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部湾大学 2021年普高招生专业介绍

北部湾大学东密歇根联合工程学院

1.机械工程（中美合作办学，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北部湾大学、东密歇根大学双学

士学位）

核心课程：理论力学、普通化学（一）与试验、几何尺寸与公差、机械系统设计、应用

动力学原理、应力热力学和传热、实体建模、应用流体力学、机械设计、工程通讯、机械工

程控制基础、工程材料与热处理、电光学、单片机技术及应用、液压与气压传动、电气控制

及 PLC技术、传感器与测试技术、机械运动学、机械振动、高级设计项目（一）、高级设

计项目（二）、先进材料力学、高级有限元分析。

就业方向：机械产品设计开发、加工制造、工装模具设计、生产过程管理、数控技术应

用、工业自动生产维护管理、计算机软件应用、产品营销等方面的工作，也可在高等院校、

科研部门、政府部门从事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

2.车辆工程（中美合作办学，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北部湾大学、东密歇根大学双学

士学位）

核心课程：工程制图、发动机构造与维修（理实一体）、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理实一

体）、实体建模、计算机辅助工程、工程通讯、应用动力学原理、普通化学（一）与试验、

静力学、应力热力学和传热、电光学、材料应用力学、应用流体力学、机械设计、机械运动

学、机械振动、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汽车理论、汽车电子与电子控制技术、汽车设计、

汽车诊断与检测技术、高级设计项目（一）、高级设计项目（二）、车辆试验学。

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在车辆及其零部件(或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生产、研发、检测、汽车

运用、营销和维修、保险公司等企、事业单位，从事产品设计开发、试验、检测、营销与售

后服务、机动车保险定损与理赔等工作，以及在高等、中等职业院校汽车相关专业任教。

3.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美合作办学，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北部湾大学、东

密歇根大学双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普通化学（一）、机械设计、电光学、机械系统设计、

成型材料及工艺、概念发展、几何尺寸与公差、模型产品设计、工程质量控制、产品数据管

理、工程材料与热处理、单片机技术及应用、液压与气压传动、电气控制及 PLC技术、传

感器与测试技术、工程通讯、原型设计、3D建模和曲面设计、3D装配建模、CAD顶点课

程、产品实现顶点课程。



就业方向：毕业生主要在各类企业从事机电一体化产品的设计、开发及制造等技术及管

理工作。

4.物联网工程（中美合作办学，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北部湾大学、东密歇根大学双

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 C语言程序设计、电路分析（一）、电路分析（二）、微机电路、计算机

硬件与软件、电光学、数字电路分析、JAVA程序设计、Linux操作系统、网络与商业技术概

念、电机与控制、计算机辅助电子学、计算机嵌入式系统、射频识别技术与应用、无线传感

器网络、Android应用程序开发、工程通讯、传感器与检测技术、高级微处理器、信息安全

概述、可编程逻辑控制器、高级设计顶点课程、无人驾驶车辆系统。

就业方向：可在物联网、计算机相关的行业从事手机 APP、无线传感网、信息安全、

物联网终端应用软件等的设计、开发、管理与维护工作;可在高校、物联网技术培训机构或

科研机构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也可在相关的事业单位、行政管理部门从事物联网工程相关

管理工作。

5.工程造价（中美合作办学，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北部湾大学、东密歇根大学双学

士学位）

核心课程： 动力地球系统、建筑制图、土木工程材料、施工安全、工程测量、工程经

济学、BIM建模、商业印制品分析、工程预算与招标、材料力学、建筑结构、电气、机械和

设备系统、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安装工程计量与计价、工程造价软件应用、合同文件条例

与规范、建筑项目管理基础、建筑管理计算机应用、工程计划和调度、生产控制、建筑法规、

建筑学概论、重型公路/高速公路建筑方法、LEED工具应用于新建筑和建筑重大翻新。

就业方向：学生毕业后能在施工企业、工程造价咨询公司、监理公司、企事业基建部门、

房地产开发公司、建设投资公司、设计院、会计审计事务所、政府部门、投融资领域、教学

与科研等单位从事工程招标代理、建设项目投融资和投资控制、工程造价规划与控制、投标

报价及合同管理、工程预(结)决算、工程计量及成本分析、工程咨询、工程造价管理等工作。

以上 5个招生专业 1/3以上专业课程实行全英文教学并由美国东密歇根大学教师讲

授，其余专业课由北部湾大学教师采用双语教学。实行“双学位”、“双学籍”、“4+0”的培

养模式，学生达到要求可获得北部湾大学毕业证和学位证以及东密歇根大学学位证。



海运学院

1、航海技术（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航海学、船舶结构与货运、船舶管理、远洋运输业务与海商法、船舶操纵与

避碰、海港引航、航海英语、海事行政与实务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可从事无限与沿海航区船舶管理与驾驶工作，可在海事、航保、航务、

港口、引航、船厂、海洋、海监、海警、渔政等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从事规划设计、技术

开发和运用、营运组织和经营管理，也可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从事航海技术方面的教学和

科研工作。

2、轮机工程（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流体力学、工程力学、机械设计基础、轮机工程材料、

电工与电子技术、主推进动力装置、船舶辅机、轮机自动化、船舶电气、轮机维护与修理、

船舶管理和轮机英语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主要从事世界各地航运公司的船舶轮机管理工作，也可在海事、航保、

航务、港口、引航、船厂、海洋、海监、海警、渔政等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从事涉海类管

理和技术工作，还可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从事航海技术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3、船舶电子电气工程（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电路原理、模拟与数字电子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电机学、轮机自动化、可

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用、船舶通讯与导航系统、船舶电力拖动系统、船舶电站及自动化、船

舶动力装置、船舶电子电气专业英语、船舶管理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主要服务于船舶运输业，适合在船舶运输及在海事、航保、航务、港

口、引航、船厂、海洋、海监、海警、渔政等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从事从事电子、电气与

控制设备运行管理、维护管理、相关技术开发等工作。也可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从事航海

技术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航海技术专业要求男生身高 1.60 米及以上，女生身高 1.55 米及以上，辨色力正常（无

色盲无色弱），无复视，双眼裸视力均能达 4.5（0.3）及以上或矫正视力均能达 4.9（0.8）

及以上。轮机工程专业要求身高 1.55 米及以上，无色盲，无复视，双眼裸视力均能达 4.3

（0.2）及以上或者矫正视力均能达 4.9（0.8）及以上。船舶电子电气工程专业要求身高

1.55 米及以上，无色盲，无复视，双眼裸视力均能达 4.3（0.2）及以上或者矫正视力均能

达 4.9（0.8）及以上。其他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船员健康检查要求》



（GB30035-2013）执行。 航海技术、轮机工程、船舶电子电气工程 3 个专业，由于工作性

质特殊，建议女生慎重报考。

海洋学院

1、水产养殖学（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农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水产养殖与生态、生物技术与遗传育种、免疫与病害、营养与饲料、人工繁

殖与种苗培育等专业课程；人文社科通识课程、信息技术等前沿科学课程、较长时间的实习

实训课程、毕业论文等。

就业方向：在渔业局、海洋局、技术推广站等政府机关和事业机关从事渔政管理、资源

监察、技术推广等工作；在国内外水产养殖、饲料加工企业从事生产管理、技术研发、水产

贸易等工作；在科研院所从事科研、教学、技术服务工作；自主创办水产养殖、技术服务企

业等。

2、海洋科学（本科，学制四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海洋科学导论、海洋气象学、物理海洋学、生物海洋学、化学海洋学、海洋

调查与观测技术、海洋地质学、海洋要素计算及预报、环境海洋学环境监测与评价等。

就业方向：可在有关海洋与环境科学的研究机构、教学机构等事业单位从事海洋管理科

学、环境管理科学等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海洋事务管理等行政机构工作；在有关涉海的企事

业单位从事相关的管理、咨询、服务等工作；海洋生物相关行业从事生产研发工作。

3、生物制药（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基础化学、有机化学、海洋生物学、海洋科学、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

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基因工程、药物分析、药理学、药剂学、药事管理学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在各级医院以及生物制药相关的生产企业、分析检测部门、医疗器

械企业、销售企业和行政管理、监督部门等，从事与生物制药相关的药品管理、药品销售、

生产操作及管理、药物分析检测、质量评价、质量控制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机械与船舶海洋工程学院

1、自动化（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自动控制原理（一）、自动控制原理（二）、过程检测技术及仪表、计算机

控制系统、过程控制系统、电气控制与 PLC、嵌入式系统、机器人学基础、电机与电力拖动

等。

就业方向：可从事有关运动控制、过程控制、制造系统自动化、自动化仪表和设备、机

器人控制、智能监控系统等方面的工程设计、技术开发、系统运行管理与维护等工作。

2、车辆工程（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机械制图、计算机辅助设计、C语言程序设计、力学、电工与电子技术、、

机械设计基础、控制工程基础、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发动机原理、汽车液压与液力传动、

车辆制造工艺学、汽车理论、计算机仿真基础、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技术、车辆试验学、汽

车诊断与测试技术、汽车设计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在车辆及其零部件（或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生产、研发、检测、汽

车运用、营销和维修、保险公司等企、事业单位，从事产品设计开发、试验、检测、营销与

售后服务、机动车保险定损与理赔等工作，以及在高等、中等职业院校汽车相关专业任教。

3、船舶与海洋工程（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流体力学、结构力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原理、船舶与

海洋工程设计原理、船舶与海洋工程建造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强度与结构设计、船舶与海

洋工程图形学等。

就业方向：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学生毕业后可到船舶与海洋工程设计研究单位、海事局、

国内外船级社、船舶公司、海洋石油单位、高等院校、船舶运输管理、船舶贸易与经营、海

关、海上保险和海事仲裁等部门，从事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研究、制造、检验、使用和

管理等工作，也可到相近行业和信息产业有关单位就业。

4、机械工程（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机械工程专业导论、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工程制图、机械设计基础、互换

性与技术测量、电工与电子技术、机电控制工程、工程材料与热处理、液压与气压传动、单

片机技术及应用、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电气控制及 PLC技术、传感器与测试技术等。

就业方向：机械产品设计开发、加工制造、工装模具设计、生产过程管理、数控技术应

用、工业自动生产维护管理、计算机软件应用、产品营销等方面的工作，也可在高等院校、

科研部门、政府部门从事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

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工程制图、机械设计基础、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机械工程控制基础、先进制

造技术、数控技术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主要在各类企业从事机电一体化产品的设计、开发及制造等技术及管

理工作。

6. 船舶与海洋工程技术

核心课程：海洋工程环境载荷、海洋资源与开发技术、海洋工程材料与腐蚀、海洋平台

设计与建造、海洋调查与观测技术、海洋平台设计与建造、船舶与海洋工程原理、海洋工程

结构与制图等。

就业方向：海洋工程与技术专业学生毕业后可到海洋工程装备设计与制造单位、海洋资

源与环境保护等研究单位、海事局、国内外船级社、海洋石油公司、船舶贸易与经营、海上

保险与海上仲裁等单位工作，从事海洋工程设计、建造、研究、检验、使用和管理等工作。

石油与化工学院

1、油气储运工程(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大学化学、储运油料学、工程

制图、工程流体力学、工程力学、腐蚀与防护、传热学、机械设计基础、泵和压缩机、管罐

强度设计、输气管道设计与管理、输油管道设计与管理、油库设计与管理、油气集输及燃气

输配等。

就业方向：油气田、油气库、油气码头、加油加气站、城市燃气（天然气）公司、国土

资源系统、交通运输部门、工程设计院、市政、燃气管理处、港口、管道公司、油品销售公

司、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相关业务部门。

2、化学工程与工艺(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英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工程应用数学，化工应用计算机基础，无机及

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热力学，化工原理、化学反应工程、化工单元操作技

术，化工制图，化工设计技术，石油加工技术，石油化工，化工过程装控，化工分离工程，

化工过程分析，仪器分析技术，精细化工、化工机械设备基础、化工仪表及自动化、化工设

计、石油炼制工程、精细有机合成及工艺学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在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冶金、能源、轻工、生化、材料、环保等

领域从事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教学及科技和生产管理的工作。



3、能源化学工程(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大学计算机基础，无机及分析

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学反应工程，化工热力学，化工原理，化工制图，化工机械

与设备、化工仪表及自动化、生物质能源技术、能源转化催化原理、能源化工设计、能源化

工专业实验、工业催化、化工节能原理与技术等。

就业方向：能源及新能源、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冶金、轻工、生化、材料、环保等领

域从事工业生产、生产技术改进、技术开发、工程设计等工作。

4、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大学计算机基础、无机及分析

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高分子化学实验、高分

子物理实验、高分子材料成型实验、聚合物加工工程、聚合物反应工程。

就业方向：石油化工、冶金、轻工、生化、材料、环保等领域从事工业生产、生产技术

改进、技术开发、工程设计等工作。

建筑工程学院

1、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工程制图、理论力学、工程测量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水力学、工程水

文学、土木工程材料、土力学、工程地质学、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河流动力学、海岸动力

学、水运工程施工、港口规划与布置、港口水工建筑物、航道工程学、专业英语等。

就业方向：毕业后主要从事港口航道工程、海岸工程以及相近的水利工程、土木工程的

勘测、规划、设计、施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2、土木工程（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房屋建筑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工程荷载与可靠度设计原理、

钢结构设计原理、高层建筑结构设计、工程地质、工程结构实验、工程结构抗震、混凝土结

构设计原理、混凝土及砌体结构设计、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等。

就业方向：建筑施工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路桥施工企业、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工程

造价咨询机构、建筑路桥监理公司、交通或市政工程类机关职能部门等。



资源与环境学院

1、测绘工程（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数字测图，地图学、GPS技术原理与应用、遥感原理与应用、地理信息系统、

海洋测绘、大地测量、工程量学、摄影测量原理与应用、土地利用规划、GIS专题地图、不

动产测量等。

就业方向：规划、国土基础测绘、海洋测绘、交通、不动产测量等部门或行业。

2、地理信息科学（本科，学制四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C#程序设计语言(含实践)、CAD制图(含实践)、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含实践)、

遥感技术(含实践)、测量学(含实践)、GIS软件应用、数据结构与算法、数据库基础(含实践)、

遥感图像处理(含实践)、专题地图编制(含实践)、GPS测量原理与应用、摄影测量、空间数

据库技术、空间分析原理、地理信息系统设计与应用、JAVA程序设计、无人机技术等。

就业方向：相关部门从事工程测绘、空间数据处理、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应用，无人机驾

驶

3、地理科学（师范）（本科，学制四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地图学、地球概论、人文地理学、水文气候学、地貌学、地质学基础、土壤

地理学、植物地理学、中国地理、世界地理、现代教育技术、地理教学论、教育学、心理学、

中学地理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普通话培训与测试、中学地理教学设计、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班主任与班级管理等。

就业方向：中学地理教师

4、地理科学（本科，学制四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地图学、地理信息系统、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市规划

原理、环境影响评价、园林规划、村镇规划、测量学、遥感概论、土地利用规划、GIS专题

地图、旅游规划学、城市道路交通规划等。

就业方向：规划、国土、测绘、环保等行业。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1、电子信息工程（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高频电子技术、EDA原理及应

用、通信原理、单片机原理及应用、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DSP技术、嵌入式系统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在电子、信息、通信等领域从事各类电子设备与信息系统的研究、

工程设计、设备制造、应用开发、市场拓展、技术管理等工作。

2、电子信息工程（中波合作办学）（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采用“3+1”培养模式，前三年在我校学习，学费为 30000 元/年，第四年转入波兰

华沙理工大学学习或选择留在我校学习，国外学习期间学费按波兰华沙理工大学标准收取，

约 4000 欧元/年，留在我校学习期间学费按学校同年级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收费标准收取。

完成规定的课程，修满学分，考试合格者获得波兰华沙理工大学授予的学士学位文凭，同

时获得我校授予的大学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

核心课程：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EDA原理及应用、通信原理、

动态系统与控制、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远程通信系统与网络、嵌入式系统、卫星通

信系统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在电子、信息、通信等领域从事各类电子设备与信息系统的研究、

工程设计、设备制造、应用开发、市场拓展、技术管理等工作。

3、物联网工程（物联云方向）（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教育部——中

兴通讯 ICT产教融合创新基地项目）

（本专业为我校与中兴通讯公司合作办学的 ICT 产教融合项目专业，该专业由学校与

中兴通讯公司根据市场需要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双方共建实验室，共同承担教学任务，

合格毕业生由中兴通讯公司推荐就业）

核心课程：单片机原理与应用、Android应用程序开发、射频识别技术与应用（RFID）、

无线传感器网络、软件工程、C语言程序设计、Web前端技术、物联网网络安全、物联网

移动应用开发、数据结构、JAVA程序设计、物联网系统设计与开发、物联网系统运维等。

就业方向：可在物联网、计算机相关的行业从事手机 APP、无线传感网、信息安全、物

联网终端应用软件等的设计、开发、管理与维护工作；可在高校、物联网技术培训机构或科

研机构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也可在相关的事业单位、行政管理部门从事物联网工程相关管

理工作。

4、人工智能（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人工智能基础、模式识别基础、机器学习基础、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知识

表示与推理、自然语言处理、图像理解与计算机视觉、语音信息处理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可在企事业单位从事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应用型)、智能系统

开发工程师、图像识别工程师、自然语言处理工程师等工作。

经济管理学院

1、城市管理（本科，学制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环境生态学、城市管理学、城市

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城市信息管理系统、城市管理法规、GIS应用能力、spss

实训、公用事业管理、工程管理、城市规划管理、社区管理、安全与应急管理、土地管理学

等。

就业方向：学生毕业后可在政府机关、城市规划、建设、执法及综合管理部门、城市市

容环境和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城市公用事业单位、城市社区、城市建设相关企业和教育科研

部门从事经营管理工作，也可在相关教学和科研单位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2、财务管理（本科，学制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经济法、会计电算化、财务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财务分析、税法与

纳税申报、审计学、资产评估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在工商企业、银行及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政府及事业

单位从事财务管理、会计审计、金融管理及纳税筹划等工作。

3、金融工程（本科，学制四年，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政治经济学、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统计学、金融工程学、货币银行学、金融风险管理、固定收益证

券分析、金融衍生工具、计量经济学、财政学、国际金融、投资学、投资银行实务、公司金

融、金融数据处理技术等。

就业方向：主要到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金融监管机构和高等院校从事金融、财务管

理以及教学、科研工作等。

4、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学制四年，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政治经济学、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金融、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国

际贸易实务、会计学原理、外贸函电、外贸单证实务、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投资、报关实务、

财经英语、国际市场营销、国际商务谈判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在进出口企业、外资企业、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政府机构等

相关部门从事经贸相关工作。

5、市场营销（本科，学制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管理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商务统计、市场营销学、消费者行

为学、市场调查与预测、创业基础、经济应用文写作、商务礼仪、经济法、国际市场营销、

网络营销、销售管理、品牌管理、市场营销策划、营销风险管理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在工商企业界及政府相关部门从事市场营销管理及服务工作。

6、物流管理（本科，学制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管理学、经济学、物流学、经济数学、供应链管理、物流工程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在港口物流企业、航运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企事业单位的物流

规划部门、物流中心、配送中心，从事物流采购、配送中心规划、运输规划、配送优化、库

存管理与优化、订单管理等物流管理与规划工作。

7、旅游管理（本科，学制四年，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旅游学概论、管理学、旅游经济学、小语种（泰语/越南语）、旅游资源与

规划、旅游目的地管理、旅游接待业、旅游法、旅游市场营销、旅游电子商务、旅游服务英

语、邮轮游艇导论、海洋旅游文化、客源国及海外领队、旅游策划等课程；还可选择赴泰国、

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大学进行交换学习旅游相关课程一年。

就业方向：毕业生主要到旅游行政事业单位、旅游投融资平台、国内外旅游景区、邮轮

公司、国际酒店集团、旅行社、旅游电子商务公司及其他旅游相关行业从事经营、管理与服

务工作。

食品工程学院

1、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食品化学与分析、食品工艺学、食品加工与保藏、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食

品机械与设备、食品微生物学、食品营养与卫生等。

就业方向：培养能在生产、服务一线从事食品生产和产品开发、食品检验及质量管理、

食品营养评价与食品机械操作及维护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2、食品质量与安全(本科，学制四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食品化学与分析，食品工艺学，食品加工与保藏，食品检验检疫，食品品质

控制，食品机械与设备，食品微生物学，食品营养与卫生，食品毒理学等。

就业方向：培养能在食品企事业单位从事食品质量与安全营养评估、食品检验检测、食

品质量控制、食品加工、生产管理及食品标准与法规相关的工作。

理学院

1、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本科，学制四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常微分方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实变函

数、复变函数、数学建模、运筹学、数值分析、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数据库技术及应用、教

育学、心理学、中学数学教学论等。

就业方向：从事中小学数学教育教学及研究，或在教育、经济、科技等领域从事统计分

析、应用与管理等工作。

2、物理学（师范）（本科，学制四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高等数学、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原子物理学、数学物理方法、固体

物理、电工学、物理实验、模拟电子技术基础、计算物理基础、教育学、心理学、中学物理

教学论等。

就业方向：从事中学物理或科学的教育教学，或在光电产业领域从事研究、产品开发与

制造、市场服务与管理等工作。

陶瓷与设计学院

1、产品设计（本科，学制四年，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包括三方面，基础训练课程：中国陶瓷史、拉坯基础、陶瓷模具、人体工程

学、坭兴陶茶壶制作、坭兴陶书法雕刻、陶瓷工艺学、装饰雕塑、坭兴陶雕刻工艺；设计类

课程：3D打印模具、日用陶瓷设计、坭兴陶烧制打磨工艺实验、人物雕塑等；综合设计类

课程：坭兴陶虚拟仿真设计、陶瓷旅游工艺品设计等。

就业方向：培养产品设计专业人才，适应市场经济需求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德智体，全

面发展，身心健康，能在产品设计企业，专业陶瓷设计工作室，大型陶瓷策划设计企业，产

品策划设计企业，企事业单位企划部门从事平面产品创意策划设计，制作的专业技能型人才。

2、环境设计(本科，学制四年，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三大构成、手绘表现技法、建筑识图与测绘、计算机辅助设计（3DS max）、

模型制作、室内设计程序与方法、景观设计程序与方法、园林植物配置与造景、装饰材料应

用与工程预算、室内陈设设计、环境设计专题等。

就业方向：各级建筑与规划设计研究院（所），各类室内装饰设计公司，各类景观园林

设计公司，各种艺术工作室，中等职业学校或高职院校。

3、视觉传达设计(本科，学制四年，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视觉要素基础训练课程：图形语言、色彩语言、创意形态学；平面设计类课

程：品牌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装帧与版式编排设计；多媒体、综合设计类课程：交互设计、

影像设计、动画设计、展示设计等。

就业方向：在装潢包装设计企业，专业广告设计工作室，大型广告策划设计企业，广告

策划设计企业，企事业单位企划部门从事平面视觉传播创意策划设计，制作的专业技能型人

才。

4、美术学（本科，学制四年，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艺术概论、中外美术史、民间美术、素描基础、色彩基础、、速写、国画、

油画、水彩、版画、雕塑等。

就业方向：能够从事专业创作，在画院、美术馆、文化馆、美术教育部门、设计公司、

出版单位以及居民社区，从事绘画、教学、设计、美术编辑、美术辅导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

应用型人才。

人文学院



1.汉语言文学（学制四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

语言学概论、写作、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微格教学、秘书实务、办公自动化等。

就业方向：在中小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在党政机关、新闻出版、影

视文化、互联网、对外交流等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行业从事语言文字工作。

2.汉语国际教育（学制四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基础应用写作、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对外汉语教育心

理学、外语（英语或泰语、越南语等）、第二语言习得与偏误分析、跨文化交际、中外文学

史概要、中国文化概论、中外文化比较、东南亚文化、国际贸易实务等。

就业方向：在国内外中小学校、培训机构等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文化传播等相关工

作；在文化管理、新闻出版及其他企事业单位、涉外单位及外资合资企业从事汉文化传播、

文化宣传及外事活动等相关工作。

3.新闻学（学制四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学概论、传播学原理、新闻口语、摄影摄像、新闻

采写编、新媒体运营等。

就业方向：在政府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和媒体平台从事新闻采编、宣传策划、融媒体

编辑、舆情调研、自媒体策划运营和文化传播等工作。

4.音乐学（学制四年，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基础乐理、视唱练耳、和声学、曲式与作品分析、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外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中外民族音乐、合唱与指挥、声乐、钢琴、歌曲即兴弹唱、中外管

弦乐器演奏、形体训练与舞蹈编导基础、音乐教学论、音乐教育心理学、音乐微课与教学设

计、教育实习等。

就业方向：在中小学、社会音乐培训机构、文化局（馆）、群众艺术馆等单位从事音乐

教育、艺术文化活动策划与组织等工作。

5.音乐表演（学制四年，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声乐、器乐、舞蹈、舞台表演、乐理、视唱练耳、和声学、曲式与作品分析、

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外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中外民族音乐、形体训练与舞蹈基础等。



就业方向：在专业文艺团体、职业技术学校、企事业单位、社会文化机构、中小学校等

部门从事表演、教学、音乐活动的组织宣传与策划、文化管理工作。

6.舞蹈表演（学制四年，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中国古典舞基训、中国古典舞身韵、中国民族民间舞、芭蕾舞基训、现代舞

基训、舞蹈毯子功、剧目排练、中外舞蹈史及作品赏析、舞蹈概论、舞蹈教学法、“一带一

路”民族民间舞、编舞技法、北部湾民族民间舞、芭蕾性格舞蹈、国际标准舞等

就业方向：在各级各类专业文艺表演艺术团体、中专院校、艺术培训机构、中小学、少

年宫、群众艺术馆、电视台、以及企事业单位从事舞蹈表演、舞蹈教育、舞蹈创作、舞蹈培

训及舞蹈研究等工作。

教育学院

1、学前教育（本科，学制四年，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学前教育学、学前儿童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幼儿园课程、幼儿游戏与指导、

音乐技能、美术技能、舞蹈技能等。

就业方向：在幼儿园、托儿所等学前教育机构从事教育教学及管理，在社区从事学前教

育及社会服务的应用型人才。

2、小学教育（本科，学制四年，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现代汉语、数学思想与方法、儿童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小学教育学、教育科

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应用写作、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名著导读、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微积分、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等。

就业方向：小学语文、数学学科教师；基础教育科研人员及教育管理人员。

国际教育与外国语学院

1、泰语(本科，学制四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泰语语音、基础泰语、泰语口语、泰语听力、泰语阅读、高级泰语、泰语视

听说、泰语写作、泰汉翻译理论与实践、泰语报刊选读、经贸泰语、旅游泰语、泰国国家概

况、泰国文学作品选读、泰国历史等。



就业方向：我校培养的泰语专业人才将进一步满足国内外对复合型应用型泰语专业人才

的需求，这些需求的主要来源是：各级政府的外事、外贸部门，各级政府所属单位，各类教

育研究机构，国内外各类型企业、翻译公司、旅游公司等。因此，本专业培养的学生有着较

为广阔的就业前景。

2、英语（本科，学制四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综合英语、英语口译、英语笔译、英美文学、英语写作、商务英语写作、英

语教材分析与教学设计、商务英语谈判、市场营销英语、电子商务英语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能在外贸、商务、外事、旅游、文化、新闻出版和教育等部门从事翻

译、管理、教学等工作。

3、越南语（本科，学制四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越南语语音、基础越南语、越南语口语、越南语视听说、越南语阅读、高级

越南语、越南语写作、翻译理论与实践、口译实训、越南语报刊选读、经贸越南语、旅游越

南语、越南与东南亚政治经济关系、中越历史关系与现状、越南文学史、越南文学作品选读

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在外事办、海关、边防、银行、政府、学校、旅行社、中国（含港

澳台）涉外企业等单位从事翻译、国际贸易、管理、导游、教学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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