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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宁夏 2023 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分学校分专业

专业基础课目录（参考）
专业名称 专业序号 报考类别 专业基础课目录

宁夏医科大学

护理（职业本科） 062 文史类 解剖学、护理学基础

口腔医学 070 文史类 口腔解剖生理学、口腔组织病理学

临床医学 071 文史类 解剖学、诊断学

药学 099 文史类 药剂学、分析化学

医学检验技术 100 文史类 临床基础检验、临床生化检验

宁夏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060 文史类 中国文学、写作

学前教育 098 文史类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英语 102 文史类 综合英语、翻译写作

体育教育 088 文史类 教育学、体育学

体育教育 038 理工类 教育学、体育学

宁夏理工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53 文史类 电路分析基础、自动化原理

电子商务 054 文史类 基础会计、电子商务概论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061 文史类 形体训练、化妆及形象塑造

会计学 065 文史类 财务会计、基础会计

机械工程 066 文史类 自控原理、机械设计基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68 文史类 程序设计语言、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体育教育 088 文史类 教育学、体育学

土木工程 090 文史类 工程制图、建筑施工技术

学前教育 098 文史类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英语 102 文史类 综合英语、翻译写作

应用化学 103 文史类 有机化学、无机及分析化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04 理工类 电路分析基础、自动化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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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 005 理工类 基础会计、电子商务概论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014 理工类 形体训练、化妆及形象塑造

会计学 017 理工类 财务会计、基础会计

机械工程 018 理工类 自控原理、机械设计基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20 理工类 程序设计语言、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体育教育 038 理工类 教育学、体育学

土木工程 040 理工类 工程制图、建筑施工技术

学前教育 046 理工类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英语 048 理工类 综合英语、翻译写作

应用化学 049 理工类 有机化学、无机及分析化学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工商管理 058 文史类 管理学、市场营销

舞蹈表演 092 文史类 中国古典舞基础训练、中国民族民间舞

新闻学 096 文史类 新闻学理论、汉语写作

学前教育 098 文史类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英语 102 文史类 综合英语、翻译写作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04 理工类 电路分析基础、自动化原理

电子信息工程 006 理工类 电路分析、数字电子技术

工程管理 009 理工类 建筑工程预算与报价、建筑施工技术

工商管理 011 理工类 管理学、市场营销

化学工程与工艺 015 理工类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机械工程 018 理工类 自控原理、机械设计基础

土木工程 040 理工类 工程制图、建筑施工技术

银川能源学院

财务管理 052 文史类 管理学、基础会计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53 文史类 电路分析基础、自动化原理

翻译 055 文史类 综合英语、英语阅读

风景园林 056 文史类 制图基础、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工程造价 057 文史类 工程制图、工程结算

化学工程与工艺 063 文史类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67 文史类 工程制图、机械基础

金融工程 069 文史类 经济学、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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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学 072 文史类 现代汉语、秘书写作

能源化学工程 073 文史类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能源经济 074 文史类 经济学，能源经济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075 文史类 机械设计原理、电工电子技术

人力资源管理 076 文史类 管理学、组织行为学

商务英语 078 文史类 综合商务英语、商务英语阅读

社会工作 079 文史类 法理学、宪法学

审计学 082 文史类 管理学、基础会计

食品质量与安全 083 文史类 生物化学、食品加工技术

视觉传达设计 084 文史类 设计素描、构成基础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085 文史类 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数字媒体技术 086 文史类 C语言程序设计 、计算机网络技术

通信工程 089 文史类 C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

土木工程 090 文史类 工程制图、建筑施工技术

物联网工程 093 文史类 C语言程序设计 、计算机网络技术

新能源汽车工程 095 文史类 工程制图、汽车构造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097 文史类 C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

学前教育 098 文史类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财务管理 003 理工类 管理学、基础会计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04 理工类 电路分析基础、自动化原理

翻译 007 理工类 综合英语、英语阅读

风景园林 008 理工类 制图基础、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工程造价 010 理工类 工程制图、工程结算

化学工程与工艺 015 理工类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19 理工类 工程制图、机械基础

金融工程 021 理工类 经济学、金融学

秘书学 022 理工类 现代汉语、秘书写作

能源化学工程 023 理工类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能源经济 024 理工类 经济学，能源经济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025 理工类 机械设计原理、电工电子技术

人力资源管理 026 理工类 管理学、组织行为学

商务英语 028 理工类 综合商务英语、商务英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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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 029 理工类 法理学、宪法学

审计学 032 理工类 管理学、基础会计

食品质量与安全 033 理工类 生物化学、食品加工技术

视觉传达设计 034 理工类 设计素描、构成基础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035 理工类 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数字媒体技术 036 理工类 C语言程序设计 、计算机网络技术

通信工程 039 理工类 C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

土木工程 040 理工类 工程制图、建筑施工技术

物联网工程 042 理工类 C语言程序设计 、计算机网络技术

新能源汽车工程 044 理工类 工程制图、汽车构造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045 理工类 C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

学前教育 046 理工类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银川科技学院

表演 050 文史类 才艺展示、多人小品

播音与主持艺术 051 文史类 即兴评述、播音主持创作

财务管理 052 文史类 管理学、基础会计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53 文史类 电路分析基础、自动化原理

工程造价 057 文史类 工程制图、工程结算

工商管理 058 文史类 管理学、市场营销

广播电视编导 059 文史类 影片分析、故事编写

汉语言文学 060 文史类 中国文学、写作

环境设计 064 文史类 速写、色彩

会计学 065 文史类 财务会计、基础会计

机械工程 066 文史类 自控原理、机械设计基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68 文史类 程序设计语言、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能源与动力工程 075 文史类 机械设计原理、电工电子技术

人力资源管理 076 文史类 管理学、组织行为学

软件工程 077 文史类 计算机网络基础、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080 文史类 体育概论、运动人体科学基础

摄影 081 文史类 图片分析、命题绘画

数字媒体艺术 087 文史类 多媒体技术、图形设计

土木工程 090 文史类 工程制图、建筑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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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新媒体 091 文史类 平面设计、摄影与摄像

小学教育 094 文史类 教育学、心理学

学前教育 098 文史类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艺术设计学 101 文史类 速写、色彩

英语 102 文史类 综合英语、翻译写作

表演 001 理工类 才艺展示、多人小品

播音与主持艺术 002 理工类 即兴评述、播音主持创作

财务管理 003 理工类 管理学、基础会计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04 理工类 电路分析基础、自动化原理

工程造价 010 理工类 工程制图、工程结算

工商管理 011 理工类 管理学、市场营销

广播电视编导 012 理工类 影片分析、故事编写

汉语言文学 013 理工类 中国文学、写作

环境设计 016 理工类 速写、色彩

会计学 017 理工类 财务会计、基础会计

机械工程 018 理工类 自控原理、机械设计基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20 理工类 程序设计语言、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能源与动力工程 025 理工类 机械设计原理、电工电子技术

人力资源管理 026 理工类 管理学、组织行为学

软件工程 027 理工类 计算机网络基础、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030 理工类 体育概论、运动人体科学基础

摄影 031 理工类 图片分析、命题绘画

数字媒体艺术 037 理工类 多媒体技术、图形设计

土木工程 040 理工类 工程制图、建筑施工技术

网络与新媒体 041 理工类 平面设计、摄影与摄像

小学教育 043 理工类 教育学、心理学

学前教育 046 理工类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

艺术设计学 047 理工类 速写、色彩

英语 048 理工类 综合英语、翻译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