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计 量 大 学 
 

一、学校概况 

中国计量大学始建于 1978 年，是我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业唯一的本科院校，

是一所计量、标准、质量和检验检疫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普通高校。中国工

程院院士庄松林教授任名誉校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浙江省特级专家林

建忠教授任校长。 

学校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东方休闲之都——浙江省杭州市。校园环境优美，办

学条件优越，拥有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3.9 亿元，纸质图书 220 万册。 是读书治

学的理想园地。 

学校始终秉承“精思国计、细量民生”的校训，坚持“计量立校、标准立人、质

量立业”的办学理念。学校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和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现已形成本

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成人教育等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具有外国留学生、港

澳台学生招生权。现有 52 个本科专业，涵盖工学、理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经

济学、医药学、农学、艺术学等九大学科门类，有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5 个、硕

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10 个。设有 18 个学院（部），创办 1 所独立学院，有在校全日

制普通本科生 15121 人、研究生 1653 人，独立学院 5613 人。 

学校成人高等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形成了鲜明的

办学特色，已形成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多层次、多形式的办学体系。设有函

授、夜大学（业余）、自学考试等学历教育，开设了测控技术与仪器、产品质量工程，

安全工程、法学、食品质量与安全、标准化工程、英语、工商管理、财务 管理、公



共事业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十多个本科专业；检测

技术及应用、食品检测及管理、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会计电算化、物

流管理、电子商务、法律事务、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管

理、商务管理、会计、应用英语、环境艺术设计、广告设计与制作、视觉传达艺术设

计等二十多个专科专业，已在浙江省内、省外设立 30 多个函授站，历年来成教学院

培养了成人高等教育学历毕业生 30000 余人，以学生受益、家长满意、社会认同的

办学质量赢得了较好的社会声誉。 

 

二、报考须知 

1. 招生对象 

考生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且是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

校在校生以外的在职、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身体健康。浙江省户籍考生凭有效

居民身份证，可在省内跨市、县报名；在浙参加成人高考的外省户籍考生，除凭有效

居民身份证外，还需凭浙江省固定居住证明（暂住证）或单位工作证明，在居住或工

作所在地的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报名。 

各种办学层次的考生具体要求是： 

（1）高中起点专科考生应具有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下同）以上毕业文

化程度或同等学力。 

（2）专科起点升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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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专科以上毕业证书的人员。 

 

 



2. 报名时间与程序 

各省、自治区考生的报名方法、时间和程序以当地省、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或高

校招生办公室）公布为准。 

外省考生可向当地省、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或高校招生办公室）咨询相关事宜。 

浙江省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实行网上报名填报志愿，现场确认缴费，考试结束后网

上确认志愿的办法。 

网上报名志愿填报，网上报名信息输入和填报志愿，考生登录浙江省教育考试网

成人高校报名和志愿填报系统，按规定输入个人报名基本信息，并根据公布的招生院

校专业目录填报院校和专业志愿。考生可填报相应层次和科类的 1 个院校志愿 2 个专

业志愿。 

现场信息确认，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到网报时选

定的有关市、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设立的报名信息确认点，办理报名资格审查、

交费、摄像和信息确认等手续。报考专升本和申请免试入学的考生，必须在有关市指

定的信息确认点。 

志愿确认阶段，考试结束后，考生凭网报时设置的密码 登录浙江省教育考试网

成人高校招生报名系统确认志愿。 

3、考试日期：每年十月底，具体根据浙江省考试院安排。 

4、录取时间： 

实行远程网上录取，录取时间为 12 月份。 [各省、自治区录取时间详情以全国

各地省、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或高校招生办公室）公布的时间为准]。录取分数线以各

地省、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或高校招生办公室）公布为准（参考： 2017 年浙江省成

人高校录取分数线为：高中起点升专科文科类为 115 分；高中起点升专科理科类为



116 分；高中起点升专科艺术（文）为 81 分；专科起点升本科文史中医类 178 分、

理工类 120 分、经济管理类 120 分。） 

5. 考试科目 

层 次 报考类别 统考科目 

专升本 

理工类 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一） 

经管类 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二） 

文史类 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高起专 
理工类 语文、数学(理)、英语 

文史类 语文、数学(文)、英语 

 

三、报考信息、录取开班原则及收费标准等 

1、学校全称：中国计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 

校代码：国标代码：10356 浙江省代码：121 

2、办学性质：公办； 办学层次：专科、专升本 办学形式：函授、夜大学（业

余） 

（1）学校认真执行各省、自治区教育部门制定成人高校招生工作实施意见，严

格按各省、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划定的统一控制分数线和招生计划数，择优录取报考我

校志愿考生。凡入学专业人数不足 15 人时，不予开班。我们将根据考生填报的专业

调整到本校或其他院校相近专业录取。 

（2）按教育部规定，对录取的新生全部进行复查，经复查发现不符合招生条件

和违规的学生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3、收费标准：学校严格执行国家与当地财政收费规定收费，按两种方式收取： 



（1）浙江省函授、夜大学（业余）学员收费按《浙江省物价局 浙江省财政厅 浙

江省教育厅关于调整成人高等教育收费的通知》（浙价费[2014]245 号）等相关规定

收取。 

高起专、专升本函授学员以学分制收费，按教学计划计费总学分为 75 学分，其

中工科类专业每学分 120 元；其它类专业每学分 108 元；高起专、专升本夜大学（业

余）学员以学分制收费，按教学计划计费总学分为 75 学分，其中工科类专业每学分

132 元；其它类专业每学分 118.8 元；学校每学年按学分制平均学分数进行预收，毕

业前结清所有学费。 

（2）省外函授站收费标准按照浙江省收费标准或当地物价部门审核的收费标准

执行；是否实行学分制收费，请见当地函授站公告 

4、教学形式： 

（1）函授：以自学为基础，自学与面授相结合，每学期进行 15-20 天的集中面

授教学，面授教学地点在杭州市或各地函授站、教学点。各地函授站面授教学计划统

一安排，时间段可以酌情调整。 

（2）夜大学（业余）：每周上课 12-14 课时。 

 

 

 

 

 

 

 



四、2017 年招生专业计划（拟） 

1、夜大学（业余）招生专业计划 

 

序号 专业名称 层次 科类 
最短学习

年限 
招生范围 授课地点 

1 英语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2.5 

社 

会 

招 

生 

下城区西文街

149 号方圆金

街商业中心 1

号楼 201-3 室 

联系人谢老师

85681534 

2 广告学 专升本 文史、中医类 2.5 

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专升本 理工类 2.5 

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升本 理工类 2.5 

5 安全工程 专升本 理工类 2.5 

6 工商管理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2.5 

7 财务管理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2.5 

8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2.5 

9 市场营销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2.5 

10 公共关系学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2.5 

1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2.5 

12 电子商务 高职（专科） 文史类 2.5 

13 工商企业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2.5 

14 财务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2.5 

15 会计 高职（专科） 文史类 2.5 

16 国际经济与贸易 高职（专科） 文史类 2.5 

17 市场营销 高职（专科） 文史类 2.5 

18 计算机信息管理 高职（专科） 理工类 2.5 

19 机电一体化技术 高职（专科） 理工类 2.5 



2、函授招生专业计划 

序号 专业名称 层次 科类 最短学习年限 招生范围 授课地点 

1 测控技术与仪器 专升本 理工类 2.5 

社 

会 

招 

生 

相 

关 

函 

授 

站 

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理工类 2.5 

3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理工类 2.5 

4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专升本 理工类 2.5 

5 标准化工程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2.5 

6 财务管理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2.5 

7 质量管理工程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2.5 

8 市场营销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2.5 

9 工商管理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2.5 

10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2.5 

11 知识产权 专升本 法学类 2.5 

12 会计 高职（专科） 文史类 2.5 

13 工商企业管理 高职（专科） 文史类 2.5 

14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高职（专科） 理工类 2.5 

15 机电一体化技术 高职（专科） 理工类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