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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卓越工程师计划试点班）（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国家级特色专业、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试点专业、上海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通过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是我校品牌专业，是全校唯一一个国家特色专业，首批国家一流专业，其办学历史可追溯到 1954 年冶金专
业和 1980 年代高分子专业，已经为冶金、建材、化工、机械、电子等行业培养了 6000 多名合格工程技术人才。作为一级专业，下设 5 个
专业方向：金属材料、金属压力加工、无机非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建筑节能材料。根据专业建设规律，本专业学生学习材料学共同的
基础知识，85% 以上课程和教学要求都是一致的，打破材料分野，突出交叉融合；对于不同专业方向，在知识点要求上做出调整，分别
开设 3-5 门专业课程，凸显方向特色。

毕业生就业渠道畅通，工程能力和实验技能强，知识面宽，深受用人单位欢迎。学院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先后与美国匹兹
堡大学、法国卡昂大学、日本富山大学、德国杜伊斯堡 - 埃森大学等签订了国际合作办学意向。学院建有现代材料检测中心和教学实验
中心，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了 20 多个校外教学实训基地。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工程师计划试点班）(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上海市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上海市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 )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是以机械设计与制造为基础，融入流体传动、电气控制技术的交叉、宽口径专业，主要任务是运用先进
的设计制造技术的理论与方法，以及现代检测和控制手段，实现机械产品的设计与制造、检测与控制等。本专业培养能够在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及相关领域从事机电装备、汽车和工业机器人等领域进行设计制造、应用开发、生产运行与管理等工作的创新型
应用技术人才。

毕业生主要面向机电装备、汽车、工业机器人等企事业单位，从事产品开发设计、生产制造、检测与自动控制、项目管理、生产运行
与管理等技术与管理。

软件工程（卓越工程师计划试点班）（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上海市应
用型本科试点专业）

软件工程是一门研究用工程化方法构建和维护有效的、实用的和高质量的软件的学科。强调软件开发的工程性，使学生在掌握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方面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掌握从事软件需求分析、软件设计、软件测试、软件维护和软件项目管理等工作所必需的
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培养能够从事软件开发、测试、维护和软件项目管理的高级专门人才。

毕业生就业面向 IT 类企业，从事软件需求分析、软件开发、软件测试、系统开发、JAVA 工程、NET 工程、技术支持、运营维护、项目管理等。

化妆品技术与工程 ( 上海市一流本科建设引领计划建设专业、教育部目录外本科专业  )

化妆品技术与工程专业是全国首个获教育部批准开设的化妆品技术与工程专业，以培养化妆品领域技术人才为主要目标，使学
生在掌握化妆品领域基础理论、工艺原理及工程技术等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同时具备营销管理能力和艺术时尚修养，成为以产品配方
开发为核心能力，兼具质量控制、工程技术、生产管理等能力，能够在化妆品领域从事质量控制、产品研发、功效评价、生产管理、市场
营销等工作，具有创新能力、高水平、应用型技术人才。

毕业生可从事国内外化妆品公司、日化公司、生物公司等相关行业企业配方研发、质量检测、市场推广岗位；第三方测试公司技术岗位。

风景园林（上海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上海市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

风景园林专业培养具有园林艺术修养和制图功底，从事风景园林领域规划与设计、工程技术与建设管理、园林植物应用、资源与
遗产保护等方面工作，了解国内外风景园林学科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及发展动态的“工程 + 科学 + 艺术”三位一体的，具有创新创意
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毕业生可在园林、市政、建筑、旅游、环境、教育等行业从事风景园林绿地的规划设计、工程技术、预决算、养护管理及运营、生态环
境修复、专业教学等工作，也可继续攻读风景园林学、园艺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及环境艺术类的硕士学位。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一个以计算机科学为基础，由数学、控制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研

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研究范畴包括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理解、
机器人、图像识别、神经网络、机器学习等，应用领域涉及自动驾驶、智能家居、智慧医疗、智慧农业、智能物流、安防监控等。

毕业生就业面向 AI 算法设计、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智能搜索、自然语音处理、语音识别、语言与图像理解、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
自动驾驶研发与测试、、智能机器人研发、人工智能运维等。

数学与应用数学 ( 数理金融、统计与计算科学方向 )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培养具有数学、计算机以及现代金融知识，能够综合运用数学、计算机等手段进行金融产品设计开发、金融
衍生品定价、金融风险管理和数据挖掘与分析的应用型人才。

毕业生可在金融、会计、互联网、软件、通讯、教育等领域 , 从事金融建模、风险控制、数据分析、技术开发与应用、教育、科研与管理
等工作 , 或报考数学、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等专业研究生。

部分招生专业介绍

英语
英语专业培养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深厚的人文素养，系统掌握英语语言技能、英语国家文化知识、英语语言文学知识、翻译理

论与方法、教育教学理论与方法、国际商务相关知识，具备较强的笔译、口译能力，通晓国际规则，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外交流、
涉外行业以及外语教育服务与学术研究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英语人才。

毕业生可选择英语教学、语言服务、进出口商务及管理、国际会务会展策划及管理等方向就业。 

德语
德语专业主要培养学生系统掌握德语语言技能、德语国家文化知识和德语语言文学知识，学习中德互译技能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以及国际贸易基础知识，适应我国对外交流、经济社会发展、各类涉外行业以及外语教育服务与学术研究需要。
毕业生主要从事德语国家在华企业及驻华机构、政府部门、外贸公司、中小学校、培训机构、新闻出版等领域的工作。

建筑学
建筑学是研究建筑与周围环境关系，横跨城市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艺术领域的学科，是一门集物质性、精神性及人文性等多重

属性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建筑学需要热爱生活、具有敏锐的空间感知力、逻辑思维能力、形象思维能力及人文社科积淀的学生，旨在
总结人类建筑活动的经验，以指导建筑设计创作，创造适合人类宜居及审美要求的空间环境及物质形态，重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创新能力、沟通和表达能力，以全面的综合素质迎接未来的机遇与挑战。建筑设计的主要内容是建筑场地设计，建筑空间设计及功
能流线设计。

毕业生去向分为留学、考研及就业。留学去向为美国宾大、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荷兰代尔夫特理工等欧美知名高校；考研院校主要
为同济大学；就业主要在建筑或城市规划设计院、建筑或城市规划设计事务所、景观或室内设计公司、房地产开发企业工作。毕业生可
在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室内设计、景观设计、城市规划等专业领域工作；亦可从事艺术设计相关方面的创作。



招生专业 备注 层次 计划数 选考科目

材料科学与工程 
( 卓越班）

无机非金属材料方向。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国家级特色专业、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
点专业、上海市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通过了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

本科 3 化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卓越班）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方向。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
计划试点专业、上海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上海市
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

本科 3 

物理

软件工程 
（卓越班）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
培养计划试点专业、上海市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 本科 5 

人工智能 本科 3 

建筑学 本科 2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理金融、统计与计算科学方向。 本科 2 

化妆品技术与工程 上海市一流本科建设引领计划建设专业、教育部目录
外本科专业。 本科 2 物理或化学

风景园林 上海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上海市应用型本科试点
专业。 本科 2 化学或历史

或地理

视觉传达设计
平面设计、多媒体设计、会展设计方向。上海市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
本科 4 

不限

环境设计 室内设计、景观设计方向。 本科 2 

产品设计 工业产品、装饰艺术设计方向。 本科 2 

绘画 本科 2 

工商管理类 含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专业。 本科 3 

不限英语 本科 2 

德语 本科 2 

计算机应用技术 高职 4

不限

机电一体化技术 高职 4

电气自动化技术 高职 4

艺术设计 高职 6

备注：2021 年招生计划以本省市考试院公布为准。

2021 年招生计划（院校代号：3159） 2018-2020 年各专业录取分数线

专业（类）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一本线 最高分 最低分 分差 一本线 最高分 最低分 分差 一本线 最高分 最低分 分差

材料科学与工程 
( 卓越班 ) 588 599 594 6 595 603 600 5 594 600 600 6

英语 588 593 593 5 594 604 603 9

数学与应用数学 588 590 590 2 595 597 596 1 594 599 597 3

软件工程 
( 卓越班 ) 588 593 591 3 595 606 600 5 594 602 602 8

人工智能 594 597 597 3

计算机类 588 594 591 3 595 602 599 4 594 598 597 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 卓越班 ) 588 592 591 3 595 602 599 4 594 596 596 2

化妆品技术与工程 588 588 587 -1 594 599 595 1

工商管理类 588 594 590 2 594 605 603 9

风景园林 588 589 588 0 595 599 596 1 594 602 598 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 卓越班 ) 588 590 588 0 595 602 601 6 594 596 596 2

德语 588 599 597 9 595 603 602 7 594 603 601 7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594 598 594 0

视觉传达设计 564 562 567 565 566 563

产品设计 563 562 568 567 570 562

环境设计 568 567 580 571 570 569

绘画 564 564 566 565 559 559

学校介绍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简称“上应大”，是全国最早以“应用技术”命名的上海市属
重点建设高水平应用创新型大学，学校先后入选“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教育部“新工科”建设和一流专业建
设单位、全国 100 所应用型示范本科高校建设单位、上海市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
设单位、首批上海高水平地方应用型高校重点建设单位、一流本科建设引领计划、一流研究生教育引领计划、上海市高峰
高原学科建设计划、上海高校课程思政整体改革领航高校、国家知识产权试点高校、上海市依法治校示范校、香料香精化
妆品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等。自 2000 年以来，学校连续十一届获得上海市文明单位（文明校园）称号；自 2018 年以来，
学校在上海高校分类评价应用技术型高校中连续三年排名第一。 

学校立足于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上海“五个中心”和“四大品牌”建设，构建了香料香精化妆品和绿色化工、功能新
材料和智能制造、设计文创与创新管理三大特色学科群，形成高度对接行业发展的应用型学科建设新格局。在人才培养上，
围绕“ASciT-OBE”（以职业需求为导向，聚焦未来工程师的 9 大核心能力素养）的养成，提出具有“厚德精技”特质的“大国
工匠”人才培养战略和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创新融合、赛教融合、通专融合和跨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创新模式，致力
于培养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以一线工程师为主的高素质应用创新型人才。

学校有奉贤校区和徐汇校区两个校区，下设 19 个二级学院（部），55 个本科专业，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本专科生 18744 名。
毕业生广受用人单位欢迎，2020 年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达 95.59%。

发展目标：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应用创新型大学

硕士点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9个）：机械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生态学、控
制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数学、轻工技术与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

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11个)：材料与化工、资源与环境、生物与医药、电子信息、机械、交
通运输、土木水利、艺术、风景园林、社会工作、工程管理

特色专业
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食品
科学与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市场营销、软件工程

上海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制药工程、
土木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风景园林、安全工程、视觉传达设计

通过工程教育认证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土木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

获 IFT 国际认证专业：食品科学与工程

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化学工程与工艺、软件工
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科学与工程、轻化工程

教育部批准设置的目录外本科专业：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化妆品技术与工程

国际交流
学校与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以及港澳台等近30个国家(地区)的120余所院校(机
构)建立了广泛的交流合作关系。

雄厚师资
现有专任教师1184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575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671名

（占专任教师总数56.67%）。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纳米科技”首席科学家1名，新世纪“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3名，上海市教学名师3名，上海高校特聘教授15名，上海领军人才5
名，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5名，上海市曙光学者12名，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10名，全国优
秀教师2名等。

本科教学工作水平
评估为“优良”
获留学生招生资格

更名为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16

开展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立项建设

获上海高水平地方
应用型高校试点建设项目

连续3年在上海高校
分类评价工作中位列

“应用技术型”第一。

2017

2018

合并原国家轻工业部
上海香料研究所

1984年被列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2006

2007

2004 上海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1956年）

上海化工高等专科学校（1959年）

上海冶金高等专科学校（1954年）

三校合并为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2000

2020

2021

获得
学士学位授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