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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考生：

大学是生命中重要的阶段，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大学的
使命是成就梦想中的你，并给你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浙江工业
大学之江学院自 1999 年成立以来，遵循“尚德致知，敢为人先”
的院训，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合、
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以学生为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旗帜鲜明地培养“下得去、上得来、用得
好”的应用型人才。

在之江，你将时刻感受到学院无微不至的关爱。之江有着浙江省
十大最美校园称号，有着无处不在的人文关怀。在早湖畔，在行
知桥旁，在穷理楼长廊等校园第三空间，随处可以歇息、看书，
或敞开心扉、碰撞思想；当你遇到任何的困难与困惑，学院都视
为大事放在心上，“ 之江云”随时为你提供周到服务。

在之江，你将拥有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学院尊重你的个性和你
的每一个梦想。你可以根据自我发展意愿重新选择专业；你可以充分施展才华，学科竞赛、社团历练、志
愿者活动，让你有更的舞台发掘自我的潜能；在与校内外导师、长辈同伴的交流中开拓视野，发现自我，
完善自我。

在之江，你将造就更加全面的自己。学院以能力素质培养为导向，强调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相结合，使你
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能力；之江将拓宽你的国际化视野，培育你的创新创业基因，锻炼你的自主学习
能力；现代书院制助你提升核心能力、素质，注重行为养成，着力培养你的人文素养和完备人格。当你毕
业后步入社会，你应能有满意的职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享有品质和有意义的生活。

之江学院作为浙江省首批应用型建设试点示范学校，正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向一流的区域性应用型本科高
校迈进。

作为院长，我真诚地欢迎你加入之江，之江将伴随着你共同成长，成就最好的你！

2022 年 6 月

院长寄语院长寄语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MESSAGE FROM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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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是 1999 年经浙江省人民政

府批准、教育部确认、浙江工业大学举办的全日制本科

独立学院，2012 年起由浙江工业大学与绍兴市柯桥区

合作举办。2013 年 9 月起学院新生在绍兴校园就学。

2015 年，被列为浙江省首批十所应用型建设试点示范

学校之一。2016 年，首批通过浙江省教育厅对独立学

院的规范设置验收。2017 年，成为浙江省硕士学位授

予单位建设单位。2019 年，成为浙江省首批十所产教

融合示范基地之一、首批教育部 1+X 证书试点院校。

2022 年，学院综合实力位列全国同类院校前三。学院

校园面积占地 820 亩，其中水面 220 亩。

学院现有 11 个二级学院 1 个教学部，即商学院、信

息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

建筑学院、设计学院、理学院、旅游学院、创新创业学

院、继续教育学院和体育军训部。专业设置紧密结合浙

江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现有 40 个本科专业，

涉及工学、理学、文学、法学、管理学、经济学、艺术

学等七大学科门类。全日制在校本科学生 9900 余人。

学院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深化改革，强化实践，通

过星级专业建设、专业自主招生等一系列措施，教学质

量稳步提高，专业特色初步显现。2015 年，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被评为浙江省一流学科。2019 年，工商管理

被评为绍兴市普通高校重点学科。建筑学、旅游管理、

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工程等入选浙江省“一

流专业”。学院拥有财务管理、电子信息工程和旅游管

理等 3 个省级“十二五”新兴特色专业，工商管理、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英语等 3 个省级“十三五”优势特色专业，

城乡规划、工业设计为绍兴市重点建设专业。学院实施

星级专业建设计划，现有星级专业 11 个，其中高星级

专业包括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工程、建

筑学、旅游管理、英语等。

近年来，学院开展各级各类教学研究和建设项目

430 余项。其中，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68 项，

浙江省高等教育质量工程项目 60 项，绍兴市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及建设项目 98 项；数字文旅产业学院入选首

届浙江省高等院校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优秀案例；机械工

程实验教学中心、信息工程实验教学中心为浙江省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信息工程实验中心、数字媒体联合实验

教学中心、建筑实训中心、商学院之江跨境电商产业合

作实训基地和设计学院色彩图像设计实训基地被列为绍

兴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项目；现有 102 门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优秀课程）建设项目，其中省级精品课

程 2 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 门，省级一流课程

16 门；主编各类教材 102 部，其中省级重点教材 6 部，

新形态教材 11 部；“独立学院教学管理的研究与实践”荣

获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为提高教学效果，保证教学质量，学院先后建成

10 个实验中心，下设 130 余个实验室，与省内外一大

学院简介学院简介
OVERVIEW

2022 IN ZHIJIANG2022 IN ZHI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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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江学院

批企事业单位建立了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200 余家，教

科仪器设备达 13580 台﹙件﹚，教科仪器设备总值 9890

余万元。绍兴工业互联网学院（研究院）实验室成功入

选柯桥区重点共建创新平台和绍兴市重点实验室建设培

育项目。

学院坚持“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以校园第三空间为

依托，打造现代书院制，为每个学生的成才搭建平台、

做好指导。学院开设四年一贯制“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

课程。积极推进各类精英人才培养，设立学生课外科技

基金，开办创业实验班和“致知”精英班，开展大学生创

业大赛，建立大学生创业园，积极孵化培育优秀创业项

目，突出对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学生留学深造打造平

台，国际化总体水平位居浙江省同类院校前二。现与美国

威廉帕特森大学、美国布里奇波特大学、英国伯明翰城市

大学、法国土伦大学、日本九州外国语学院等 37 所境外

院校建有合作培养项目。从 2016 年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

人才培养质量成效明显。近五年来，在教育行政部门

举办的各类学科竞赛中累计获得国家级奖项 34 项、省级

奖项 540 项，竞赛总成绩名列省内同类学院前茅。学生创

业热情高、创业能力逐年提升。每年备案在册的大学生创

业团队近 100 支，2000 名学生参与创业活动。迄今为止，

学院共向社会输送大学生 33281 名，继续深造率保持 9%

左右。毕业生中还涌现出了浙江省青少年道德模范，浙江

省优秀青年等一批优秀毕业生代表。

学院在依托浙江工业大学师资优势的基础上，着力

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聘请国内外高校的知名教授和

企事业单位的专家、学者、高级技术管理人才为学科

带头人和兼职教授；实施“青年教师进修学校”制度提升

青年教师综合素质。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400 余人，具

有博士学位或高级技术职务的教师占 50%，超过 90%

的教师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硕士生导师近 40 人，依

托浙江工业大学学位点招收硕士研究生。2013 年以来，

柔性引进了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3 人、省级 6 人、市级

11 人。

近五年来，学院教师获厅局级以上科研项目 206

项，其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国家社科基金 9

项，教育部、省自科基金、省社科规划项目等省部级项

目 60 项，科研经费 1.31 亿元，授权专利共有 1096 项

﹙其中发明专利 76 项﹚。教师 A 类及三大索引论文 170

篇，出版学术专著 21 部。教师科研团队撰写的 10 余

篇研究报告获得国家级领导、省级主要领导和市级主

要领导批示。

全院师生正秉承“尚德致知、敢为人先”的院训，实

施“融入绍兴、依托母体、内涵发展”的“三大战略”，开

展“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动，实现“人才、学科、服务”

三位一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加快建设“一流的区域性应

用型大学”，为推进浙江省“重要窗口”、社会主义现代

化先行省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

之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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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之江，成就梦想选择之江，成就梦想

同类院校排名 3rd

武书连 2022 独立学院综合实力排行榜

2015 年，被列为浙江省首批十所应用型建设试点示范学校之一。

2016 年，首批通过浙江省教育厅对独立学院的规范设置验收。

2017 年，成为浙江省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建设单位。

2019 年，成为浙江省首批十所产教融合示范基地之一、首批教育部 1+X 证书试点院校。

2022 年，武书连独立学院综合实力排行位列全国第三。

学院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不断深化改革、强化实践、凝练特色，教学效果与人才培养质
量稳步提升，学科优势逐渐凸显，专业特色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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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人才培养
TALENT CULTIVATIONTALENT CULTIVATIONTALENT CULTIVATIONTALENT CULTIVATION

人才培养有保障 
学院依托母体办学，现有专任教师 400 余人，80% 以上师资来自浙江工业大学，

40% 以上教师具有博士或高级技术职称，95% 的管理团队来自浙江工业大学，可以

说就读之江，享受的是工大的品质，极大程度地保证了之江学院的人才培养质量。

人才培养复合化
学院非常注重人才的复合化培养，学生在校期间，可以自主申请专业辅修，修满相

应学分可以获得专业辅修证书，如果修满颁发学位要求的学分，还可以申请辅修专

业的学士学位。学院开设了国际商务（英语）特色班、英 - 日双外语特色班、“旅游

+ 外语”实验班、“旅游 + 数字经济”实验班等，满足学生的复合化专业需求。

人才培养有平台 
学院在新生入学后就推行“现代书院制”，全面实施导师制，帮助学生个性化发展。学生可以在

早湖畔、梦湖边等校园随处可见的“第三空间”与导师交流，也可以自主选择喜欢的社团、沙龙、

志愿服务、创新创业等活动，在专业学习之余有更多的机会参加感兴趣的活动或补齐自己的

短板，书院其实就是一个学生综合能力提升平台，帮助学生健康成长成才，实现个性化发展。

人才培养国际化  
学院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学生留学深造打造平台。现与英国邓迪大学、英国伯明翰城

市大学、法国土伦大学、日本九州外国语学院、日本久留米大学等建有合作培养项目。学院推出 “4+X”

海外硕士直通车项目，学生入学后自主报名，择优录取组班学习，通过全方位指导与服务，帮助

学生在院内对接世界名校继续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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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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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SNAlice 动漫社、Line·Dance 体育舞蹈协会、长风传统文化社

21 年军训、梨苑戏社、之江足球协会、三原色艺术团 、早湖捕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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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科巡航专业学科巡航

2022 IN ZHIJIANG

SCHOOLS SITUATION

优势学科一览表

浙江省一流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工商管理

浙江省重点学科
武器系统与运用工程 ( 涵盖机械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方向）

浙江省“一流专业”
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筑学、
旅游管理、机械工程、工商管理

浙江省重点建设专业 机械工程

浙江省特色专业
财务管理、电子信息工程、旅游管理、
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旅游管理、
建筑学、机械工程、工商管理

省级“十二五”新兴特色专业 财务管理、电子信息工程、旅游管理

省级“十三五”优势特色专业 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语

浙江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机械工程实验教学中心、信息工程实
验教学中心

绍兴市重点学科

旅游管理学科（涵盖旅游管理、工商
管理等专业方向）

物联网工程学科（涵盖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软件工程等专业方向）

应用数学学科（涵盖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方向）

工商管理

学科建设

学院现有省级重点学科 1 个，省一流学

科 1 个，绍兴市重点学科 4 个，院级优

势学科 10 个，院级重点学科 5 个，校

级研究所 2 个，院级研究所 22 个，与

企事业单位共建研究中心、产学研合作

基地等 20 余个。学院现为浙江省社会

科学普及基地、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

“旅游经济与发展研究中心”、“绍兴市布

商研究中心”为绍兴市社科研究基地、“彩

像纺织科普基地” 为绍兴市社科普及基

地、“之江学院‘双创’教育基地”为绍兴市

科普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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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学科一览表（续）

绍兴市重点建设专业 城乡规划、工业设计

绍兴市社科研究基地 旅游经济与发展研究中心、绍兴市布商研究中心

绍兴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信息工程实验中心、数字媒体实验中心、建筑实训中心、之江跨境电商产业合作实

训基地、色彩图像设计实训基地

学院重点学科 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工程、建筑学、时尚产品设计

学院优势学科
旅游管理、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设计、应用数学、建筑技术、产业经济学、

行政管理、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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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现设有工商管理、财务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金融工程、市场营销 6 个专业，其中，工商管理

专业为浙江省一流专业、浙江省特色专业；财务管理专业为浙江省新兴特色专业，并与上海高顿财经教育集团联合举

办 ACCA 方向班。学院拥有综合实验室、财务共享实验室、电子商务实验室和摄影直播体验坊等。近五年，学院成功

立项省级一流课程 3 门，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12 项，省、部级教学项目 12 项，市级精品课程 4 门，院级核

心课程、“课程思政”师范课程 40 门；发表各类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 A 类 21 篇、CSSCI6 篇，出版专著 4 部，承担

国家级课题 4 项，省部级课题 20 余项，厅局级课题 100 余项，获省部级主要领导批示 5 项，科研到款经费 450 余万

元，培训到款 200 余万元。

     学院现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2000 余人，近年来学生获校级奖项 227 余项、市级奖项 70 余项；学成毕业的学生

出国留学、就读国内高等院校研究生和考取公务员、进事业单位和知名企业的比例高达 30%，近五年累计 130 余名学

生到国外知名大学深造。

学院简介 

商院学子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交流

Business School
商学院商学院

招生热线：

0575-81112635

学院网址：

http://sob.zzjc.edu.cn
学院网址学院网址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商学院拥有管理学、经济学两大一级学科，建有管理系、财金系、经贸系，下设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
6 个专业，并以布商研究中心、高顿国际商学院、跨境电商人才培训基地、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国家
电子商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建设为载体，落实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
学院拥有省一流专业、省“十二五”新兴特色专业、省“十三五”优势特色专业、市重点学科等优质教育
资源。现有学生 2015 人，教职工 65 人（专任教师 50 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占 62%，30% 的教师
具有博士学位，博士生导师 1 人，硕士生导师 8 人。毕业生综合素质高，受到用人单位广泛好评。

尚德明理，经世致用，报考商院，商赢未来！
唐根年     商 学 院 院 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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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介绍 

★工商管理（浙江省“一流专业”、特色专业）

专业简介：

本专业多为双师型教师，具有充足的实践经验。专业采

用数字化技术与专业紧密融合，以实战演练、案例研讨、项

目式教学和各类竞赛为支撑，进行高素质、强能力的国际化、

复合型、创新型和创业型人才的培养。
主要课程：

人力资源管理概论、创业管理、财务管理、运营管理、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投资学、市场调查与预测、新媒体营

销数据挖掘应用、人力资源招聘测评及软件应用、绩效与薪

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数据挖掘与分析、Python 大数据可视

化技术、Python 爬虫技术、大数据与商业分析。
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在政府机构、各类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等工商

管理相关行业。近三年，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

深受用人单位的好评，大部分毕业生获得各类职业资格证书。

☆财务管理（浙江省特色专业）

专业简介：

本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特色明显，开设 ACCA 方向班。

立足浙江、面向长三角，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较强的

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熟悉国际准则与规范，具备管理学、

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具有处理财务、税收、金融等方面的业

务能力。
主要课程：

基础会计学、金融企业会计、金融理财原理、财务管理

基础、财务会计、审计、中高级财务管理、公司战略与风险

管理、税法、财经法规、管理会计（双语）、会计信息系统、

python程序设计基础、大数据财务分析、财务共享理论与实务。

优秀校友

糜嘉伟 工商管理专业 2021 届

毕业生，现就职于广

发银行杭州分行。在

校期间，曾任游泳社

社长、工商 1701班长，

曾获浙江省电子商务竞赛二等奖，浙江

省互联网 + 大赛铜奖、校优秀团干、海

丽奖学金、校二等奖学金等荣誉。

陈   露 财务管理（ACCA方向）

2022 届专业毕业生，

现收到悉尼大学、诺

丁汉大学、西交利物

浦大学研究生 offer。

在校期间，曾任校团委学生会主席团

成员，校团委学术发展中心副主任﹔荣

获浙江省 2022 届优秀毕业生、浙江省

政府奖学金、绍兴市优秀毕业生等荣

誉﹔曾以第一作者和第二作者发表学术

论文两篇。

邵雨梦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2021 届毕业生，现就

职于台州艺霸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在校

期间，曾任就业服务

部部长，曾获校级一等奖学金、浙江省

政府奖学金、校级优秀学生、校级优秀

团员、院长特别推荐书、浙江省级优秀

毕业生、致知精英班荣誉生等荣誉。

谢尚焕 电子商务专业 2021 届

毕业生，在校期间，成

立绍兴微扬网络有限

公司，成为绍兴青创

联盟入驻单位。大学

期间多次参加创赛，获得浙江省电子商

务一等奖，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立项，浙

江省挑战杯三等奖，浙江省互联网 + 三

等奖，浙报阿里奖学金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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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在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从事会计、审计、

理财、金融管理、涉税业务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近几年，出国、考研深造率、薪资水平均名列同类校院

前列，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的好评。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简介：

本专业培养掌握国际贸易理论，熟悉贸易规则与法

律，通晓国际贸易运作方式与操作技能，具有国际视野、

创业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注重学生的外语能

力、沟通与组织协调、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
主要课程：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金融

学、国际贸易原理、国际贸易实务、外贸函电、国际金

融、国际市场营销、国际经济学、国际电子商务、国际

结算、跨国公司经营、国际商法。
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在政府对外贸易管理部门、外贸公司、外

贸企业、银行从事外贸业务、国际营销、跨境电子商务、

国际结算等相关工作。

电子商务

专业简介：

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经营管理知识，熟悉电子

商务应用，掌握电子商务运营与管理技能，具备积极的

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复合型应用人才。以“培养应用

能力”为主线设置专业课程，突出实践教学环节，重视

创新创业教育。
主要课程：

电子商务理论与实务、数据库原理与应用、网页设

计与制作、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跨境电子商务实务、图

形图像处理技术、新媒体营销、电子商务网站建设与管

理、电子商务运营管理、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服务、

电子商务视觉营销、网络金融与电子支付、动画与视频

制作、商务数据分析。
就业方向：

学生毕业后可从事电子商务项目运营工作，也可到

外贸公司、涉外经济部门等单位从事管理工作。近几年

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薪资水平均名列同类校院前列，

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的好评。

金融工程

专业简介：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学、金融学、数学

基础，能利用相关知识解决金融问题的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通过掌握金融、科技、理学应用等相关知识，运用

计算机编程实现数学模型来解决金融相关问题。
主要课程：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公司金融学、

计量经济学、证券投资学、固定收益证券、商业银行

经营管理、投资银行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实务、

金融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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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在银行、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

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从事金融风险分析及防范、金融产品设

计、交易策略设计等工作，也可以去工商企业从事投融资、

风险控制的相关工作。

市场营销

专业简介：

本专业培养能适应社会需要，掌握经济、管理、市场营

销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具有创业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专业注重实践能力培养，借助现代化的营销实验教学

中心和校外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实践锻炼。
主要课程：

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消费行为学、广告学、市

场研究、销售管理、营销策划、新媒体营销、数字营销、品

牌管理、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商务数据分析、企业战略

管理。
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在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市场调研、营销战略规

划、产品开发、销售管理、电子商务等工作。近年，毕业生

就业情况良好，深受用人单位的好评。

优秀校友

陈诸航 金融工程专业 2022 届

毕业生，现已被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录取为硕

士研究生。在校期间，

曾任学院学生会副主

席，曾获浙江省微积分数学竞赛经管类

一等奖、主稿一篇研究光伏产业经营绩

效的期刊被 B 类杂志社等。

虞佳炯 市场营销专业 2021 届

毕业生，现就读于浙江

工商大学硕士研究生。

在校期间，曾任经贸学

生党支部副书记，曾获

浙江省 2021 届优秀毕业生、浙江省政府

奖学金、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赴美金融实战团在威廉帕特森大学商学院学习探访 赴韩国汉阳大学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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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风采

王河江，教授，硕士生导师，
工商管理学科创新集群与组织
治理方向负责人。主持或参与
省部级课题近 10 项，发表论
文 30 余篇，其中高水平论文
近 10 篇，作为主要参与者获
得省级教学成果奖 3 次。

蒋建华，教授，硕士生导师。
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程”
第三层次培养人员。近几年，
主 持 或 参 与 科 研 项 目 10 余
项，发表论文 10 余篇，其中
高水平论文近 5 篇，横向到
款 20 余万元，负责培训工作
期间，到款近 200 万元。

王斐波，教授，硕士生导师。
浙江省总会计师协会会员。
近几年主持或参与教学、科
研项目 10 余项，出版专著 1
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 10
篇，横向到款近百万。

孙春晓，教授，博士，工商
管理教研室专任教师。主持国
家级、省部级、厅局级课题 8
项，并在中央级出版社出版专
著 2 部，教材 1 部，发表核心
期刊论文 4 篇，SCI 收录论文
1 篇，其他学术论文 10 余篇。

张冰，教授，硕士，国际经
济与贸易教研室专任教师，
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 7 项，
作为主要参与人参与国家级
课题 4 项，核心期刊发表论
文 30 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
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孙捷，副教授，博士，市场
营销教研室主任。累计主持
或参与厅级以上课题 15 项，
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18 篇，近
五年主持企业管理咨询和政
府发展规划等横向课题15项。 

古赞歌，副教授，财金系副
主任，金融工程专业负责人。
积极指导学生参加浙江省证
券投资大赛、浙江省金融创
新大赛，学生多次获得省一
等奖，省二等奖，在国内外
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

朱艳，副教授，经贸系系主任，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负责人、
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程”第
三层次培养人员。主持完成省
部级课题十余项，核心期刊论
文发表二十余篇，近 5 年横向
到款 35 万元。曾获得浙江工
业大学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

端木青，副教授，财金系主
任兼财务管理教研室主任。
发表教改与科研论文十多篇，
主持并参与多项省部级科研
项目，出版教材三部。曾获浙
江工业大学 “我最喜爱的老师”
称号、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徐小华，教授，博士，金融
工程教研室专任教师，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一项，省部级
项 目 五 项，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二十余篇 , 出版专著两部，曾
获绍兴市人文社科优秀成果
奖、“之江青年”学者等荣誉。

2022 IN ZHIJIANG

沈利华，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全国电子商务职
业教育教指委重点培养骨干专
家。主持省部级项目 4 项，公
开发表论文 20 余篇。指导学
生创新创业和学科竞赛成绩斐
然，曾获绍兴市模范教师、绍
兴市优秀指导教师等荣誉称号。

卜庆军，教授，硕士生导师，
管理系主任、工商管理专业负
责人、浙江工业大学投融资研
究所所长、浙江省“新世纪 151人
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发
表核心期刊论文 20 余篇，主编
《企业信用管理》等教材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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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学院现有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等 4 个专业。学院设有浙江省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绍兴工业互联网学院阿里云－鉴湖工业互联网实验室。

学院现有教职工 60 余人，其中教授 6 人、副教授 13 人，博士 19 人，“双师型”教师占比 87.5%，5 人入选浙

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等，3 人入选绍兴市“名士之乡”英才计划等。

学院现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1700 余人，近年来荣获国家级、省级、市级大学生课外科技竞赛奖项 200 余项。

学院紧密对接浙江省数字经济和工业互联网发展需求，培养素质、能力和知识全面发展、具有社会担当、家国情怀、

专业抱负和创新实践能力的信息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学院简介

阿里云—鉴湖工业互联网实验室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ollege
信息工程学院  学院网址 微信公众号

招生热线：

0575-81112711 

学院网址：

http://xxgc.zzjc.edu.cn
学院网址 微信公众号学院网址 微信公众号

信息工程学院坚持“以学生为本”的理念，牢牢把握人才培养质量生命线，全力实施以提高质
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战略，坚持以质量为核心、人才为关键、特色为方向、学科为抓手、
文化为灵魂、品牌为牵引，对接区域信息产业需求，打造一支高技能、高素质、高职称、高
学历、专兼结合的“双师型”教师团队，为应用型 IT 人才的成长成才搭建平台。通过与 IT 行
业企业深度协同，形成“校内实训、校外实践、共融共享、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毕
业生综合素质高、应用能力强，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信以立身，科创未来，热忱欢迎选择信息，一起向未来！陈祥华     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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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介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浙江省 “一流专业”、省特色专业）

专业简介：

本专业师资力量强大，副教授及博士以上教师比例

高达 90%。专业以培养应用能力为主线设置专业课程，

旨在培养学生系统掌握计算机科学基本理论与知识，具

备实践应用能力与创新意识，能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计算机相关领域从事产品开发、技术应用和

系统管理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主要课程：

计算机系统原理、操作系统原理、计算机网络、面

向对象程序设计、数据结构、数据库原理与应用、算法

分析与设计、软件工程、软件架构与应用开发、移动应

用开发、微服务架构原理及应用、大数据计算技术、机

器学习基础。
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计算

机相关领域企业从事产品开发、技术应用和系统管理。

近年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

深受用人单位的好评，毕业生薪资水平高于全省本科生

平均水平。

软件工程

专业简介：

本专业面向软件产业，培养软件理论基础知识扎实，

能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软件工程问题，具

有软件产业实践经验，适应现代化工程团队、新产品和

新系统开发需求，拥有较强的创新创业能力的软件工程

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主要课程：

C++ 程序设计、Java 语言程序设计、数据库技术、

数据结构、JavaEE 程序设计、Android 程序设计、操

作系统、软件工程、Swift 程序设计、人工智能应用开发、

Android 网络开发、iOS 网络开发、NoSQL 数据库开发、

Hadoop 程序设计、云计算开发。
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在 IT 企业、企事业单位从事软件系统相

关的研发和管理工作。本专业目前开设 2 个方向：移动

软件设计专业方向和大数据开发与应用方向，移动软件

设计专业方向培养可从事基于移动软件设计开发和应用

等工作与创新的高层次技术人才，大数据开发与应用方

向培养具有实战经验的高素质、实用型大数据专业技术

人才。

☆电子信息工程（浙江省特色专业）

专业简介：

本专业面向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人工智能、集成

芯片等行业领域，重点培养能够从事电子设备开发、物

联网应用、智能测量和控制等相关职业的高级技术应用

型人才，要求掌握智能型电子系统设计、计算机网络与

通信、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嵌入式系统开发等方面的专

业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创新意识和知识更

新能力。
主要课程：

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高频电

子线路、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单片机原理及应

用、数据分析及应用、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通信原理、

计算机网络与通信、检测技术、传感器原理与应用、电

子系统设计、嵌入式系统开发。
就业方向：

毕业生既能够在传统的 IT 领域，包括仪器仪表行

业、电动工具行业、家电行业、机电行业从事嵌入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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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开发，比如嵌入式硬件工程师、软件工程师、测试工程师、

技术支持和维护；也能够就职于通信和互联网领域，比如偏

硬件方向的模拟电路设计、数字电路设计、信号完整性分析、

硬件测试等，偏软件方向的应用软件开发、音频信号处理、

图形图像处理、通信协议开发、数字信号处理、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技术应用等。

自动化

专业简介：

本专业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创新为导向，对

接浙江省先进制造与智能信息处理等领域。专业具有“控管结

合，强弱并重，软硬兼施”等鲜明的特点，是理、工、文、管

多学科交叉的宽口径工科专业。专业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需要，具备解决自动控制技术问题的基本能力，具有知识更

新能力、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可以从事控制和管理自动化

系统的设计、开发、测试、部署、应用、管理和运维的应用

型人才。
主要课程：

高等代数、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复变函数与

积分变换、自动控制理论、现代控制理论、运动控制系统、

计算机控制技术、机器人控制技术、电力电子技术，模拟电

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单片机原理及实现、C 程序设计基础、

C++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数据库技术及其应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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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波 自动化专业 2008 届毕业

生，现任为杭州吉利汽

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获宁波市杭州湾新区

先进科技工作者、浙江

省 “五一” 劳动奖章、浙江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宣剑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2008

届毕业生，杭州宣诚科

技有限公司 CEO，杭州

宣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浙商理事会理事，诸

暨商会常务理事，浙江工业大学校友理事会

理事，杭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2012 杭

州十佳大学生创业之星。

王一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2011 届毕业生，现任阿里

巴巴智能信息事业群 UC

事业部副总经理。在校期

间，曾获全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比赛浙江省三等奖、校一等奖学金、国家

励志奖学金等荣誉。

俞睿哲 软件工程专业 2021 届毕

业生，现任北京奇虎科

技（360）有限公司安全

研究员。在校期间，曾获

华为杯全国大学生物联

网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第十一届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

决赛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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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在高科技开发公司、科研院（所）、外资企业、邮电、通讯、电力、交通、金融、外贸、环保、城建

等多个部门和行业工作，特别适合在高新科技领域从事科技开发工作。本专业毕业生平均薪资水平在工科专业中名

列前茅，近两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薪资呈不断上涨趋势。

1. 电子学生赴人民大会堂领奖

2.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3.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

4. 浙江省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5. 浙江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6. 成立 iOS 俱乐部投入苹果实验室

1 4
2 5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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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怡，教授，博士，信息工
程学院教学副院长，自动化
专任教师，浙江省高等学校
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主持纵
向项目 7 项、横向项目 10 余
项，发表论文 42 篇，授权发
明专利 71 项。

冯志林，教授，博士，软件
工程负责人，入选浙江省高
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
省高等学校教坛新秀、浙江
省新世纪 151 人才第三层次
培养人员。主持和参与国家、
省级科技项目 10 余项，发表
论文 40 余篇，授权国家发明
专利 2 项。

教授风采

傅永峰，副教授，博士，自
动化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工业控
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
课题 3 项，参与国家、省级
纵向项目多项，发表论文 20
余篇，出版教材 1 部。

郑德均，副教授，博士，软件
工程专任教师，绍兴市柯桥区
十佳优秀科技工作者、绍兴市
“330 海外英才计划” B 类高层
次人才、市重点科技创新团队
带头人，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学术技术带头人。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地方政府委托课
题10余项，发表论文20余篇。

陈伟杰，教授，博士，硕士
生导师，电子信息工程专任
教师。OPTIMAL 机器智能与
优化团队数据科学方向带头
人，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
带头人，首批浙江省高校领
军 5246 青年优秀人才。主持
和参与国家、省级自然科学
基金 8 项。发表论文 50 余篇，
Google学术引用1000余次。

曹平，教授，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负责人。曾获浙江工业
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浙江
工业大学优秀教师、优秀班
主任。主持和参与省部级项
目 5 项、横向课题 3 项，发
表论文 7 篇，授权发明专利
6 项，发表软著 6 篇。

张智，副教授，博士，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专任教师。杭
州市 C 类省级领军人才、杭
州市 521 计划特聘专家、浙江
省 151 人才工程培养第二层次
人选、阿里云 MVP 最有价值
专家。主持和参与国内外科研
项目 16 项，发表 IEEE 等国内
外期刊和会议论文 20 余篇。

杜树旺，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电子信息工程负责人。
曾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 1 项、台州市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 1 项等。主持并
参与课题 50 余项，发表论
文 30 余篇，软件著作权 23
项，实用新型专利 14 项，授
权发明专利 2 项。

信息工程学院举办迎新晚会 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参加西澳大学游学交流活动 信息工程学院学生赴校企联合
培养基地参观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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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Humanities
人文学院  

学院网址 微信公众号学院网址 微信公众号

招生热线：

0575-81112574

学院网址：

http://rw.zzjc.edu.cn
学院网址 微信公众号

人文学院现设有广播电视学、广告学、汉语言文学、法学等 4 个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35 人，其中教授 6 人，

副高以上 21 人。学院教学设施先进，硬件完善，设有广播电视实验室、广告实验室、模拟法庭、普通话测试等 12

个实验室，拥有校外实习基地 20 余个。

近年来，学院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 A、B 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主持国

家级课题 6 项，省部级课题 8 项。学院以提升教学质量为重点，着力聘请一批经验丰富的知名教授、专家学者、

社会名流加入人才培养队伍，加强实务教学，搭建多样化的育人平台。

学院着重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注重以赛促学，组织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其中在全

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中共获 12 次国家级一等奖。

学院简介

人文学院广电广告学生党支部荣获第十届学生党支部风采大赛最佳学生党支部 

人文学院是一所涵盖汉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法学三个一级学科的文科综合性学院。学院
以提升教学质量为重点，着力聘请一批经验丰富的知名教授、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加入人才
培养队伍，加强实务教学，搭建多样化的育人平台，着重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综合素养和
创新能力。雄厚的师资力量、完善的教学设施、先进的教学理念、可靠的教学质量和浓郁的
学习氛围，为学生潜心攻读、成长成才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郁郁人文 , 美好人生 , 欢迎加入人文这个大家庭！李剑亮     人 文 学院 院 长
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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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臣 广播电视学专业 2009

级学生，2011 年通过高

校立交桥转入浙江工

业 大 学 学习，2013 年

以专业第一的成绩保送

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新闻方

向。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

办公室主任。

陆一夫 广告学专业 2011 届毕

业生，研究生毕业于俄

亥俄大学新闻学院，现

任滴滴出行国际化产品

经理，负责拉美市场

产品工作。加入互联网行业之前，分别

在上海、纽约、波士顿就职于三家世界

级广告公司。

龚晶晶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3

届毕业生。曾获省级优

秀毕业生、国家级奖学

金。现为澎湃新闻特邀

专栏作家，独立媒体

人，公众号“明州世相”创始人。出版有长

篇纪实文学《向海而生 : 宁波 1200 年开

放史》《追鱼》、《宁波往事》等。

郑书康 法学专业 2020 届毕业

生，现于上海政法学院

经济法学攻读硕士研

究生，现任上海市人工

智能与社会发展研究会

研究员。研究生期间，发表 CSSCI 来源

期刊一篇，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优

秀研究生”等荣誉。

专业介绍

广播电视学

专业简介：

本专业培养具备系统的新闻传播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

视野开阔，能在广播电视、网络与新媒体、影视制作和宣传

机构从事新闻采编、媒体运营和管理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能根据人才市场的新需求，创办具有专业水准的新媒

体，对学生进行常态化的新媒体编采实务训练，实现了应用

型新媒体人才的培养。
主要课程：

新闻学概论、传播伦理与法规、电视新闻采写、实用影

视编辑、 电视栏目策划与编排、融合报道、数据新闻、短视

频制作、网络新闻采编、网络采编基地实习、视频制作基地

实习。
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在权威主流媒体和通讯社担任记者、编辑、编导、

节目主持人；或进入网络与新媒体从事采编、运营和管理工作；

进入企事业单位从事宣传公关和策划工作等。

广告学

专业简介：

本专业培养独立从事广告策划创意、设计制作、影视艺

术和新媒体运作、一专多能的综合性策略型广告专业人才。

现拥有教授 2 人，副教授 4 人，2/3 为博士，50% 教师毕业

于中国美术学院。
主要课程：

广告学概论、广告策划与创意、广告文案写作、平面广

告设计、图形与构成、VI 设计、广播电视广告、影视制作基

础与实践、影视编剧理论与创作、影视后期剪辑与特效、广

告摄影、数字媒体技术、网络动画设计、市场调查与效果研究、

消费者行为学。



23

2022 IN ZHIJIANG

辑与出版以及相关管理工作，或在相关教育教学机构从

事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或在文化、新闻、宣传

等行业或岗位从事实际工作等。

法学

专业简介：

本专业旨在根据法治社会建设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要求，培养系统掌握法学基础理论和主要法律法规，熟

悉法律实务，能够较好地运用所学法学专业知识，分析

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本专业以应用为导向，一方面参

照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培养学生法学理论能力，另一

方面以模拟法庭、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及教学实践基地为

平台提高学生法律实务能力。
主要课程：

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商

法学、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国际法学、国际私法

学、国际经济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犯罪学、证据法学、

合同法学、专利法学、婚姻家庭与继承法学、破产法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法律英语等。
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进入公、检、法等机关、法律服务机构以

及有关事业、企业单位的法务部门任职。

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进入各大媒介及广告部、国内外广告公司、

国内外各大企业集团公司、影视公司、各类设计公司、

网络科技公司、数字营销及媒体平台、政务相关部门、

市场调查及信息咨询行业和企事业单位。近三年来就业

率均在 95% 以上。

汉语言文学

专业简介：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系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

较强的表达能力、一定的管理能力、较好的公关宣传能

力以及汉语教学与研究能力的专门人才。本专业强化中

文基础知识的应用能力、文学欣赏能力和创作能力的培

养，突出对学生的书面语言表达和口头语言表达能力的

要求训练。实行导师制，全过程锻炼学生文学写作、公

文处理与写作，社会交际等实践能力。
主要课程：

写作、语言学概论、文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

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史、比

较文学、公文处理与写作、美学、中国传统文化。
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进入各级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高级文

员、秘书等工作，或在各种媒体与出版单位从事文字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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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劲松，副教授，广播电视
学专业教师，入选“浙江省新
世纪 151 人才工程”第三层次。
采编的新闻稿件曾多次获浙
江省 “好新闻” 奖，在《当代
传播》、《新闻界》等杂志
发表专业论文 10 余篇。

庞飞，副教授 , 博士，汉语言
文学专业负责人。主持省部
级以上项目 2 项，发表学术
论文十余篇，曾被评为浙江
工业大学教坛新秀，浙江工
业大学优秀班主任等等。

吴光升，教授，博士，法学
专业专任教师。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 2 项、省部级项
目 3 项，在《政法论坛》《政
治与法律》等刊物发表学术
论文 50 余篇，独著 2 部。

徐玉红，副教授，博士，人
文学院广告专业主任，绍兴
市第五批重点创新团队负责
人。著作 3 部，A 类论文 1 篇。
绍兴市第五批重点创新团队
负责人。

项建中，教授，广告学专业
学科带头人，浙江省广告协会
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浙
江华林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
导演，戛纳国际广告节、中国
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等评委。

吴晓春，副教授，资深媒体人，
广播电视学专业教师。在《当
代传播》、《中国出版》、《中
国广播电视学刊》等杂志发
表专业论文 10 余篇。

教授风采

人文学院与“转塘·石榴籽家园”共建杭
州“石榴籽党建联盟”

人文学院“小红花”党史宣讲团赴漓渚
镇中心小学宣讲

人文学院与柯桥传媒集团共建
教学实践基地

雷春红，副教授，民商法学
博士，法学专任教师，著有两
部专著，发表三十多篇文章，
主持省部级、厅级课题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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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学院  学院网址 微信公众号学院网址 微信公众号

招生热线：

0575-81112861

学院网址：

http://me.zzjc.edu.cn
学院网址 微信公众号

机械工程学院是之江学院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之一，以打造区域特色鲜明的一流应用型学院为目标，以“守正穷理”

院训为引领，聚焦智能制造装备、数字化设计和先进制造等领域，综合实力位居浙江省同类学院前列。

学院现有在编教师 43 人，其中教授 6 人，副教授 10 人，博士 16 人。学院致力于开展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

入选绍兴市第五批重点科技创新团队 1 个，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等国家级科研项目和省部

级科研项目 70 余项，授权发明专利 60 余件，获省级以上奖励近 10 项。建有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绍兴工业互

联网研究院（智能制造实验室），实验设备资产 2000 余万元。

学院现设有机械工程、车辆工程和智能制造工程等 3 个本科专业，在校学生 1000 余人，注重学生应用能力和

创新素质培养，在各类竞赛中屡获国家和省级奖项，毕业生综合素质高，考研升学率近 15%。

学生在 PLC 控制工程实验室开展实验 

鲍雨梅
  

学院简介

机械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机械工程学院是之江学院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之一，师资力量雄厚，
学风严谨求实。开设的机械工程、车辆工程和智能制造工程这三个专业，在“中国制造 2025”战
略的大背景下，具有广阔的就业前景和良好的薪资待遇。学院经过岁月的风雨和积淀，打造了
浙江省一流专业、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智能制造实验室，形成了“守正穷理，追求卓越”的教
育文化和浓厚的学术氛围，是广大青年学子追梦圆梦、成才立志的摇篮。

守正穷理，荣耀机械，期待踏实上进的你加入机械工程学院！鲍雨梅     机械工程学院院长
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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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旭辉 机械工程专业 2017 届
毕业生，现于哈尔滨
工业大学攻读博士研
究生。在校期间，曾
获得高数竞赛（国赛）
三等奖、浙江省大学生物理科技创新竞
赛二等奖、浙江创客教育基地联盟创客
大赛二等奖等奖项，曾荣获浙江省优
秀毕业生，校极优秀学生，省政府奖
学金等荣誉。

於勇杰 车辆工程专业 2019 届
毕业生，现于日本熊
本大学攻读博士研究
生，获日本机械学会
三浦奖，发表日本国
内会议论文 1 篇、EI 收录国际会议论
文 1 篇。在校期间，曾先后荣获浙江
省大学生力学竞赛一等奖、浙江省政
府奖学金等。

★机械工程（浙江省“一流专业”、省重点建设专业）

专业简介：

本专业重点学习和培养机械的开发、设计、制造、安装

和运维等理论和实践能力。经过 20 余年发展，构建了产教协

同、校企合作的多层次工程技术综合能力培养平台，开设了

机械控制、数字化设计、智能装备等个性化、复合化模块，

注重通过学科竞赛和课外科技活动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主要课程：

工程图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

控制工程基础、机械制造技术基础、微机原理与应用、电气

控制与 PLC、精密与特种加工技术。
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在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

等各级各类机械相关企业，从事机械设计研发、制造生产、

销售维护、营运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担任工程师、设计师、

营销经理、技术经理等职务。近年，毕业生就业层次普遍较高，

毕业生具有较强的就业竞争力。

车辆工程

专业简介：

本专业重点培养从事车辆设计制造、运维管理、试验检

测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共享学院师资和实

验实践资源，形成了“面向专业 - 对接产业 - 服务企业”的产教

融合协同育人模式，通过“中电汽车电子班”和“模具行业精英

班”等培养个性化、定制化人才，注重通过学科竞赛和课外科

技活动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主要课程：

工程图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汽车理论、汽车构造、汽车电器与电子控制技术、汽车制造

工艺学、汽车发动机原理、人工智能与智能驾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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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从事车辆设计和制造、运用管理、保养维

修、试验和检测，以及工程车辆与机械的研究、设计、

制造等方面工作。近年，毕业生就业层次普遍较高，毕

业生就业竞争能力较强。

智能制造工程

专业简介：

本专业是综合人工智能、机械、电子、计算机和生

产管理等的新工科专业，共享学院师资和实验实践资源，

依托智能制造实验室，培养可在机器人、智能汽车、先

进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等智能制造工程领域从

事产品设计制造、技术研发、智能化工厂系统集成、系

统构架规划与实施等工作的高素质交叉复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

现代工程制图、工程力学、电工电子学、机械原理、

机械设计、智能控制基础、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智能装

备与工艺、机器视觉技术及应用、智能工厂规划设计。
就业方向：

本专业 2021 年首次招生，毕业生可在大中型制造

业企业（如高端机床、机器人等装备制造及其应用产业）、

高新技术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与智能制造研究

与应用相关的组织，在机器人、智能汽车、先进轨道交

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等智能制造工程领域，从事智能

产品设计制造、技术研发、智能化工厂系统集成、信息

应用研究和生产管理以及系统构架规划与实施等方面工作。

1. 校园科技节期间机械创新竞赛

2. 品牌校园文化活动 - 鼓舞

3. 机械学子获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二等奖

4. 学院科技文化节闭幕式晚会

5. 机械学子获浙江省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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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革，教授，博士，智能制
造教研室专任教师。主持参
与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二十
余项，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宋士刚，副教授，博士后，
机械工程专任教师。参与并
主持多项省级科研项目，发
表 10 多篇高质量学术论文，
授权 20 多项专利，获得校优
秀班主任。

蒋兰芳，教授，博士，智能
制造系主任、智能装备研究
所所长。发表 SCI 论文 11 篇，
授权发明专利 12 项，获厅局
级及以上科技奖 6 项。

毛亚郎，副教授，博士，机
械工程专业系主任。主持和
参与多项国家级和省级科研
项目﹐发表论文 6 篇，发明专
利 3 项。

钱少明，教授，博士，车辆
工程教研室专任教师。参与
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6 项；发
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其中
EI 收录 5 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10 余项。长期从事军工产品
的研发工作。

教授风采

“未来之光”科技讲堂走进社区 学院代表团参加运动会 学院团学破冰交流会

任芸，副教授，博士，机械
基础教研室专任教师。主持
国家级项目 1 项，省部级项
目 2 项，市厅级项目 3 余项。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 EI
和 SCI 论文 20 余篇，获国家
发明专利 6 余项 。

何桂霞，副教授，机械系专
任教师，主持省基金项目一
项，发表 SCI 论文 20 多篇，
获 2021 年浙江工业大学先进
个人。

林勇，副教授，博士，机械
工程学院副院长，先进制造
技术研究所所长。先后参与
一汽、北汽等汽车零部件试
验台开发。主持或参与省部
级项目 8 项目，发表论文 20
余篇，授权专利 3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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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Languague School
外国语学院  

招生热线：

0575-81112546

学院网址：

http://fl.zzjc.edu.cn
学院网址 微信公众号学院网址 微信公众号学院网址 微信公众号

外国语学院下设英语专业教研室、日语专业教研室、大学英语教研室、留学生教学部和培训中心，其中英语专

业为浙江省特色专业和一流专业。现有教师 67 名，其中教授 2 名、副教授 14 名，外籍教师 4 名。学院教学设施先进，

建有同传实验室、商务英语实训室和虚拟仿真实验室。

学院重视学风建设和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历年英语专业四、八级和日语一级等标志性考试通过率均在全省同

类院校中名列前茅。毕业生考研升学率连续六年名列之江学院第一。学院与多家知名企业合作，促进学生就业实习。

学院重视国际化合作培养模式，构建了海外游学、研修和留学平台，与国外（境外）多所院校开展交流合作项目。

学院简介

常春藤文化艺术节晚会

外国语学院下设英语、日语两个专业，现有教师 67 名，其中四分之一为高级职称，外籍
教师 4 名。教学设施先进，拥有同传实验室、商务英语实训室和虚拟仿真实验室。学院坚
持培养专业扎实、应用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英语专业为浙江省“特色专业”和浙江省“一流
专业”，开设了国际商务特色班和英日双外语特色班，日语专业多年来实行留学研修 + 国
际交换 + 海外实训的国际化培养模式。外语毕业生适应性强、升学率高、就业前景好。

欢迎报考外国语学院英语、日语专业！黄骞     外国语学院执行院长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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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灵灵 英语专业 2015 届毕业

生，毕业后于 2016 年

开始在上海大学外国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专业学习，获得硕士学

位；2019 年就读于英国华威大学对外英

语教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2021 年被

英国伯明翰大学录取，攻读博士学位﹐主

要从事二语习得及语料库相关研究。

陈晓琪 日语专业 2019 届毕业

生，毕业后进入日本关

西大学文化交涉专业

攻读硕士学位，在硕

士期间进行书籍翻译

工作，并于 2022 年 4 月考上关西大学

直博生，攻读博士学位。在校期间，获

得日语等级考试 N1 满分、上海高级口

译等证书。

★英语（浙江省“一流专业”、特色专业）

专业简介：

本专业实施“英语 + 其他语种 + 跨专业知识”的复合化培

养模式，培养既精通英语，又胜任外事、外贸、教育、旅游、

管理和电商等工作的复合型外语人才，使学生在就业、考研

和出国深造等方面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本专业教风严谨，学

风优良，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强，在省级学科竞赛中屡获嘉奖，

英语专业四级、八级通过率名列全省同类院校前茅。
主要课程：

综合英语、英语口语、英语听力、英语写作、英汉互译、

英文经典阅读、英美国家概况、英美文学史、语言学概论、

英语教材开发、英语教学法、二语习得理论入门、国际贸易

实务、跨境电子商务
就业方向：

英语为国际通用语言。毕业生可在外经贸各部委、贸易

公司、涉外机构、外商投资企业、跨国公司、融国贸等单位

的文秘、翻译、业务人员或行政管理人员等工作，同时也适

合于各级政府涉外部门、各类外向型企业或公司以及银行、

保险、海关、边防、学校及科研部门等工作。

日语

专业简介：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语言基础，良好的人文素养，

开阔的国际视野和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

复合型人才。本专业坚持教学质量第一，实行小班化教学，

历届学生日语一级通过率名列同类院校前茅。本专业以国际

化培养为特色，与日本多所高校有长期的合作关系。2020 年，

通过“交换生”、“2+2 双学位”、“3+1 研究生预备班”等项目出

国深造、工作的学生比例最高达到近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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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课程：

综合日语、日语听说、日语阅读、日语写作、高级日语、高级日语听力、日语语言学概论、中级日语能力训练、

日本文化与日本概况、日本文学史、日本经济、日本历史、商务日语笔译理论与实践、商务日语口译理论与实践。
就业方向：

毕业生就业岗位包括：日语翻译、日语教师、销售助理、外贸业务员、日语运营、营业助理、业务助理、

总经理助理等。

1. 外语学子运动会留影

2.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决赛

3. 外语角活动

4. 专业教育走进合作企业

1
2 3

4



 32  

陈丹，副教授，日语专业教
研室主任。主持参与校级、
市厅级及以上科研、教学项
目 15 项，发表 B 类期刊论文
10 余篇。

陈梦然，副教授，日语专业
专任教师。主持校级教改项
目和院级科研基金课题多项，
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专著
和译著各一部。

王海军，副教授，英语专业
专任教师。发表论文十数篇，
多次获得“外研社杯”全国英语
写作大赛（浙江赛区）二、
三等奖。

方岚，副教授，英语专业专
任教师。主持及参与教研项
目近二十项，发表论文十余
篇，曾获“外教社杯”英语教学
大赛浙江赛区三等奖、浙江
省高校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
例本科组一等奖。

徐萍飞，教授，日语专业学
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日语语
言和语用学，主讲课程为基
础日语和语法，现任浙江省
外语教学与研究指导委员会
委员，曾获得省教育厅“旭化
成教学奖励金奖”。

陈钟梅，副教授，英语专业
专任教师。发表学术期刊论
文多篇；主编、副主编教材和
著作 6 部，参编 8 部。作为主
持人承担教学科研项目 9 项。

黄会健，教授，英语专业学科
带头人，主要研究英语语言学、
语言哲学，主讲课程为外国语
言学，现任浙江省外文学会副
秘书长，常务理事和中西语言哲
学常务理事；曾经九年连任浙
江省高考英语作文阅卷组组长。

张华斌，副教授，大学英语
专任教师。主持参与厅局级科
研项目1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出版学术著作 1 部。

顾秀丽，副教授，英语专业
专任教师。两次访学美国高水
平大学，多次获民革浙江省委
优秀党员、优秀毕业论文指导
教师、优秀班主任等荣誉。

傅志瑜，副教授，日语专业
专任教师。主持数项科研教
改课题，发表学术论文十余
篇，出版著作一部；5 次获
校级以上荣誉；两次指导学
生获得国家级创新创业项目。

罗诗旻，副教授，博士，大学
英语专任教师，曾获全国博士
生外国文学学术论坛二等奖，
浙江省第一届外国文学优秀
论文奖三等奖，浙江省第三届
外国文学优秀论文三等奖。

教授风采

校玉萍，副教授，英语专业
专任教师，浙江省“十三五”特
色（英语）专业建设项目负
责人。发表 B 类论文数篇，
曾获教学质量优秀奖、大学
生科技竞赛活动优秀指导教
师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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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Architecture
建筑学院

招生热线：

0575-81112646

学院网址：

http://archi.zzjc.edu.cn
学院网址 微信公众号

建筑学院现设有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等 3 个专业，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 650 余人。

学院现有教职工 40 余名，其中教授 4 人，副教授 12 人，博士 9 人，绍兴市青年拔尖人才 1 人，绍兴市社科

新人 2 人，早湖英才 1 人。获省一流课程、省青教赛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省级及以

上教学类及科研类项目及奖励 30 余项，到款 2000 余万元。拥有绍兴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筑实验中心”、虚拟

现实实验室等专业实验室，以及绍兴市大学生乡村振兴竞赛基地等数十家实习及竞赛基地。

学院秉持 “开放式、工程化、服务型” 办学理念，注重学生应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省级及以上竞赛获奖 60 余项，

进入同济大学、浙江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海内外知名高校深造的毕业生 110 余名，每年升学率保持在 9% 以上。

学院简介

省摄影竞赛一等奖

融合自然科学与人文艺术，创造美好人居环境，建筑学院带领大家一起走向诗和远方！
建筑，让人们诗意般栖居在大地上。浙江省一流专业——建筑学，成就你的梦想！
规划，让城乡生活更美好，让国土空间更向往。绍兴市重点专业——城乡规划，点燃你的希望！
景观，让人们生活在园林之中，把城市和乡村变成美丽的风景。绍兴市大学生乡村振兴竞赛
基地专业——风景园林，开拓你的未来！

期待与同学们相遇风景校园、规划美丽人生、共筑创意未来。我们在之江建筑学院等你！王涛     建筑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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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介绍专业介绍

★建筑学（浙江省“一流本科专业”）

专业简介：

本专业“工程化”平台建设较全，“地域性”人才培养特色鲜

明，师德师风良好，教学成果丰富，具备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

双师型教师比例达到 100%。本专业以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

需求为导向，强调建筑设计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突出建筑设

计表现能力，重视数字化建筑设计能力的培养。
主要课程：

建筑设计、建筑设计初步、建筑设计基础、建筑模型设计、

中国建筑史、外国建筑史、美术、公共建筑设计原理、居住

建筑设计原理、城乡规划设计原理、建筑力学、建筑结构、

建筑设备、建筑物理。
就业方向：

毕业生毕业后面向设计院所等企事业单位，从事建筑师、

规划师、景观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和建筑设计管理、咨询、

研究等工作。办学 20 余年，共培养本科毕业生 1500 余名，

就业前景良好。

城乡规划

专业简介：

本专业重点研究城市发展总体布局和乡村设计，涉及到

建筑、园林、美术、信息技术、生态、社会经济、人文地理

等学科知识，是技术与艺术相互结合的专业。教师团队与浙

江省各地地方政府紧密合作，服务于地方的同时建立了一批

实践教学基地。
主要课程：

国土空间规划原理、城乡规划原理、乡村规划与设计、城

市设计、城市详细规划设计、城市园林绿地规划设计、城市工

程系统规划、城市道路与交通、地理信息系统应用、建筑设计。

优秀校友

方春辉 建筑学专业 2007 届毕

业生。现任中国美术学

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第一综

合分院副院长、中国美

术学院设计总院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副主

任，曾获评中国建筑学会“年度杰出规划

设计师奖”。

张  榜 城乡规划专业 2004 届

毕业生。毕业后入职上

海经纬设计院，目前任

上海经纬建筑规划设

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经纬股份）董事、副院长，党总支书

记兼城乡规划设计总院院长。曾主持上

海市“迎世博 600 天”重点区域整治城市

设计，上海市重大工程配套商品房基地

等重大项目的规划、设计，设计项目已遍

及中国各省市。

张  蕾 风景园林（原景园规

划与设计专业）专业

2015 届毕业生，毕业

后就读于浙江农林大

学风景园林专业。现就

职于国家大型综甲勘察设计单位 - 中国

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曾参与编制多个综合型流域规划、城市

滨水绿地公园设计、绿道设计以及相关

技术研究课题等。多个综合型流域规划、

城市滨水绿地公园设计、绿道设计以及

相关技术研究课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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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设计院、房地产开

发公司及相关的施工单位工作。历年来本专业就业前景

好，毕业后可面向设计院所和企事业单位，从事城乡规

划与设计、土地利用规划、房地产前期规划管理、咨询

等工作。

风景园林

专业简介：

本专业是人居环境的支柱学科，利用自然生态的造

园技术，创造美的生活境域。专业突出设计表现能力，

强调景观设计、园艺植物、建筑学和艺术等学科的交叉，

培育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创新型复合人才。
主要课程：

美术、建筑制图、园林建筑初步、景观学导论、建

筑制图、园林建筑模型、中外园林史、园林建筑设计、

景观规划设计原理、园林树木学、景观设计、植物规划

设计、乡村景观设计、园林工程。
就业方向：

本专业就业方向包括园林局、设计院、园林设计公

司、旅游规划设计公司、风景旅游区、房地产公司、大

中专院校教师以及其它建筑与环境工程、苗圃、市政园

林、公用事业、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等相关的行业和部门

机构。近年来，毕业生主要就职于各大园林设计公司、

房产公司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就业前景广阔。

1. 绍兴市乡村振兴竞赛赛前准备

2. 建筑模型展

3. 绍兴市第一届大学生乡村振兴竞赛

4. 学生模型作品（一）

5. 学生模型作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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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乾奎，教授，博士，
城乡规划学专任教师。
主持省部级课题 5 项，
厅局级课题若干项，出
版国家级专著 2 本，发
表论文 10 余篇。

卢家华，副教授，博士，
美术专任教师。代表作
品《李宗仁回国》中国
共产党纪念馆收藏﹔《经
世致用 - 明末清初三大
儒》国家博物馆收藏。

王宇洁，副教授，博士，
建筑系专任教师。在
相关专业杂志发表多
篇科研论文，主持并
参与多项省部级和厅
局级科研项目。

汪如钢，副教授，城乡
规划专业负责人。主要
研究领域：居住区规划设
计、乡村规划设计﹐在职期
间主持各种横向、纵向科
研项目100余项﹐发表论
文20余篇，作品集一部。

冯静，副教授，建筑学
教研室 主任。主 持 省
部级、厅局级等教学及
科 研 课 题 多项，发表
SSCI、核心期刊等论文
多篇，作为副主编参编
3 本教材，多次获得校
级优秀教师等荣誉。

教授风采

1. 新西兰访学

2. 六校联展

3. 绍兴市第一届大学生乡村振兴竞赛

4. 学生校园景观规划设计作业

1
2

4
3



37

2022 IN ZHIJIANG

招生热线：

0575-81112733

学院网址：

http://des.zzjc.edu.cn
学院网址 微信公众号

设计学院共有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环境设计、数字媒体艺术、服装与服饰设计五个专业。现有教师 50 名，

其中教授 2 名，特聘教授 2 名，中外合作教授 3 名，副教授 7 名。学院下设智美工业设计研究中心等八个研究平台；

设立了城市与建筑环境设计研究所、纺织服装计算机辅助设计研究所等研究机构。

学院教师科研成果丰硕，近年来横向科研经费到款 2000 余万。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等各级各类科

研课题和工程项目 165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2 项，省部级项目 6 项。教师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09 篇，其中 A

类及三大索引论文 35 篇，出版著作和教材 20 余部。教师获各类授权专利 315 件，其中发明专利 14 件，实用新

型专利 301 件。

学院以课外科技竞赛为抓手，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并取得丰硕成果。近年来，学生参加各类国内外著名设计

竞赛中共获得各类奖项 330 余项，其中国家级 24 项、省级 180 余项、市厅级 130 余项。此外，学院积极拓展学

生的国际化视野，与美国普渡大学、布里奇波特大等国外高校开展多层次交流与合作。

学院简介

设计是人类改造世界，创造文明的重要创新行为。围绕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大小

产品中都有设计师的匠心和巧思。之江学院设计学院有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环境设计、数

字媒体艺术、服装与服饰设计五个专业。每一个专业都紧密围绕生活经济发展需求的热点。

欢迎考生加入我们创造未来生活的设计大家庭！
夏颖翀     设 计 学 院 院 长

教授、硕士生导师

Design
school
设 计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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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介绍

环境设计

专业简介：

本专业推行“工作室制”和“项目式”的教学方法，建构了面

向创新、就业、创业，突出实践能力培养为标准的课程体系

框架，使学生牢固掌握景观与室内设计核心技能，能从事各

类室内外环境设计等方面工作，成为具有创新能力和综合实

践能力的应用型艺术设计人才。
主要课程：

建筑空间解析、植物设计、环境设施设计、家具与陈设

设计、独立式住宅建筑及室内设计、展示设计、商业空间室

内设计、办公建筑及室内设计、文化建筑及展示设计、庭院

景观设计、园林设计、居住区景观设计、公园景观设计、景

观规划设计。
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在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相关单位如设计院（景观

设计、室内设计，以及规划、建筑等设计单位）、政府机关（园

林、市政和住建等部门）、施工与房产开发企业、建设监理

单位、教育部门（中小学、大中专院校、美术培训机构等）、

家居产品生产和经营等单位从事设计、管理、施工、美术教

育以及产品营销等方面工作，也可以自主创业。

产品设计

专业简介：

本专业面向社会需求，与国家发展、区域经济、市场热

点相结合，聚焦文创产品设计、时尚产品设计、信息产品设

计三大领域，培养具备产品设计专业知识和理论知识、创新

思维和实际操作能力，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协作的复合

应用型设计人才。

优秀校友

石婉涵 产品设计专业 2017 届
毕业生，成都极深研几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司
负责人兼设计总监。与
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
日报、人民文学出版社、故宫文具签订长期
合作协议，也为万科、中海、兴城人居等
大型企业提供全方案的品牌推广服务。

庞  勃 工业设计专业 2020 届
毕业生。2020 年考入
浙江大学研究生。曾
获国家奖学金、国家专
利、省政府学金、浙江
省大学生工业设计竞赛一等奖等十余项
荣誉，曾赴美游学，参与北京深圳等多
家一线设计公司实践。

应康达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原
动画专业）2009 届毕
业生。在校期间，曾获
国家奖学金、学术单项
奖学金、对外交流奖学
金，新苗人才项目顺利结题，之江先锋学
子，油画作品收录中国大学生美术作品
年鉴等等。大四期间，创办杭州亿潮文化
创意有限公司，致力于高端影像视频的
制作和研究。毕业后，与绿城集团、劳斯
莱斯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壹基金等多家
企业机构形成战略合作。

周望锋 环境设计专业 2010 届
毕业生，现任杭州乔
亚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及第禾（杭州）艺术
设计有限公司创始人
兼艺术总监，工程师、CIID 中国室内
设计学会设计师。在校期间，曾获国家
一等奖学金，省优秀毕业生等荣誉。
曾 获 2020 The Golden Bund Award 
金外滩最佳售楼处空间奖、18/19 法国
GPDP AWARD TOP10 国际影响力知
名设计师等等，设计作品多次应邀（香
港）视界国际出版《别墅风格大观 IV》《现
代奢华》等书籍及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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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与服饰设计

专业简介：

本专业培养具备一定艺术和设计修养，具有较扎实

的服装设计专业知识和技能，基础宽厚、实践能力强、综

合素质高，能够从事面料和服装一体化设计、服装产品设

计与实施、服装品牌策划与开发、服装样板设计与制作以

及时尚纺织品趋势研究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

时装效果图、服装设计基础、服饰手工艺、平面裁

剪、立体裁剪、服装制作工艺、服饰图案、服装品牌企

划、女装成衣设计、男装设计、针织工艺、针织服装设

计、衣料设计、高级成衣设计、时尚纺织产品设计。
就业方向：

毕业后可在相关时尚品牌公司、电商公司、时尚媒

体、流行资讯公司和美术院校等企事业单位，从事设计

研发、品牌产品策划、设计管理、市场营销、时尚买手、

时尚插画设计、时尚编辑、陈列设计和科研教学等相关工

作。近年，也有学生以工作室或者独立设计师品牌的形式

进行自主创业，或是考取国内服装设计研究生继续深造。

主要课程：

思维创意与表达、计算机辅助设计、材料与工艺、

产品设计表达、插画、生活产品设计、摄影、版式设计、

民族艺术研究与考察、文创产品设计、产品包装设计、

产品品牌开发与推广、公共产品设计、交互设计。
就业方向：

本专业就业前景广阔，毕业生就业创业和满意度调

研反馈较好，毕业生可在文创企业、互联网企业、制造

型企业、专业设计机构、教育培训机构、企事业单位从

事产品设计、品牌策划、视觉设计、设计管理、教育培

训等工作，也可以独立开发产品、自主创业等。2017

届三年后创业率 20.69%，之江学院专业排名第一；2017

届三年后平均薪资水平在同届设计专业中排名第一。

数字媒体艺术

专业简介：

本专业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具有创新精神，

依托互联网、移动应用、仿真虚拟现实、计算机辅助设

计等技术，掌握数字媒体核心设计能力，具有设计实践、

创新思维和沟通交流能力的数字媒体高级复合型应用人

才。本专业教师国际化程度较高，从事动画、游戏、交

互应用、数字影视后期等方向的研究。
主要课程：

视听语言、三维动画、设计美学、数字影视特技、

数字图像处理、网页设计、网络游戏设计、虚拟现实、

交互设计、动画运动规律、二维动态影像设计。
就业方向：

本专业涵盖游戏、动画和影视后期三大专业方向，

毕业生可在 APP 应用设计、网页游戏、手机游戏、动画、

数字影视后期特效、短视频等数字文化娱乐创意机构，

从事策划、编导、设计、创作、营销以及管理等方面工

作，学生更可以发挥创新创意精神自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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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

专业简介：

本专业是基于智能产品设计、文创产品设计、交互设计等方向，并以整合创新为特征的专业。培养具有国际化

视野、创新设计思维，能从事工业设计相关活动，具备设计开拓与管理等能力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人才。
主要课程：

设计素描、设计色彩、工业设计史论、设计构成、设计基础、计算机辅助设计、产品设计表达、产品设计、模

型制作、人体工程学、材料与工艺、产品结构设计、专题设计、设计调研、产品整合设计。
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在企事业单位、专业设计机构和设计研究单位从事工业产品创新设计及相关的服务。也可进行自主创业。

1. 设计学院产品设计专业学生毕业设计

2. 2021《大美江南 - 院校作品展》师生合影

3. 2021 年浙江省第五届大学生服装服饰创意设计大赛

4. 暑假短学期校企合作成果在上海国际面料展展出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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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玥尔，副教授，工业设计
教研室主任。发表 SCI、A 类
等各类期刊文章 7 篇，主编
出版中央级材料 2 部，主持
与参与科研项目 16 项，授权
实用新型专利 40 余项。

陈虹宇，副教授，硕士，环
境设计专任教师。近年来主
持完成纵向、横向 18 项课题，
论文 14 篇，设计获奖 24 项，
2019 年设计作品入围第十三
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陆少坎 , 副教授，设计学院副
院长。主持横向科研项目累计
科研到款一百多万元。发表核
心期刊上教学科研论文十余
篇，获得专利授权二十余项。

汤蓓蓓，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数字媒体艺术教研室专任教
师，主持多项课题，发表论
文十余篇，多次指导学生获
得省级以上一类赛事奖项。

邹迎双，副教授，基础教研
室主任，浙江省美术家协会
会员。近三年来主持厅局级
科研项目一项，出版浙江省
普通高校 “十三五” 新形态教
材一部（第二主编）。

张夜莺，教授。从事教学研
究三十余年，主编教材 1 部，
在专业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
文，指导学生获得全国广告
艺术大赛、浙江省大学生多
媒体大赛一、二等奖。

教授风采

曹志奎，副教授，硕导，环
境设计专业负责人。指导学
生获省级竞赛奖项十余项，
主持各类科研项目 15 项，累
计科研到款 400 余万元，发
表学术论文 1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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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Science
理学院 

招生热线：

0575-81112571

学院网址：

http://sci.zzjc.edu.cn
学院网址 微信公众号

理学院现设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两个专业，应用数学（大数据）学科是绍兴市重点学科。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22人，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10人，博士12人；设有数据科学、功能性高分子材料两个研究所；

近五年发表 SCI 等高水平论文 85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36 余项，主持国家基金 3 项，省基金等省级项目 15 项。

学院学生培养实施学术导师制，二年级开始为每位学生配备学术导师，在导师的指导下进入导师课题组，开展

科学研究。近几年学生发表高水平论文 10 篇，申请专利 20 多项，取得学科竞赛省级以上奖项 20 多项。毕业生学

生综合素质高，研究生升学率达 10% 以上。

学院简介

浙江省大数据建模与创新应用大赛

理学院设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两个本科专业；设有数据科学、功能
性高分子材料两个研究所。学院学生培养实行导师制，每位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进入导师课
题组，开展科学研究。学生综合素质高，广受用人单位的好评。我们期待与大家共同探寻人
工智能背后的核心秘密，挖掘数据当中的金矿，一起揭开高分子材料的神秘面纱，为国家基
础发展所需的支柱——新材料产业添砖加瓦。

欢迎报考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孙小权 理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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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英国曼切斯特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浙江工业大学、

东华大学、宁波大学等。毕业生综合素质较高，深受用

人单位好评。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专业简介：

本专业以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人才需求为导向，在培

养学生扎实的数学、统计学、计算机技术基础上，着重

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大数据思维，能运用现代化数据分

析手段、人工智能技术解决行业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

将会掌握数据 ETL、可视化分析、人工智能模型等一系

列理论和实践真实环境下的大规模数据处理方法，获得

对整个数据科学领域的整体认识、提升自己在专业领域

的竞争力。
主要课程：

Python 程序设计、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数学建模、

多元数据分析、R语言与统计模型、数据可视化、统计学、

运筹与优化、数据库原理及应用、大数据技术原理与应

用、爬虫与 Web 数据挖掘、Python 数据分析实践、数

学建模课程设计、数据处理综合实践。
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在互联网、金融、电信、物流、教育、制

造等行业从事大数据应用开发类和大数据分析类工作。

专业介绍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专业简介：

本专业立足于浙江省，面向全国高分子材料领域，

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以区域经济社会和行

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工程实践能力

强，综合素质优秀，具备在高分子材料结构设计、合成

制造、加工改性与制备应用等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

术开发、产品制造管理等专业素养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

人才。本专业注重学生工程实践、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采用学术导师制、专业教师班主任制、分模块教学等多

重举措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
主要课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

聚合物成型加工及设备、高分子材料学、高分子材料分

析技术、聚合物改性原理、高分子合成工艺与设备、聚

合物助剂及配方、涂料与粘结剂、功能高分子材料、纤

维物理与化学。
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从事能源、航空航天、测试分析、环保等

领域企事业单位或有关部门的新产品设计开发、生产过

程控制管理、市场开发等工作，也可从事学校及科研单

位的科学研究与教学、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与质量监督

等工作。近几年超过 20% 的毕业生继续升学与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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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校友

谢  君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2020 届毕业生，现就
读于中国科学院大学纳
米科学与技术学院。在
校期间多次获得校优秀
学生奖学金、优秀班干
部、优秀毕业生等荣誉称号，并获浙江省
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立项。

郑增荣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专业（原信息与计算科
学）2016 届毕业生。现
就职于杭州鲁尔物联科
技有限公司，担任算法
工程师。在公司公众号
上发表的系列文章被收录入 github “深
度学习 500 问”。在校期间，曾获全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国家二等奖、浙江省数
学竞赛一等奖等等。

1.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奖学生合影

2. 数学建模竞赛专业教师在办公室指导学生

3. 理学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一” 团队合影

4. 喜迎红色百年，班团风采展示活动

1 3
2 4

何文秀，博士，副教授，理学
院副院长，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专业教师。主持或参与省
部级以上项目 10 余项，发表论
文 1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多项。 

赵正平，教授，博士，首届浙江
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高层
次拔尖人才，高分子材料与工
程专任教师。主持或参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2 项目，浙江省
自然科学基金 5 项，发表论文
4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10余项。

俞卫华，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大学物理专任教师。主持或参
加17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发表第一作者 SCI 学术论文 19
篇，授权发明专利 13 项。

卢军，教授，公共数学党支部书
记，教学督导组组长，公共数学
专任教师。主持校厅及以上课
题 6 项，发表论文 10 篇，获省
数学建模优秀指导教师，校师
德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多次
获得校教学质量优秀奖。

徐天宁，副教授，博士，物理
教研室主任，物理教工党支
部书记。主持或参加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和浙江省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7 项，发表论文
20 多篇，授权发明专利 2 项。 

黄田浩，副教授，博士，物理科
技创新竞赛指导教师团队负责
人，大学物理专任教师。主持
或参加 6 项国家和省部级教学、
科研项目，发表 SCI 学术论文
20 余篇，获省级及以上教学竞
赛奖项 8 项。

黄玉娇，副教授，博士，首届浙
江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青
年优秀人才，数据科学与大数
据技术专业负责人。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1项、浙江省自然
科学基金 2 项，参与多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及省部级课题，
目前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 

蒋国军，副教授，博士，浙江省
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青年优
秀人才，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
业专业负责人。作为子课题负
责人参与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
目1 项、主持或参与浙江省自然
基金项目多项，已发表 SCI 论
文 2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10
余项，获中国专利奖优秀奖1项。

教授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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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Tourism
旅游学院 

招生热线：

0575-81112542

学院网址：

http://tour.zzjc.edu.cn
学院网址 微信公众号

旅游学院现设有旅游管理和酒店管理两个专业。旅游管理专业列入教育部“双万计划”，是浙江省“省级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开设“旅游 + 外语”方向实验班、“旅游 + 数字经济”方向实验班、“国际酒店管理”卓越班。

学院现有教师20余名，其中教授5名，副教授8名，90%以上教师有企业实践或国外留访学经历，近90%为“双

师双能型”教师。

学院产教融合特色鲜明，是浙江省首批“省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与国内知名旅游企业共建数字文旅产业学院，

拥有产学研平台 30 余个，着力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应用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倡导“毕业证＋职业资格证”的“1+N

证”模式，实现人才与企业“零距离”对接，实现就业“无缝对接”。多年来，毕业生就业率、就业满意度、升学率在同

类专业中全省领先。

学院简介

带领学生到东方山水乐园开展研学实践和理论培训

我们的办学理念：创新、实践、开放、争先；

我们既有学养深厚的教授、思维活跃的博士，还有经历丰富的业界精英，我们是一支关爱满
满的教师团队。

如果你喜欢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如果你喜欢丰富多元的校外实践，如果你喜欢就业对接的
专业实习，期待你的加入！ 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心中有诗情和远方；如果你和我们一样，
拥有走世界的梦想，拥有爱生活的激情，欢迎你的加入！潘海颖     旅游学院执行院长

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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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介绍 优秀校友

樊宇雯 旅游管理专业 2015 届

毕业生，国家高级导游，

杭州市金牌导游、优质

导游，旅游学院成长

导师。现任杭州市职

工国际旅行社运营中心助理兼导游（领

队）部经理。在校期间，曾获国家奖学

金、浙江省优秀毕业生、绍兴市优秀毕

业生等荣誉。

杨春林 酒店管理专业 2019 届

毕业生，硕士毕业于浙

江师范大学。现任浙江

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商

学院辅导员。研究生期

间任职农研职教研究生党支部书记，获“田

家炳杯”全日制教育硕士研究生教学技能

大赛全国一等奖、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

金、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本科期间，曾

任党员之家秘书长，曾获浙江省政府奖

学金、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优秀

团员等荣誉称号。

★旅游管理（浙江省“一流专业”、特色专业）

专业简介：

本专业是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以供给侧改革思维

探索区域应用型本科教育教学新模式，注重专业内涵发展，

持续提升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社会契合度，以“特色性、代表

性、示范性、辐射性”为标杆，与行业紧密联系，加强产学研

融合发展，深化专业改革建设，着重培养学生的专业应用能力、

研究分析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主要课程：

管理学、旅游经济学、旅游心理学、旅游市场营销、旅

游目的地管理、旅游资源学、旅游管理信息系统、旅游新媒

体营销、旅游电子商务实务、旅行社实务、旅游产品设计。
就业前景：

国内外旅游市场需求巨大，文旅项目投资热潮不减，文

旅深度融合发展，旅游管理就业前景广阔。本专业重点培养

旅游目的地开发与管理、旅游项目规划与策划、旅游产品设

计的专业人才，为各类文化旅游、旅游电商平台、旅游新媒

体营销、乡村旅游、研学旅行、体育旅游、会展管理等输送

高契合度的复合型高端人才。

酒店管理

专业简介：

本专业与万豪、希尔顿、洲际、香格里拉、温德姆等国

际知名酒店集团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与君澜酒店集团、旅

悦集团合作开办“管理培训生班”，着重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

道德修养和身心素质，较高综合素养，具有现代酒店管理专

业知识结构和业务操作能力的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的高

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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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课程：

管理学、酒店管理概论、前厅与客房管理、餐饮管理、酒店电子商务概论、酒店财务管理、酒店人力资源管理、

酒店服务质量管理、酒店市场营销、酒店财务管理、酒店收益管理、酒店应用英语。
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从事高星级酒店及酒店管理集团、酒店管理顾问及咨询公司等经营管理工作，也可从事酒店业相关的

互联网行业、教育和科研工作。同时，我们的毕业生也可以在主题乐园经营管理、俱乐部经营管理等相关领域就业

并寻求发展。

1. 实践出真知，将课堂开进酒店

2. 学生课堂讲解

3. 旅游学院“乡村振兴小推车”团队荣获绍兴市“走读

绍兴 与越同行”一等奖

4. 旅游学院举办建院十周年暨第七届大旅行家晚会

5. 把课堂开进了乡村，开展 PBL 现场教学
1 2

3 4

5



项文惠，教授，硕士生导师，
旅游管理专业教师。在各级
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主持和参加省部级以
上课题 10 余项，出版著作编
写 12 部。

沈国斐，教授，硕士生导师，
酒店管理系主任。以第一作
者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

孙优萍，教授，管理学硕士
学位，旅游管理专任教师。
主持市厅级以上项目 8 项，
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发表论
文 12 篇。

宋国琴，教授，硕士生导师，
旅游管理专任老师，浙江省 “151
人才” 第三层次培养人员。主
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完成省部级
研究课题 9 项，发表论文 20 余
篇，获市厅级教学成果奖 3 项。

教授风采

学院举行实践育人创新平台启动仪式 “课堂开进乡村，助力莲东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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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亮点招生亮点
HIGHLIGHTS

区位优势明显 

学院地处绍兴市柯桥区中心城区，杭绍城际铁路越州
大道站离学院仅 400 米，乘高铁从柯桥到杭州只需要
19 分钟。

精英培育基地

“致知”精英班实施小班化教学，整合国内外专家学者、
行业精英和校内优质教学资源，培养高素质精英人才；
创新创业园，孵化培育在校生优秀创业项目和创业团队。

北欧名校双学位

新生入学即可申请，前两年分别就读之江学院双语课程和
芬兰图尔库大学信息与通信技术专业国际课程，第三年即
可申请两校学士学位 , 直接获得图尔库大学硕士入学资格。

专业自主选择

全面放开转专业，学生在第二、三、四学期，可以
在全院范围内自主申请转专业（艺术类学生转专业
不跨类）。

外语教学多样化

学院公共外语为英语和日语；英语教学采用国际先进的
口语和写作平台，线下教学和移动教学相结合，同时开
设学术英语、跨文化交际和小语种等拓展课程。

“4+X”本硕连读

新生入学即组班锁定海外目标学校，量身定制留学规划
和培养方案，无缝对接世界名校，完成项目学习后，确
保学生 100% 进入海外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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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二级学院 招生专业 选考科目范围选考科目范围 2022 年2022 年

招生计划招生计划
2021 年录取数据2021 年录取数据

最高分最高分 最低分最低分 平均分平均分

11

商学院商学院

金融工程 不限不限 4040 548548 537537 541.1541.1

22 财务管理财务管理 不限不限 5858 553553 540540 543.2543.2

33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经济与贸易 不限不限 5858 549549 537537 539.7539.7

44 市场营销市场营销 不限不限 2929 552552 538538 540.9540.9

55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不限不限 3838 556556 542542 544.8544.8

66 工商管理工商管理 不限不限 9494 557557 535535 538.8538.8

77

信息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理物理 6464 543543 523523 527.6527.6

88 软件工程软件工程 物理物理 3535 538538 521521 523.7523.7

99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物理物理 5555 528528 512512 516.1516.1

1010 自动化自动化 物理物理 2828 532532 514514 519.1519.1

1111

人文学院人文学院

广播电视学广播电视学 不限不限 5252 565565 545545 548.6548.6

1212 广告学广告学 不限不限 5454 556556 544544 547.7547.7

1313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 不限不限 5151 564564 553553 555.3555.3

1414 法学法学 不限不限 4343 567567 552552 555.9555.9

1515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机械工程 物理物理 2020 532532 509509 515.1515.1

1616 智能制造工程智能制造工程 物理物理 3030 540540 512512 519.5519.5

1717
外国语学院外国语学院

英语英语 不限不限 7979 552552 541541 544.0544.0

1818 日语日语 不限不限 3232 554554 542542 546.1546.1

1919

建筑学院建筑学院

建筑学建筑学 历史 地理 技术历史 地理 技术 5555 557557 541541 544.8544.8

2020 城乡规划城乡规划 历史 地理 技术历史 地理 技术 4141 559559 544544 547.2547.2

2121 风景园林风景园林 历史 地理 技术历史 地理 技术 2323 555555 544544 546.6546.6

2222

设计学院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环境设计 不限不限 3939 543543 530530 532.7532.7

2323 产品设计产品设计 不限不限 3535 532532 527527 528.6528.6

2424 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媒体艺术 不限不限 3838 539539 529529 531.9531.9

2525 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 不限不限 3636 535535 522522 526.3526.3

2626 工业设计工业设计 物理物理 3737 535535 524524 529.2529.2

2727
理学院理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化学化学 3131 552552 540540 543.6543.6

2828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物理物理 2727 547547 530530 533.6533.6

2929
旅游学院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旅游管理 不限不限 5050 552552 533533 537.6537.6

3030 酒店管理酒店管理 不限不限 2121 542542 527527 531.5531.5

合计合计 12931293 -- -- --

2022 年浙江省普通本科分专业招生计划及 2021 年录取数据一览表

注：以上招生计划以浙江省招生主管部门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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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2022 年外省普通本科分专业招生计划一览表

序序
号号 招生专业招生专业 科类科类 江江

苏苏
安安
徽徽

福福
建建

江江
西西

河河
南南

湖湖
南南

四四
川川

河河
北北

山山
西西

陕陕
西西

湖湖
北北

重重
庆庆

贵贵
州州

新新
疆疆

广广
西西

甘甘
肃肃

云云
南南

合合
计计

11 旅游管理旅游管理 文/历文/历 22 22 11 33 22 1010

22 酒店管理酒店管理 文/历文/历 11 22 55 88

33 财务管理财务管理 文/历文/历 11 33 33 22 22 11 1212

44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历文/历 22 11 22 55

55 工商管理工商管理 文/历文/历 11 22 22 22 11 33 1111

66 市场营销市场营销 文/历文/历 22 11 22 22 22 44 22 33 1818

77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文/历文/历 22 22 22 22 88

88 广告学广告学 文/历文/历 11 11 33 11 11 77

99 广播电视学广播电视学 文/历文/历 33 11 44

1010 法学法学 文/历文/历 22 33 55

1111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 文/历文/历 22 44 22 88 1010 2626

1212 英语英语 文/历文/历 22 33 11 11 11 88

1313 日语日语 文/历文/历 22 22 33 22 11 1010

小计 1小计 1 文/历文/历 66 55 77 22 1818 44 77 00 44 22 22 00 2828 2525 1212 66 44 132132

11 旅游管理旅游管理 理/物理/物 11 11 55 11 22 1010

22 酒店管理酒店管理 理/物理/物 11 33 33 44 1111

33 金融工程金融工程 理/物理/物 33 33 33 11 1010

44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经济与贸易 理/物理/物 22 33 22 77

55 工商管理工商管理 理/物理/物 22 22 11 22 33 22 33 1515

66 市场营销市场营销 理/物理/物 22 22 11 33 88

77 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理/物理/物 22 33 22 77

8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物理/物 66 77 55 66 1010 77 22 55 66 22 5656

99 软件工程软件工程 理/物理/物 55 44 33 33 77 66 22 44 66 22 4242

1010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理/物理/物 77 88 55 8 8 1212 1010 22 44 33 55 88 33 7575

1111 自动化自动化 理/物理/物 55 44 33 5 5 99 66 22 33 88 22 4747

1212 广告学广告学 理/物理/物 33 33

1313 广播电视学广播电视学 理/物理/物 22 11 33 22 88

1414 法学法学 理/物理/物 33 55 44 1212

1515 机械工程机械工程 理/物理/物 1010 88 99 1010 1212 66 88 22 22 44 55 88 88 22 11 9595

1616 智能制造工程智能制造工程 理/物理/物 88 66 55 88 1010 11 66 66 44 55 11 6060

1717 英语英语 理/物理/物 22 11 33

1818 日语日语 理/物理/物 22 11 22 22 11 88

1919 建筑学建筑学 理/物理/物 44 44 33 33 55 33 2222

2020 城乡规划城乡规划 理/物理/物 22 55 22 99

2121 风景园林风景园林 理/物理/物 22 33 22 77

2222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理/物理/物 55 44 44 66 55 44 44 44 22 3838

2323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理/物理/物 44 44

2424 工业设计工业设计 理/物理/物 44 22 55 22 33 22 44 11 2323

小计 2小计 2 理/物理/物 5656 3939 4343 4848 7777 1616 6161 1010 1616 88 33 55 8282 1414 6363 2424 1515 580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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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注：以上招生计划以各地招生主管部门公布为准。

11 产品设计产品设计 艺艺 44 33 33 33 1313

22 环境设计环境设计 艺艺 33 33 22 22 1010

33 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媒体艺术 艺艺 33 22 33 22 1010

44 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 艺艺 33 33 33 33 1212

小计 3小计 3 艺艺 1313 55 1212 1010 55 4545

合计合计 7575 4444 5050 5050 100100 2020 8080 1010 2020 1010 55 55 120120 3939 8080 3030 1919 757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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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考生问答考生问
QUESTION & ANSWER

答：﹙一）学校录取新生的男女比例不限。
﹙二）学校外语单科成绩有要求的专业：英语专业

的英语单科成绩要求不低于 100 分。英语成绩按单科
总分 150 分计，具体按各省（市、自治区）普通高考
实际英语单科总分等比例换算。

﹙三）学校认同并执行各省（市、自治区）招生主
管部门制定的有关加分或降分投档的政策规定。

﹙四）学校在浙江省及全国其他公布综合素质评价
方案省 ( 市、自治区 ) 的招生录取中参考普通高中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执行省级招生主管部门的相关规
定，择优录取。

﹙五）学校对实行院校平行志愿投档的进档考生，
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则录取，专业志愿间不设
级差分。若出现考生投档成绩相同，则认同并执行各
省（市、自治区）招生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文件择优
录取，若无相关文件，则执行学校相关规则，依次按
语文数学两科之和、语文或数学单科最高成绩、外语
单科成绩由高到低择优录取。当考生成绩无法满足其
所填报的专业志愿时，如果考生服从专业调剂，学校
按照考生的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调剂至未录满专业﹔
对不服从专业调剂者，予以退档处理。进档考生，只
要专业服从且单科成绩和体检符合条件，均予录取。

﹙六）在实行“专业（类）+ 学校”平行志愿录取模
式的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考生所填报的专业（类）志
愿须满足该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并执行考生所
在省（市、自治区）招生主管部门关于投档的有关规定。
进档考生，只要单科成绩和体检符合条件，均予录取。

﹙七）在实行“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录取模式的高
考综合改革省份，考生所填报的专业组志愿须满足该
专业组选考科目要求，并执行考生所在省（市、自治区）
招生主管部门关于投档的有关规定。进档考生按照“分

Q5：贵院2022年招生录取规则怎样？
答：2022 年，我院面向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
河南、湖南、四川、河北、山西、陕西、湖北、重庆、
贵州、新疆、广西、甘肃、云南等 18 个省（区、市）
招生总计划 3390 个，同比 2021 年增加 310 个，招生
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浙江省招生计划 2633 个，含
普通类计划 1145 个、艺术类计划 148 个、单考单招计
划 180 个、专升本计划 1160 个；外省招生计划 757 个。

Q1：贵院2022年的招生计划如何设置？

答：2022 年，我院艺术类面向浙江、江苏、河南、四
川、贵州、广西等 6 个省（区）设置招生计划 193 个。
其中，浙江省艺术类招生计划 148 个，录取批次在艺
术类第二批：以一个高校的一个专业为志愿单位，实
行专业平行志愿，考生每次可填报不超过 30 个志愿；
按考生综合分成绩分为两段，按实考人数的相应比例
确定，分段填报志愿、分段录取（其它省份按所在省
相关要求执行）。

浙江省综合分计算办法：综合分 = 文化成绩总分
（当批次总分折算成 750 分制计）×50%+专业成绩（总
分折算成 750 分制计）×50%（其他省份综合分计算
办法以当地招生主管部门公布为准）

Q3：贵院 2022 年艺术类专业计划
怎么设置，志愿如何填报？

答：2022 年，我院 5 个招生专业设置单考单招招生计
划 180 个，新增车辆工程招生专业。其中，国际经济
与贸易专业设招生计划 30 个、财务管理专业 30 个、
机械工程专业 55 个、酒店管理专业 30 个、车辆工程
专业 35 个。

Q2：贵院 2022 年面向中职单独考
试招生计划如何设置？

答：我院在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
金的基础上，还设立了优秀学生奖学金、困难学生助
学金、特困学生援助基金以及多项校企合作奖助学金，
助力学生尤其是困难学生成长成才，目前，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的资助已经实现全覆盖。同时，各二级学院
还通过拓展校企合作等途径，设有各类社会奖助学金。

Q4：贵院奖助政策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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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贵校周围的交通是否方便，前
往高铁站、客运中心等是否有公交车
可以乘坐？

答：学院地处柯桥中心城区，柯桥区地处杭州都市区
的核心圈层，城区距离杭州南站、萧山机场仅 20 公里，
距离杭州东站、杭州西湖仅 35 公里，柯桥高铁到杭
州只需要 19 分钟学院地处绍兴市柯桥区中心城区。杭
绍城际铁路已经开通，越州大道站离学院仅 400 米。
学院至高铁站、客运中心等均有公交车可以乘坐。

公共交通：
﹙一）绍兴市客运中心：乘 88 路到“柯桥轻纺城汽车站”
后换乘 801/860/861 到“浙工大之江学院绍兴校园”。

﹙二）绍兴北站﹙高铁﹚：乘 803/808 到“柯桥轻纺城汽
车站” 后换乘 801/860/861 到 “浙工大之江学院绍兴校园”。
             
自驾路线 :
﹙一）杭甬高速：柯桥出口下，沿金柯桥大道直行约 6 公里，
右转到钱陶公路，1.5 公里后左转到越州大道行驶 1 公里。

﹙二）杭金衢高速：杨汛桥出口下，沿杭金衢高速绍兴连
接线直行 9 公里过凤凰山隧道，沿湖安路直行，右转钱
陶公路直行 3 公里，右转到越州大道行驶 1 公里即到。

答：我院全面放开转专业。学生在第二、三、四学期时，
可以在全院范围内自主申请转专业（艺术类专业学生
转专业不跨类）。

Q8：贵院是否有转专业政策？

答：我院开设辅修专业，辅修专业涵盖我院所有本科
专业，每一位学生都有辅修专业的机会。经批准后，
学生可从第二学年或第三学年开始修读（每人限修 1 
门），辅修专业学分总量控制在 18-40 学分，学生修
满 18 个学分，可以获得辅修专业证书；修满辅修专业
学位要求学分，可以申请辅修专业学士学位。

Q9：贵院是否提供辅修专业机会？

答：我院与芬兰、英国、法国、比利时等知名高校建
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与芬兰图尔库大学深度合作：新
生入学后即可咨询申请交流项目，前两年分别就读之
江学院双语课程和芬兰图尔库大学信息与通信技术专
业国际课程，第三年即可申请两校学士学位，直接获
得图尔库大学硕士阶段入学资格。

学院还开展“4+X”本硕连读计划，新生入学即组班
锁定海外目标学校，量身定制留学规划和培养方案，
无缝对接世界名校，完成项目学习后，学生可进入海
外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Q7：贵院是否有交换生和海外交流项目？

Q6：贵院的师资力量如何？

答：我院师资力量雄厚，与浙江工业大学师资共享，
80% 以上师资来自浙江工业大学；坚持教授授课，
40%以上教师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硕士生导师近40人，
依托浙江工业大学学位点招收硕士研究生。2013 年以
来，柔性引进了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3 人、省级 6 人、
市级 11 人。

近五年来，学院教师获厅局级以上科研项目 206
项，其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国家社科基金
9 项，教育部、省自科基金、省社科规划项目等省部级
项目 60 项，科研经费 1.31 亿元，授权专利共有 1096
项（其中发明专利 76 项）。教师 A 类及三大索引论文
170 篇，出版学术专著 21 部。教师科研团队撰写的 10
余篇研究报告获得国家级领导、省级主要领导和市级
主要领导批示。

数优先、遵循志愿” 原则录取，专业志愿之间不设级差分。
若出现考生投档成绩相同，则认同并执行各省（市、自
治区）招生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文件择优录取，若无相
关文件，则执行学校相关规则，依次按语文数学两科之
和、语文或数学单科最高成绩、外语单科成绩由高到低
择优录取当考生成绩无法满足其所填报的专业志愿时，
如果考生服从专业调剂，学校按照考生的投档成绩从高
分到低分调剂至未录满专业，对不服从专业调剂者，予
以退档处理。专业调剂只能在考生被投档的专业组内进
行。进档考生，只要专业服从且单科成绩和体检符合条
件，均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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