计、施

构设计原理、钢桥及组合桥梁、混凝

程

工组织管理、经营等方面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土桥、缆索承重桥梁、路基路面工程、
工程项目管理 A

铁道工程

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具有扎实的技术基

大学英语 III、大学英语 IV、计算机应

础理论和必要的专业知识、较强的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有

用基础、基础工程、钢结构设计原理、

一定的分析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能力及工程设计能力，有初步的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路基工程、施

科学研究、科技开发能力和管理能力的铁道工程高级专业技术

工管理与预算、隧道工程、铁路桥梁、

人才。

线路工程

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及交通运输行业发展
需要，掌握信息技术、外语、管理学、经济学和交通运输专业
交通运输

的相关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交通运输组织管理、规划设
计和指挥决策能力，能在各级铁路运输管理部门及相关单位从
事运输组织指挥和生产技术管理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大学英语 III、大学英语 IV、计算机应
用基础、管理运筹学、交通运输规划
原理、交通运输系统分析、交通运输
组织学、运输市场与商务

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及交通运输行业发展
交通运输
(高速铁
路)

需要，尤其是近年来高速铁路快速发展的要求，掌握信息技术、 大学英语 III、大学英语 IV、计算机应
外语、管理学、经济学、运输组织学和高速铁路运输组织的相

用基础、管理运筹学、交通运输规划

关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交通运输组织管理、规划设计和

原理、交通运输系统分析、交通运输

指挥决策能力，能在高速铁路有关运输组织和管理部门及相关

组织学、高速铁路运营管理

单位从事运输组织指挥和生产技术管理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轨道交通行业，尤其是近年来城市轨道交
交通运输

通快速发展的要求，具有一定计算机和外语基本应用能力，掌

(城市轨道

握城市轨道运输组织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专业技能，具有城

交通)

市轨道交通运输组织指挥、应用操作和基本设计能力，能在相
关单位从事运输组织和生产、技术管理的应用性专门人才。
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德、智、体协调
发展，系统掌握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同时具备外语、计算机

工商管理

应用、法律等相关知识与技能，具备现代工商管理理念和扎实
的工商管理专业知识与实务技能，能够在国家党政机关，各类
企业、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旨在培养熟悉经济学、管理学，能遵循会计准则、财务

会计学

制度，熟练运用现代会计理论和方法，从事企事业单位会计管
理、财务运作的管理型会计专门人才。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建筑工程技术的基本知识和现代管理理
论、方法和手段的应用型建筑工程高级管理人才。毕业生主要
工程管理

从事建筑工程领域（如房地产业、监理公司、建筑工程咨询企
业及相关主管部门等）建筑工程项目规划、项目决策、项目管
理等工作。

大学英语 III、大学英语 IV、计算机应
用基础、 管理运筹学、交通运输规划
原理、交通运输系统分析、交通运输
组织学、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大学英语 III、大学英语 IV、计算机应
用基础、财务会计、市场营销学、投
资经济学 A、销售管理、市场营销渠
道
大学英语 III、大学英语 IV、计算机应
用基础、财务管理 A、成本会计 A、
管理会计、财务报表分析、高级财务
会计、证券投资学
大学英语 III、大学英语 IV、计算机应
用基础、工程数学 I、工程经济学 B、
管理学原理 C、建设法与房地产法、
工程项目管理 B、建筑工程合同管理、
投资风险管理学、工程造价确定与控
制B

2、高中起点专科
专业

培养目标

主干课程

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要求，具有计算机
城市轨道

和外语基本应用能力，掌握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基本理论知识和

城市规划原理、城市轨道交通设备、

交通运营

基本专业技能，具有城市轨道交通运输组织管理、应用操作和

交通工程学基础、城市轨道交通信号

管理

基本设计能力，能在各级城市轨道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及相关单

系统、站场设计基础、行车组织基础

位从事运输组织和生产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道路桥梁

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复合性人才，掌握道桥

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 A、工程力学 A、

工程技术

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能从事道路桥梁工程的现代化施工、维

结构力学 E、土力学及基础工程、混凝

修养护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土结构设计原理、桥梁工程

本专业旨在培养能应用所学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按工程单位

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 A、混凝土结构

的要求能编制一般工程的造价预算和工程量清单，具有分析和

设计原理、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工程

解决实际问题的初步能力

造价与计价原理、建筑施工与管理 A

本专业旨在培养掌握机械设计和机械原理知识，具有机械设计

工程力学 c、机械原理 B、机械设计 B、

机电一体

及其自动化管理能力，能从事机械制造、机械设计、机电一体

机械制造基础、液压传动及控制、机

化技术

化方向以及管理等方面工作，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工程技术应

械 CAD。

工程造价

用型人才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建筑工程技术的基本知识和现代管理基本
建设工程

理论、方法和手段的应用型建筑工程管理人才。毕业生主要从

管理

事建筑工程领域的施工管理、建设监理、工程咨询或在房地产
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管理等工作。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一般房屋结构设计和中小型房屋建筑设计

建筑工程

初步能力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毕业生可以在房屋建筑设计

技术

及施工部门、城市房建系统从事房屋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管
理等工作

高等数学 IB、工程力学 B、房屋建筑
构造、建筑施工与管理 B、管理学概
论、建筑经济学、工程承包与招投标 B
高等数学 IB、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 B、
材料力学 B、结构力学 B、房屋建筑学、
混凝土与砌体结构 B

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铁路行业快速发展要求，具有计算机和外
铁道交通
运营管理

语基本应用能力，掌握铁路运输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专业技能， 载运工具及其原理、铁路车站及枢纽、
具有铁路运输组织管理、应用操作和基本设计能力，能在各级

行车组织、货物运输组织 A、旅客运

铁路运输管理部门及相关单位从事运输组织和生产、技术管理

输组织 B

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备注：以上专业的主干课程设置，以入学时的教学计划为准。

■本招生简章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相关政策调整，按最新新政策执行。
■联系方式：
学院官方网站： http://www.xnjd.cn

官方微信公众号: xnjd_cn

西南交大网络教育

西南交通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 028-87600332
违规招生行为举报电话： 028-876005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