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大学 2020 年专升本招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沈阳大学是经教育部批准、多所学校合并组建并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沈阳”

命名的综合性大学，办学历史已有 115年，位于沈阳市中心城区，素有“城中大

学”的美誉。历经百年办学传承，学校已发展成拥有经、法、教、文、史、理、

工、农、管、艺 10 个学科门类，以本科教育为主体，同时拥有博士、硕士研究

生教育、继续教育和留学生教育的地方综合性大学。 

学校积极推进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先后成为教育部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

高校，辽宁省首批向应用型转变示范高校，辽宁省创新创业教育示范高校，辽宁

省来华留学教育示范高校。学校设有 19个教学院，开设本科专业 67 个，各类在

校生 1.7 万余人；拥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1 个，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

项目 1个，省一流学科建设项目 1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8个，硕士专业

学位授权类别（领域）15 个；现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 个，国家特色专

业建设点 1个，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 3个，省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省级优势特色专业、本科示范性专业、重点建设专业等 23个。 

二、招生计划及近年录取分数 

沈阳大学 2020 年专升本招生计划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年） 

招生 

计划 

收费 

标准 

（元/年） 

培养学院 备  注 

040201 体育教育 二 60 4000 体育学院 师范类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 
二 80 4200 机械工程学院 

教育部卓越工程师培

养计划专业 

080901 
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 
二 120 4800 信息工程学院  

120203K 会计学 二 80 4200 商学院 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 

120901K 旅游管理 二 80 4200 商学院 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040106 学前教育 二 180 3500 应用技术学院 师范类、新增专业 



081001 土木工程 二 40 4200 建筑工程学院 
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新增专业 

合 计 640 备注：无外语语种限制 

 

沈阳大学 2017—2019 年专升本录取分数 

专业名称 

2017 年录取分数 2018 年录取分数 2019 年录取分数 

录取原则 录取 

人数 
最高 最低 平均 

录取 

人数 
最高 最低 平均 

录取 

人数 
最高 最低 平均 

会计学 40 560 443 484.7 40 642 565 590.7 40 638 510 558.0 

综合分数=省

统考成绩+专

业综合+专业

技能 

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 
40 589 252 380.2 40 614 409 487.7 40 634 423 516.4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40 604 217 430.3 40 602 482 530.2 40 587 400 491.0 

旅游管理 80 513 354 423.4 80 610 431 494.7 80 611 513 545.1 

体育教育 

（师范） 
43 323 182 251.0 40 359 213 290.5 40 434 268 317.8 

三、专业介绍 

1、体育教育（师范）（040201） 

培养学院：体育学院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基础教育发展需求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从教信念坚定，掌握现代教育教学理论与方法，以及学校体育课程与教学、

课外体育锻炼、训练水平和竞赛管理、组织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具备一定的运动

技能和较强的体育教育教学能力，能胜任中学体育工作及体育培训机构工作的应

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教育学，体育课程与教学论，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田径、体操、

篮球、排球、足球、武术、健美操专项理论与实践。  

就业及深造：本专业毕业生具有体育学基础知识和相应的体育教育专业知

识，具有解决基础教育学校体育工作方面问题及体育健身指导的基本能力。毕业

生可在中小学、幼儿园、健身会馆、体育培训机构等部门任职。毕业后可申请或

报考国内、外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2、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080202） 

培养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机械设计制造基础和专业

知识与应用能力，掌握现代设计方法和先进制造技术，从事机械产品设计、制造、

维护、应用等工作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机械设计、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工程图学、可编程控制器、机

械加工设备、机械制造工艺及夹具设计、数控机床系统及编程、数控机床机械故

障诊断与维修、机电传动控制。 

就业及深造：本专业学生通过系统学习和职业岗位的实践技能训练，毕业后

主要从事机械加工与制造企业的工程技术及应用工作，也可以继续深造，攻读硕

士研究生。 

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0901） 

培养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培养目标：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系统掌握数学、计算机、网络与信息系

统相关理论知识和技术，具有较强专业能力，能够在 IT 企业、政府部门等企事

业单位从事计算机相关技术方面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培养方向与专业前景：本专业重点面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拟现

实等领域，以产教融合发展为方向，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核心，加强学生工程实

践能力的培养，打造以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为特色的计算机应用方向，毕业生发

展空间广阔。  

主要课程：Java 语言程序设计、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计算机

图形学、软件工程、Visual C++可视化编程、计算机网络、H5 前端开发技术、

JAVA 框架技术、.NET 平台技术、云计算技术与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虚拟现

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等。 

就业及深造：毕业生可在 IT 企业、政府部门等相关企事业单位从事 Web 软

件开发、移动软件开发、大数据分析、虚拟现实技术开发等方面工作，也可考取

硕士研究生继续学习深造。 

4、会计学（120203K） 

培养学院：商学院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具备扎实的管理学、经

济学理论基础，掌握管理、经济、法律及信息技术应用知识，具有实践能力和沟



通技巧，胜任工商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社会中介机构等会计及其相关管理工作

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中级会计实务、高级财务会计、成本管理会计、财务报告分析与

应用、中级财务管理、会计信息系统、财务会计软件应用、审计实务等。 

就业及深造：可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鉴证咨询服务机构等从事财务会

计及相关的管理工作，也可以继续攻读会计及其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 

5、旅游管理（120901K） 

培养学院：商学院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较高的现代管理理

论素养和系统的旅游管理专业知识，具有人文素质、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创业

精神和社会责任；具有旅游公关、旅游策划、规划、管理等专业核心能力，能在

各类旅游相关企业能够从事与旅游业相关的经营、管理、策划、规划、咨询、服

务等工作的应用型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旅游学概论、旅游接待业、旅游目的地管理、旅游消费者行为、

旅游经济学、旅游规划与开发、旅游法规、旅游商务英语等。 

就业及深造：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毕业后可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集团、

旅行社、旅游景区、旅游咨询公司、旅游电子商务企业、旅游规划策划机构、主

题公园、旅游与休闲行业从事旅游管理和经营工作，学生也可继续攻读旅游管理

及相关专业研究生。 

6、学前教育（师范）（040106） 

培养学院：应用技术学院 

培养目标：本专业在专科专业学习的基础上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和

人文科学素养，掌握扎实的学前教育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创新精神、服务

意识和实践能力，能适应现代学前教育多元化发展趋势，立足辽沈及全国学前教

育事业发展需要，能在学前保教机构、教育行政部门及其他相关机构胜任教育教

学、研究及管理工作，具有发展潜力的高层次应用技能型人才。 

主要课程：学前儿童发展科学、学前儿童保育学、学前教育学、幼儿园课程、

中外学前教育史、学前教育管理、学前特殊儿童教育、学前教育研究方法、学前

儿童五大领域教育等。 



就业及深造：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可从事学前教育机构教学与管理、家庭教

育指导、社区学前教育服务、教育机构艺术技能培训；也可以从事玩教具开发与

设计、儿童发展评估和指导、以及儿童教育咨询等相关工作；也可选择继续攻读

相关专业硕士学位，提升理论修养，拓宽就业范围。 

7、土木工程（081001） 

培养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掌握土木工程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获得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具有

土木工程结构设计、建造和工程管理等方面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以及一定的国际

视野和创新意识，具备国家注册建造师、结构工程师等执业资格必需的基本素质，

重点面向与本专业相关的生产第一线，能够在土木工程的设计、施工和管理等部

门从事技术与管理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主要课程：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土木工程材料、工程测量、土

力学、房屋建筑学、基础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钢结构

设计原理、土木工程施工、工程经济、工程项目管理。 

就业及深造：毕业后可以在房地产公司、设计院、施工单位、监理公司、招

投标公司、造价师事务所以及相关行政部门从事技术、管理、行政以及简单研发

等工作。毕业生考研率平均在 20%左右。 

四、报名考试录取等说明 

1、补报名时间 

网上填报基本信息和网上缴费时间：2020年5月28日9:00至5月29日12:00 

现场资格审查和身份验证信息采集时间：2020 年 5 月 28 日 9:00 至 5 月 29

日 16:00。 

具体事宜请考生关注“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址：http://www.lnzsks.com。 

2、职业教育对口升学考试文化课统一考试时间安排为 2020 年 7 月 11 日至

12日，专业综合课和技能考试由相关高校安排并发布。 

3、录取原则 

学校严格按照辽宁省招考委关于高职专科升本科录取有关规定，根据考生志

愿、分数情况，在达到辽宁省规定的录取分数线上、并取得录取资格的考生中，

http://www.lnzsks.com/


按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计划录取；当录取分数（投档成绩）相同时，优先

录取相关科目分数高的考生（具体执行辽宁省招考委的有关规定）。 

入学后，经复查有违反招生规定或舞弊行为及身体条件不符合有关规定者将

取消入学资格。在新生报到时，将对其取得的高职（专科）毕业证书进行核查，

没有取得高职（专科）毕业证书的，将取消其录取资格。 

4、按照省教育厅规定，从 2021年起，本科师范高校不再招收师范专业专科

层次毕业生。 

5、其他报考及录取等相关信息，请考生关注“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址：

http://www.lnzsks.com。 

五、专业考核牵头院校及专业综合课代码 

以下内容参照《辽宁省 2019 年职业教育对口升学专业综合课考试科目和技

能考核要点及专业对接一览表》拟定，具体应以辽宁省教育厅后续发布的 2020

年相关文件为准。 

理论课考试内容 

必选课 
对应本 

科专业 

专业考核牵头学校 

代码 专业名称 综合课名称 代码 名称 

310 会计专业（群） 
财务管理、财务会

计、基础会计 
思政 会计学 1919 东北财经大学 

311 
机械制造与 

自动化专业 

电工电子技术、互

换性与技术测量、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数学 

机 械 设 计

制 造 及 其

自动化 

1909 大连海洋大学 

312 
计算机网络 

技术专业 

网络互联技术、计

算机网络原理、网

络安全与维护 

数学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1924 沈阳工程学院 

313 
计算机信息 

管理专业 

程序设计基础、计

算机网络、数据库

原理及应用 

数学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1924 沈阳工程学院 

314 计算机应用技术 

C 语言程序设计、

信息安全、网络技

术基础 

数学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1924 沈阳工程学院 

320 软件技术专业 

软件测试技术、计

算机网络、网络数

据库管理 

数学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1924 沈阳工程学院 

http://www.lnzsks.com/


317 
旅游管理专业

（群） 

饭店管理概论、旅

游概论、景区服务

与管理 

思政 旅游管理 19821 沈阳大学 

315 
建筑工程技术 

专业（群） 

工程力学、建筑工

程施工组织、房屋

建筑构造 

数学 土木工程 1923 辽宁科技学院 

358 —— 
田径、体操、教育

学 
— 

体育教育

（师范） 
— —— 

357 —— 
学前教育学、学前

心理学 
— 

学前教育

（师范） 
— —— 

六、学费及住宿费标准 

学费按照沈阳市物价部门批准并办理收费许可的标准向学生收取。住宿费根

据学校住宿条件和辽宁省物价局审批的 1000 元—1200元/年/生标准收取（学费

标准若有变化，以沈阳市物价部门批复为准）。 

七、学生奖励及资助 

学校实行奖、助学金及助学贷款制度如下： 

奖学金。国家奖学金 8000元/人/学年；省政府奖学金 8000元/人/学年；宝

钢奖学金 10000元/人/学年；市长奖学金 6000 元/人/学年；校长奖学金 5000

元/人/学年；校级奖学金：一等 2000元/人/学年、二等 1000元/人/学年、三等

600元/人/学年（其中艺术类学生一等 3500 元/人/学年、二等 1500元/人/学年、

三等 800 元/人/学年），学校另设单项奖学金和校级优秀学生奖学金，奖励品学

兼优的学生。 

助学金。国家助学金：一等 4000元/人/学年、二等 2500元/人/学年，市政

府奖、助学金：一等 1500元/人/学年、二等 750元/人/学年、助学金 500元/

人/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5000元/人/学年，以及由社会各界在学校设立的各种

奖、助学金等。 

助学贷款：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可在生源地办理国家助学贷款。 

学费减免：孤儿大学生可减免其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 

八、毕业证书和学位授予 



专升本学制两年，学生学习期满，成绩合格颁发沈阳大学《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毕业证书》，证书注明“专升本”字样，达到沈阳大学学位授予条件的颁发沈

阳大学学士学位证书。 

九、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沈阳市大东区望花南街 21 号 

咨询电话：024-62721597/62268564/62268563 

学校网址：https://www.syu.edu.cn 

本科招生网址：https://syuzsjy.syu.edu.cn 

本科招生微网站网址：https://apps.eol.cn/2744/index.html 

招生咨询“E 答”：https://answer.eol.cn/question/index?id=794 

邮政编码：11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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