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 学院 专业与方向 专业选择 自费生的入学考试

工程技术类方向 信息技术与自动化学院 15.03.04 技术过程和生产自动化 多种工业园区的工艺流程自动化和管理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物理 ； 数学；俄语

电子信息类方向 信息技术与自动化学院 10.03.01 信息安全 计算机系统安全（商务）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 数学；俄语

电子信息类方向 信息技术与自动化学院 09.03.02 信息系统技术 信息系统和网络技术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 数学；俄语

工程技术类方向 信息技术与自动化学院 15.03.02 机器设备技术 技术机器生产和服务中的信息技术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 物理 ； 数学；俄语

电子信息类方向 信息技术与自动化学院 09.03.03 应用信息学 信息技术解决方案和业务分析流程支持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 数学；俄语

电子信息类方向 信息技术与自动化学院 09.03.03 应用信息学 信息技术数学内容创建技术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数学；俄语

工程技术类方向 信息技术与自动化学院 15.03.02 机器设备技术 电梯和自动扶梯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 物理； 数学；俄语

电子信息类方向 信息技术与自动化学院 09.03.03 应用信息学 应用信息设计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 数学；俄语

电子信息类方向 信息技术与自动化学院 09.03.03 应用信息学 应用信息经济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 数学；俄语

工程技术类方向 信息技术与自动化学院 29.03.02 纺织技术与设计 标准化与认证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 外语； 数学；俄语

人文类方向 印刷与媒体技术学院 42.03.02 新闻 新闻 專業測試 ；艺术文化测试（自我展示 ，文学，俄语）

电子信息类方向 印刷与媒体技术学院 09.03.02 信息系统技术 信息技术设计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 数学；俄语

电子信息类方向 印刷与媒体技术学院 09.03.02 信息系统技术 媒体信息技术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 数学；俄语

人文类方向 印刷与媒体技术学院 42.03.03  出版 图书出版 历史/文学；俄语；社会学

经济类方向 印刷与媒体技术学院 38.03.02 管理 媒体管理与印刷 数学；社会学/外语；俄语

艺术类方向 印刷与媒体技术学院 54.05.03 图形版画 印刷产业 專業測試（素描，色彩，创作构图）； 文学；俄语

工程技术类方向 印刷与媒体技术学院 15.03.02 机器设备技术 .印刷机和自动化系统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 物理 ； 数学；俄语

电子信息类方向 印刷与媒体技术学院 09.03.01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信息技术系统和多媒体应用开发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数学；俄语

人文类方向 印刷与媒体技术学院 42.03.01 公共关系与广告 媒体广告; 媒体公关 社会学； 历史/外语； 俄语

工程技术类方向 印刷与媒体技术学院 29.03.03 技术印刷和包装生产 包装生产技术和设计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 物理 ； 数学；俄语

工程技术类方向 印刷与媒体技术学院 29.03.03 技术印刷和包装生产 技术印刷生产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 物理； 数学；俄语



方向 学院 专业与方向 专业选择 自费生的入学考试

经济类方向 商务交际学院 38.03.02 管理 工商管理与咨询 数学；社会学/外语；俄语

人文类方向 商务交际学院 42.03.01 公共关系与广告 品牌管理; 国会和展览活动 社会学； 历史/外语； 俄语

人文类方向 商务交际学院 46.03.02 文件与档案 国家市政文件管理 历史；社会学/外语；俄语

经济类方向 商务交际学院 38.03.02  管理 时尚设计创意管理 数学；社会学/外语；俄语

人文类方向 商务交际学院 42.03.01 公共关系与广告 文化艺术领域的营销传播 社会学； 历史/外语； 俄语

经济类方向 商务交际学院 38.03.02 管理 国际管理 数学；社会学/外语；俄语

人文类方向 商务交际学院 42.03.01 公共关系与广告 设计与时尚广告公关 社会学； 历史/外语； 俄语

经济类方向 商务交际学院 38.03.02 管理 体育管理 数学；社会学/外语；俄语

人文类方向 商务交际学院 43.03.02 旅游
旅行社服务技术管理; 俄罗斯出入境旅游的技术和组织; 

酒店服务的技术和组织
历史；社会学/外语；俄语

经济类方向 商务交际学院 38.03.02 管理 小企业管理 数学；社会学/外语；俄语

工程技术类方向 夜大教育（非工作时间上课） 29.03.05 轻工业设计 缝纫技术 專業考試（创作构图 ， 数学，俄语）

工程技术类方向 夜大教育（非工作时间上课） 29.03.02 纺织技术与设计 纺织品的设计; 技术和装饰; 针织品与设计 專業考試（创作构图）； 数学；俄语

经济类方向 夜大教育（非工作时间上课） 38.03.01  经济 保险 数学；社会学；俄语

工程技术类方向 夜大教育（非工作时间上课） 29.03.01 轻工业技术 缝纫技术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 物理 ； 数学；俄语

经济类方向 夜大教育（非工作时间上课） 38.03.07 商品研究 非食品销售 数学；社会学；俄语

经济类方向 夜大教育（非工作时间上课） 38.03.06  交易业务 非食品产品贸易 数学；社会学；俄语

艺术类方向 平面设计学院 54.05.03 图形版画 电脑游戏的动画图形设计 專業測試（素描，色彩，创作构图）；文学；俄语

艺术类方向
平面设计学院,  服装设计学院 , 

空间环境设计学院,  设计与艺术学院 
54.03.01 设计

广告设计; 视觉空间设计; 数字媒体设计; 环艺设计; 

室内，家具和设备设计; 服装及配饰设计; 室内装潢; 室内设计
專業測試（素描，色彩，创作构图）；文学；俄语

化学技术类方向 应用化学与生态学研究学院 20.03.01 空间安全技术 环境工程 化学；数学；俄语

化学技术类方向 应用化学与生态学研究学院 18.03.01 化学技术 有机与无机物质化学技术; 纤维材料; 生物与纳米技术 化学；数学；俄语



方向 学院 专业与方向 专业选择 自费生的入学考试

化学技术类方向 应用化学与生态学研究学院 18.03.01 化学技术 纳米工程; 复合材料和生物材料 化学；数学；俄语

工程技术类方向 应用艺术学院 29.03.04 工艺艺术品材料加工技术 工艺艺术材料加工技术; 宝石和金属（珠宝）工艺技术
專業測試（繪圖）； 数学；俄语

艺术类方向 应用艺术学院 54.03.02 民间工艺装饰艺术 装饰品艺术设计
專業測試（繪圖）； 文学；俄语

工程技术类方向 技术与能源研究学院 15.03.04 技术过程和生产自动化 自动化工艺流程和生产 物理；数学；俄语

经济类方向 技术与能源研究学院 38.03.01 经济 商业智能预测; 商业经济与创新管理 数学；社会学/外语；俄语

经济类方向 技术与能源研究学院 38.03.02 管理 物流和供应链管理; 财务管理 数学；社会学/外语；俄语

工程技术类方向 技术与能源研究学院 15.03.02  机器设备技术 可再生资源的机器和设备 物理；数学；俄语

化学技术类方向 技术与能源研究学院 18.03.02 石油化学和生物技术的能源开发与资源节约 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 化学；数学；俄语

电子信息类方向 技术与能源研究学院 01.03.02 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  数学；俄语

工程技术类方向 技术与能源研究学院 13.03.01 热电工程与热工学 工业热力工程;  -热能技术        物理；数学；俄语

艺术类方向 技术与能源研究学院 54.03.01 设计 工业设计 專業測試（素描，色彩，创作构图）； 文学；俄语

工程技术类方向 技术与能源研究学院 27.03.04 技术系统管理 自动化技术系统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数学；俄语

化学技术类方向 技术与能源研究学院 18.03.01 化学技术
聚合物技术与加工; 有机物化学技术; 

化学生物技术植物原料处理
化学；数学；俄语

工程技术类方向 技术与能源研究学院 29.03.03 技术印刷和包装生产 包装生产技术 化学/物理 ； 数学；俄语

工程技术类方向 技术与能源研究学院 13.03.02 电力和电气 电驱动和自动化 物理；数学；俄语

工程技术类方向 纺织时尚学院 29.03.05 轻工业设计 鞋与皮革工艺 專業考試（创作构图 ； 数学；俄语）

工程技术类方向 纺织时尚学院 29.03.05 轻工业设计 缝纫技术 專業考試（创作构图 ； 数学；俄语

工程技术类方向 纺织时尚学院 29.03.02 纺织技术与设计 材料科学和纺织轻工业产品质量检验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 物理 ； 数学；俄语

工程技术类方向 纺织时尚学院 29.03.02 纺织技术与设计 纺织品的设计; 技术和装饰; 针织品与设计 專業考試（创作构图）； 数学；俄语

工程技术类方向 纺织时尚学院 29.03.01 轻工业技术 鞋与皮革工艺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 物理 ； 数学；俄语



方向 学院 专业与方向 专业选择 自费生的入学考试

工程技术类方向 纺织时尚学院 29.03.01 轻工业技术 缝纫技术 信息学与信息通信技术 / 物理 ； 数学；俄语

艺术类方向 纺织时尚学院 54.03.03 服装和纺织品艺术 纺织品（面料）设计
專業測試（繪圖）； 文学；俄语

经济类方向 经济与社会技术学院 38.03.01 经济 会计; 分析与审计; 国际会计与审计 数学；社会学/外语；俄语

经济类方向 经济与社会技术学院 44.03.04 职业（专业）培训 国家和市政 数学；社会学/外语；俄语

艺术类方向 经济与社会技术学院 44.03.04 职业（专业）培训 工艺美术和设计（室内设计） 专业测试（素描画展）; 社会学 / 外语 ; 俄语

艺术类方向 经济与社会技术学院 44.03.04 职业（专业）培训 工艺美术和设计（形象设计） 专业测试（素描画展）; 社会学 / 外语 ; 俄语

经济类方向 经济与社会技术学院 38.03.02 管理 营销 数学；社会学/外语；俄语

经济类方向 经济与社会技术学院 38.03.01 经济 国际业务 数学；社会学/外语；俄语

人文类方向 经济与社会技术学院 39.03.02 社会工作 社会青年工作 历史；社会学/外语；俄语

经济类方向 经济与社会技术学院 38.03.02 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数学；社会学/外语；俄语

经济类方向 经济与社会技术学院 38.03.01 经济 金融和信贷; 企业和组织的经济 数学；社会学/外语；俄语

艺术类方向 设计与艺术学院 50.03.04 艺术理论史 服装理论史 社会学 / 外语 ；文学；俄语

艺术类方向 设计与艺术学院 50.03.04 艺术理论史 古典与现代艺术 历史/外语；文学；俄语

艺术类方向 设计与艺术学院 54.05.01  纪念性装饰艺术 纪念性装饰绘画 專業測試（繪畫）；文学；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