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所年轻有历史传承的大学

一所樱香书卷的花园式大学

一所多元选择的应用型大学

一所国际化特色办学的大学

一所关注发展和未来的大学

一 / 所 / 你 / 值 / 得 / 选 / 择 / 的 / 大 / 学

北京工业大学
耿丹学院

尊敬的各位家长，亲爱的同学们： 

     大学是人生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十字路口。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在欢迎你，召唤你。 

     这是一所用革命烈士名字命名的年轻大学，以培养具有家国情怀、世界眼光的人才为己任，这里的学风积极向上，校园先进美丽，教师认真

负责，学校拥有完善的质量保障和育人体系，全方位为学生的学习、生活保驾护航。十余年来数万名毕业生从这里奔赴海内外，在多个行业拼搏

奋斗，他们对母校心怀感恩和感谢，在耿丹学院的四年，是他们奠定基础，人生进步，确定方向的四年。 

      蔚蔚蓝天，大道平阔，欢迎年轻的你们报考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在这里---学会学习、决心奋斗、追求先进、争取全面，成长为优秀而

快乐的自己，书写出属于你们的时代华章！

林炎志，清华大学物理学学士，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吉林建筑大学名誉校长。曾任清华大学

校团委书记，全国学联主席，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常委，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北京大学党委副书

记、教授，中共北京市委第五届、第六届委员，国家教委党组成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党组书记，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中共河南省委第五、第六届委员，常委，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吉林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

共吉林省委第七届、第八届委员、常委、副书记，第九届委员。曾出版《树坚不怕风吹动》、《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耕耘在

吉祥之林》、《国有资本人格化》等专著。现任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院长、广东顺德创新设计研究院院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副会长。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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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名誉院长 弗兰克·麦克马洪 博士
致2021年高考考生的信

学院加强专业一流化的建设，并为学子们提供一系列的优质

课程，以满足业界和社会对专业化人才的需要。学校所有的

专业都已通过了学界和业界顶级教授和专家们的评估，以此

保障所开设的专业在中国处于领先地位。

学院开设的所有专业都包括对同学们实习实践的课程安排，

同学们能够选择最感兴趣的机构去尝试应用其在学校所学到

的知识。在校的最后一年，同学们必须要完成自己所选的毕

业论文或毕业设计。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对同学们的评价方

式包括考试、报告与实践项目相关的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

学校每学期都会向同学们提供学习进程的反馈。

期待在耿丹学院与您相见，

弗兰克 麦克马洪 博士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名誉院长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坐落于北京市顺义区，是一所充满活

力的“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院校。在政府、业界、家长朋

友们和同学们的支持下，学院开设覆盖了艺术设计、商学、

人文、工程和信息等领域内的26个本科专业。

学院的办学特色之一为“国际化”。学院邀请英文为母语的

专家和学者长期在校园中为同学们授课，同时与欧洲、澳大

利亚、美国以及亚洲的高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在许多专

业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有机会在学院学习2-3年后，前往海

外攻读第3年或第4年的课程，顺利完成相应的学分后，同学

们可获得耿丹学院和海外高校的学士学位。

学院中的大部分课程通过中文进行授课，有三个专业的授课

语言为英文。在许多专业的国际班中，同学们可以选择英文

授课的模式完成相应的课程或模块。

校园环境优美舒适；宿舍、餐饮、运动以及学术支持设施健

全完善；教室、图书馆、工作室和工作坊先进专业。去年，

一座崭新的、一流的室内体育大楼（游泳馆）已正式投入使

用。学生组织和学生社团多样有趣。学校秉承着“以学生为

中心”的办学理念，鼓励并邀请同学们积极参与到专业运行

委员会以及学院层面的学术委员中，为专业和学院的发展进

言献策。 

Gengdan Institute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GD) 

is a dynamic student-oriented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ituated in the Shunyi District of Beijing.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industry, parents and students, BGD has 

developed 26 bachelor’s degree programmes in disciplines 

including Art & Design, Business, Humanities,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GD is truly international in its outlook. It has employed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to teach English and has developed 

links with many universities in Europe, Australia and 

America as well as Asia. In many disciplines, it is possible for 

students to study for the first two or three years at BGD and 

then travel abroad for their third or fourth years. Graduates 

who successfully complete such international arrangements 

can receive a bachelor’s degree from BGD and a bachelor’s 

degree from the overseas university.

Most degree programmes at BGD are taught through 

Chinese language but three programmes are taught through 

English only. And in many programmes, students have a 

choice of taking some modules through Chinese or English.

The BGD campus is spacious with excellent student 

accommodation, catering as well as academic support 

units. The classrooms, library, studios and workshops 

are excellent. Last year a new indoor sports building was 

opened which is first class and complements extensive 

outdoor sports facilitie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student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ies which students can join. BGD 

is student-centred and it encourages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programme committees and institute-wide committees 

such as the Academic Council.

BGD seeks to assure that all its programmes are first class and 

provide the graduates with excellent opportunities in their 

chosen profession. Care is taken to ensure that programmes 

meet current needs in industry and society. All programmes 

at BGD have been assessed by panels of top professors 

and industry personnel and their recommendations have 

ensured that the programmes are the best in China.

All programmes involve relevant student placement in 

industry/profession and students can choose the sector that 

interests them most. Final year students must complete a 

project or dissertation the topic of which they can choose. 

Throughout the degree programmes,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involves exams, assignments and projects leading 

to their final year dissertation. BGD provides feedback to 

students on their progress throughout each year of each 

programme.

We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you to BGD

Dr Frank McMahon

Honorary President  

President’s Message

|名誉院长简介|

弗兰克•麦克马洪，现任都柏林设计学院主席、爱尔兰商业和

技术研究所理事会理事。曾任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大学主管教

学副校长。自2014年起，担任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名誉院

长。

在耿丹学院任职期间，他始终坚持学术治校的办学方向，大

力弘扬在地国际化的育人模式，着力培养满足市场需求的专

业化人才。他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民主办学，经常

深入一线听取意见和建议，与教师谈心交友，与学生座谈交

流、帮助学生提升英语水平、拓展国际化视野。他始终倡导

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创新，鼓励科研面向企业、面向市场、

面向实践。在他的牵头下，耿丹学院搭建了较完善的教学质

量保障体系，学校的教学工作进一步得到规范、教学质量大

大提升、国际化影响力显著增强。



一所年轻

有历史传承
的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创办于2005年，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一所全日制本科院校（独立学院），学

院以烈士名字命名，创办之初就确立了“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办学理念，铸造“耿耿丹心，为国为

民”的校魂，践行“学会学习，决心奋斗，追求先进，争取全面”的校训，逐步形成了勤劳、节俭；学

习，上进；团结，自觉；贡献、正义的校风，快速发展的耿丹学院正在向高水平大学迈进。

        

你知道吗？耿丹学院的校址前身是1965年建成投产的中国第一座维尼纶厂，从国营工厂到现代化大学，十

余年来这里各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学生的教育教学环境不断优化。校园中高耸的巨大烟囱与宽阔的长

廊，师生在工厂基础上改造设计的各类学习空间与富有现代感的新型建筑相互辉映，既有简练朴实的功能

性、观赏性，又是宁静雅致的学习空间，被称为“教育界的798”，成为境内外学子理想的求学圣地。



在北京、在耿丹、向未来，当你选择耿丹、选择北京就意味着未来你在实习、就业等方面拥有

了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耿丹学院坐落于北京市顺义区，办学始终坚持以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

发展为己任，不断优化专业布局，加强学科交叉建设，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明显、适应区域

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专业群，立足顺义，服务首都，辐射全国；2021年招生专业涉及工学、文

学、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法学、教育学7个学科门类，20多个专业可供学生自由选择，入

校后亦有调整专业的机会。学院坚持以项目为导向，融合工作室教学、项目教学、实习实践教

学等多种形式，重视学生第二课堂教育，开设了百余个工作室，成立了60多个学生社团，让学

生能够结合自身兴趣爱好进行选择，全方位为学生的精彩大学生活赋能。

顺义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经济总量位居北京市16个区中第五位，是“国门”所在地、

首都重点平原新城，港城融合的国际航空中心核心区，创新引领的区域经济提升发展先行区，

主导产业以新能源智能汽车，第三代半导体，航空航天为主，大力发展临空经济，新型金融，

商务会展和文创旅游。

选择北京、选择耿丹学院，精彩的四年、美好的人生未来从此开启！

你知道吗？耿丹学院图书馆是北京公共图书馆通借通还系统中第一家大学图书馆！图书馆馆舍面积20000余

平米，馆藏纸本图书70余万册。阅览座位3000余席，设有专业学习共享空间、社会开放阅读空间、资源共享

服务空间等区域，还开设了首都图书馆耿丹分馆，首都图书馆耿丹绘本馆，北京市青少年经典导读空间，顺

义区图书馆新时代党建书房，以及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耿丹分馆、北京舞蹈学院图书馆耿丹分馆、中国音

乐学院图书馆耿丹分馆、北京教育学院图书馆耿丹分馆、北京语言大学图书馆耿丹分馆等特色阅读空间。

图书馆不断整合优化资源，通过“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CADAL）”、“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国家科学文献中心”、“国家图书馆”等机构引进免费共建共享电子图书、电子期刊、中外数据库资源数百

万种，充分保证学生的各类需求，此外读者还可以通过馆际互借功能享受首都各高校丰富的馆藏资源。

耿丹之美，美在校园，校园之美，美在樱花。每年四月樱花盛开之时就是学院最美的时候，学院占地500多

亩，环境优美，整个建筑群被参天大树环绕，是首都绿化美化花园式单位。

一 所 尊 重
    每 个 人 选 择
         的大学

一所樱香书卷           

  的花园式大学



学院确立了以人文精神为基础的“开放式、国际化、应用型”的办学定位，现已与欧洲、美洲、大洋洲、亚洲26个国家及地区的72所

高校、学术联盟组织等建立了多层次的友好合作与交流关系，为在校学生提供硕士学位课程、双学士学位课程、学期研修、寒暑期语

言文化课程、专业实习、国际工作坊等多种境内外交流学习机会，并帮助同学们制定四年全球学习规划，提升学生个人成长。

近年来，学院累计已有1700余人次学生通过不同项目赴境外交流学习，平均每100名耿丹学生中有30人次在大学四年期间参加过境外交

流项目。近三年出国攻读硕士课程人数直线上升，且被世界一流高校录取学生人数也逐年增加。在2019届毕业生中，被QS世界高校排

名前100的高校录取学生，占出国留学深造总人数的34%。境外交流学习培养了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不仅为他们未来继续深造硕士课

程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也使他们初步具备了在国际化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技能。

此外，学院积极引进海外优质教育资源，积极引入外籍教师和管理人员，现有2/3以上中层管理人员为外籍人士或有海外学习经历；多

年来组织教职工赴境外交流、进修、考察，累计达千余人次；大量聘请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目前专职教师获得海外学位占比23%；引进

海外知名高校优秀教师到校授课，同学们在地即可接受优质的国际化教育，并通过不断扩大英文授课比例、加大外国留学生招收和培

养力度、举办国际文化活动、改善校园设施等方式，努力推动校园国际化建设，提高学生的国际竞争力，最终实现让耿丹学生在校四

年学习效益最大化的教育目标。

一所
国际化
特色办学
的大学

国际交流
International 
exchange

立足耿丹，面向世界，秉承“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学院设有专门的国际交流办公室，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探索

国际教育在耿丹学院学生成长、教师教学、专业发展等方面的应用和创新，为实现建设一所中国优秀私立院校的发展目标

贡献力量。

注：数据统计截止时间
2021年5月



耿丹学院境外交流合作院校/联盟组织名单
33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Belarusian State University
34

立陶宛
欧洲人文大学 European Humanities University

35 维尔纽斯艺术学院 Vilnius Academy of Arts, Lithuania

36
西班牙

ESNE设计创新与技术大学
University School of Desig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37 萨拉戈萨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Zaragoza
38

荷兰

方提斯应用科技大学 Fontys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39 鹿特丹应用科技大学
Rotterdam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40

亚洲

印度尼西亚 建国大学 Binus University

41
印度

Srishti艺术设计与技术学院
Srishti Institute of Art, Design and

Technology
42 尼维迪塔大学 Sister Nivedita University
44 孟加拉国 水仙花国际大学 Daffodil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45 菲律宾 莱西姆大学 Lyceum of the Philippine University
46

泰国

东方大学 Burapha University in Thailand
47 宣素那它皇家大学 Suan Sunandha Rajabhat University
48 暹罗大学 Siam University of Thailand
49

韩国
汉阳大学 Hanyang University

50 湖西大学 Hoseo University
51

大洋洲

澳大利亚
西澳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52 迪肯大学 Deakin University
53

新西兰
奥克兰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54 奥克兰理工大学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55

港澳台

地区

香港 香港公开大学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56

澳门

澳门城市大学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57 澳门科技大学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8

台湾

大叶大学 Dayeh University
59 淡江大学 Tamkang University
60 东海大学 Tunghai University
61 东吴大学 Soochow University
62 佛光大学 Fo Guang University
63 建国科技大学 Chienkuo Technology University
64 台南应用科技大学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65

学术联盟组织

国际商学院联盟
The Network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s, NIBS

67 国际设计艺术院校联盟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Art, Design

and Media, Cumulus
68 欧洲创新创业学院 European Innovation Academy, EIA

69 白俄罗斯中国教育与经济发展

合作协会

Ассоциация Бело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сфер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70 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
China-CEEC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Consortium
71 泰中教育联盟 Thai Chinese Education Alliance

72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耿丹学院对外交流合作院校/联盟组织名单

序号 洲别 国家/地区 合作院校/机构名称（中文） 合作院校/机构名称（外文）

1

美洲

美国

阿卡迪亚大学 Arcadia University
2 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3 普渡大学 Purdue University
4 坦帕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ampa
5 西洛杉矶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 Los Angeles
6 肯特州立大学 Kent State University

7 新英格兰教育领导力学院
New England Educational Leadership

Institute
8 加拿大 卡普顿大学 Cape Breton University
9 墨西哥 蒙特雷大学 University of Monterrey
10 乌拉圭 奥特大学 Universidad Ort Uruguay
11

欧洲

英国

北安普顿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orthampton
12 创意艺术大学 University for the Creative Arts
13 德蒙福特大学 De Montfort University
14 格罗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
15 赫尔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Hull
16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
17 考文垂大学 Coventry University
18 诺桑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umbria at Newcastle
19 朴茨茅斯大学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20 亚伯大学 Aberystwyth University
21 中央兰开夏大学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22

爱尔兰
卡洛理工学院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rlow

23 都柏林理工大学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Dublin
24 法国 南特大西洋设计学院 L’École de design Nantes-Atlantuque
25

匈牙利
佩奇大学 University of Pécs

26 布达佩斯城市大学 Budapest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27
德国

多特蒙德应用科技大学
Fachhochschule Dortmund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nd Arts
28 比勒菲尔德应用技术大学 Fachhochschule des Mittelstands
29 奥芬巴赫设计学院 HfG Offenbach
30

比利时
布鲁塞尔美术学院 ESA Saint-Luc Bruxelles, Belgium

31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32 斯洛伐克 布拉迪斯拉发美术学院
Academy of Fine Arts and Design in

Bratislava



耿丹学子四年全球学习规划

注：

1.为了让选择报考耿丹的学子们能够享受到良好的国际化教育服务，学院制定了耿丹学子四年学习方案，如有同学参加2+2或者

3+1项目，可以自行调整各学期需完成事项。

2.此表中的一些事项并非固定在某一学期，可根据个人情况进行调整。

3.GPA=Grade-Point Average平均绩点，CV=Curriculum Vitae简历，PS=Personal Statement个人陈述，RL=Reference Letter推

荐信，Offer=录取通知书

耿丹学院教学环节将理论课程实践化，融合工作室教学、项目教学、实习实践教学等多种形式，提升学生的学习兴

趣，坚持真题真做将教学过程与成果可视化，全面提高学生适应工作和社会的能力。每个专业的实习都以企业的真

实问题为来源，实施校企双导师制，以解决企业问题的实效性为考核依据；设立项目基金与竞赛奖励政策，学生自

发组队参加创新创业项目、参加大学生学科专业竞赛活动，或进入导师课题组，直接参与和从事面向市场需求的科

研项目。

此外学院现已开设百余个工作室，以公开招募的形式吸引学生报名。每个工作室的学生来自学校各个专业，且基于

学生的兴趣导向自主选择，工作室的活动时间为“非课上时间”。工作室的学习模式更加注重把理论知识应用于实

践，学习的产出以研究报告、作品、实质性的成果等形式呈现。在工作室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变成了以引导学生创

造性思维及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主的导师的角色。

一所关注发展           

     和未来的大学

特色教学组织



质量保障体系

多元实践合作

学院聘请了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大学 Frank McMahon、Paul O'Sullivan 两位副校长分别担任耿丹学院

名誉院长和国际商学院院长,保证学院的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学院实行外考官制度，各专业均聘请了

来自国际、国内行业、学界的专家、学者形成第三方评价机制，建立了完备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保障，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前瞻性，人才培养过程的高品质，让学生能够学有所成，学有所得,在实习就业方

面具有竞争优势。

学院以学科交叉、专业整合为突破口，不断深化校企结合，与广东省顺德创新设计研究院共同成立耿丹

顺德创新设计学院；建筑学专业与企业共建共享广智营造工作室和古建筑展厅；与北京比目鱼信息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共建耿丹BIM学院；引进中外艺术家和知名企业专家建立了日式手绘动漫工作室、数字艺

术中心、游戏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动作捕捉实验室、光影艺术工作室、ShowBIM师徒邦情景教学工作室

等；与法国达索公司开展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培养“机器人技术”及“智能制造技术”领域工程技术应

用人才。广泛的国内外合作为学生的实习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学生在校期间以多种形式接触各类真

实项目，全方位提升自己的专业核心能力、适应社会发展和需求的能力，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极具竞争

优势。

学生是学校办学发展的生命线，学院制定各项有利于学生发展的举措，通过建立学院院长和

各二级学院院长领导管理下的“学工负责人、辅导员、班导师、学友导师、学生干部、宿舍

管理员”六位一体的全员、全程育人模式，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学院为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发展，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根植于心的红色文化、

一以贯之的运动文化、丰富多元的社团文化、和谐文明的宿舍文化、省身励志的读书文化、

暖心有爱的志愿文化、特色鲜明的资助育人文化，全过程、全方位为学生提供贴心的指导，

让每一个耿丹学子都能拥有多元而精彩的大学生活。

精彩大学生活
以学生为中心，特色育人文化助力学生成长

       



工学院
School of 
Engineering

    在智能互联的新时代，在工学院，只要你志向远大、脚踏实地，就能“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工学院目前开设有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工业设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

程、物联网工程、数字媒体技术、工程管理、城乡规划、建筑学等十个专业，建有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拥有完备的实验设施和实验室。

    学院注重产教融合与能力培养，以工作室的方式鼓励同学们结合专业知识进行技能训练和能力提升，

参加各种学科竞赛。已经投入使用的既有与建筑信息企业共建的BIM（建筑信息建模）工作室、与航天科

技集团联合成立的AIRIOT（工业物联联网框架）工作室，校内8000多平米的工程创意中心（Engineering 

Creative workshop）装备有适合学生工程训练的各种设备，还有引进法国达索公司的SOLIDE WORKS 设计

软件机房和各种3D打印机、光固化成型机、激光雕刻机等，在此基础上成立的产品创新设计工作室、3D打

印工作室、智能装备工作室、机器人工作室……只要你有兴趣，总有你打磨自己的胜地。装备先进的影视

工作室、建筑制作工作室，都会使你留恋忘返。

    工学院现有与爱尔兰都柏林科技大学（TUD）合作的城乡规划专业，学生采取外教与中教老师全英文授

课的方式，学生可以选择2+2、3+1等模式，取得双方学院的学位，并有取得欧洲规划师执照的机会。工学

院在探索国际化的道路上始终在不断努力。

    我们不忘初心，始终为学生提供增值服务，在为学生提供优秀的师资和充沛的学习资源的同时，为社

会经济发展提供支撑服务。

    热烈欢迎优秀学子加盟工学院，共创并分享新时代的美好前程。 

北京市一流本科建设专业，专业知识涵盖机械工程、控制工程、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

学技术等学科领域。引进法国达索公司Solidworks正版设计软件和Feblab实验室，以

赛促教，结合实际参赛课题开展课堂教学，并通过工作室项目教学，培养学生解决实

际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通过跨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学生掌握“机器人技术”及“智

能制造技术”，毕业后能够从事智能机器人设计或能够胜任大型智能制造企业产品设

计、制造、管理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专业（机器

人方向）

学生通过产品的机械设计、造型

设计、电路设计等技术和方法的

学习，结合人机工程学、美学和

经济学等原理，进行各种产品的设

计、APP开发、生产和工艺制作。

拥有与市场高度结合的工作室，工

作室作为专业学习加速器与催化

剂，拥有跨专业学习的独特优势，

与多个专业建立联合创新学习团

队。本专业与中国家电研究院、北

京中礼文化、北京锦绣家居有限公

司、北京优朗设计及光子算数科技

有限公司共建共创，为学生提供诸

多设计实践案例与就业实习机会。

工业设计专业

未来充满机遇/成功呼唤科技   



着重培养学生专业实践技能，采用“项目

教学”和“以赛促学”的方式切实提高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习过程中积极

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让学生承担

实际项目开发；学生通过系统的计算机软

件、硬件、人工智能等基本理论的学习，

具备在复杂计算机系统的设计开发中承担

软件设计、数据分析、机器学习、数据可

视化、大数据综合应用等工作，并具有较

强的独立工作能力。目前本专业已经形成

了“基础知识坚实、专业知识系统、实践

能力强、深度校企合作、国际化办学”的

培养特色。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与时俱进、多元布局，逐步发展为以数字

技术智能硬件应用开发为主要专业方向，

以人工智能装备、智能机器人、3D打印、

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家居等为应用

领域，能够从事系统集成、装备制造、生

产管理等工作的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体系健

全；专业师资队伍包括北京青年教学名师

1人及双师型教师；拥有22个装备齐全的

专业实验室，涵盖了从基础实验、课程设

计到项目实践的分类应用；注重学生综合

实践能力培养，多次取得省市及全国性学

科竞赛奖项。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学生能够掌握通信工程领域坚实基础理论、

专门知识及基本技能，具备良好的独立工作

与可持续发展、有效团队交流与合作、解决

通信工程问题的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

意识，能够在通信设备与信息系统领域从事

技术开发与管理工作；依托学院地理位置优

势开展校企合作办学，为专业学生提供合作

实习；为学生提供专业实践与实操训练。

通信工程专业

开展实验室教学模式，与艺术类专业进

行学科交叉融合，进行跨专业的人才培

养；GraviTec_BGD视觉工程实验室是集教

学、实操与商业制作于一体的具有国内先进

水平的媒体影视创作基地。学生通过数字技

术、媒体与艺术设计等课程的学习，能够掌

握扎实的计算机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接受

数字媒体软件开发的良好训练，具有独立工

作和从事数字媒体设计和应用开发的能力。

学习过程中注重实际能力培养，带动、鼓励

学生参与真实商业项目，让学生在项目创作

的过程中，全方位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



培养学生掌握数学与自然科学的知识基础，

掌握物联网相关理论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

技能，具备计算机、通信、电子、控制等领

域专业实践技能。根据专业发展需要，汇集

物联网相关企业需求，进行项目模拟教学，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升教学质量；与企业

合作建立物联网工作室，提高学生职业素

养，提升学生职业能力，能够在工业、信息

产业及其它行业从事物联网相关技术的研发

及物联网系统规划、分析、设计、制造、项

目实施、运行管理与维护等工作，为国家信

息化建设及相关行业服务。

物联网工程专业

引进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大学以及欧盟的优秀

本科课程，与都柏林理工大学、澳门科技大

学等开展“2+2”、“3+1”国际交换生等合

作项目，常年聘请优秀外教授课；致力于融

合中欧两大城乡规划的优秀理念与思维，学

生通过学习中国和欧盟的理论与案例课程，

植根于首都北京和中国的实际，参与实际规

划项目，将学生培养成具备国际理念、面向

中国未来发展的规划专业人才，毕业后具备

城乡规划师的项目开发与管理、城乡规划设

计、空间策划与运营等核心能力。

城乡规划专业

通过对场地及所在地域文化的分析，依据

房间功能、建筑类型、建筑建造所用的技

术和材料等的要求，对建筑物从平面、外观

立面及其内外部空间进行从无到有的设计； 

专业师资力量以“双师型”为主；专业核心课

程与方向课程相结合，以项目教学为主，注重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拥有建筑实践工作室、古

典营造工作室、建筑数字信息技术工作室，丰

富学生的业余生活，拓宽眼界与学识。此外聘

请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副总工程师黄源、中

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授虞大鹏两位行业专家

作为本专业的外考官监督指导教学。

建筑学专业

北京市一流本科建设专业，采用TMELF的课程体系（Technology,management, 

economics, Law and a Fulcrum)技术、管理、经济、法律四大平台和一个支撑点

（BIM），四大平台相互联系，加上BIM信息技术作支撑，相互融合实现全过程造价

管理和项目管理。采用TCTCP（Teach, Coach, Train, Compete, Produce）协同

式创新创业教学模式，通过日常教学+课余辅导+集中培训+大赛突破+项目对接的教

学模式，培养了满足行业需求的BIM人才，在全国多项大赛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此外学生参加由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与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打造GIAC认证证

书，通过率97.5%;全国BIM技能认证证书，通过率60%，高于社会通过率40%。

工程管理专业



人文学院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梦！有梦想，人生的路才会通向远方，赢得一个多彩的世界；而没有梦想的人就如

同一个木偶，人生自然不会精彩。那么如何可以成为一个有梦的人呢？怎样才能让梦成真，获得多彩的人

生呢？请到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人文学院，在这里，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梦的人。

    2021年人文学院有三个专业招生：社会工作、汉语国际教育和应用心理学。这三个专业在人文学院独

特的“根”文化的滋养下，在人文学院独有的双师型教师队伍的指导下，已成为人文学科的一枝独秀，引

起行业同仁和广大学子的青睐：

    

    一是这三个专业不仅帮助学生掌握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方法，还使学习者具有跨文化沟通和自我调

适、服务社会的能力，能够在未来创新创业和考研深造的舞台上成为一个有梦的人。

    二是通过开放性课堂、实验室、工作室、实习基地融合的大课堂，学习者在校期间就能够拥有未来就

业的实力，在教育、科研、文化传播、社区建设、政府组织、医疗、大中型企业服务等领域成为一个追梦

的人。

    三是双师型教师手把手地传授技艺，学习者能够立足专业前沿，不仅承担学科使命，还可以在“国际

化、开放式”的办学理念中，借助于国际交流合作，坚持文化性，融专业建设与国家形象传播为一体，真

正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梦想变成多彩的人生。

    

    耿丹人文学院用实力吸引着大江南北的莘莘学子步入了筑梦的殿堂！在这里专业有趣、课堂有趣、教

师有趣、活动有趣、社团有趣，每一个学习者都可以获得独立的人生大舞台！在这里，有文化带来的滋

养、有论坛带来的思考、有工作室带来的项目化教学，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可以被听见！

    来吧！我们在这里一起筑梦......

人文学院帮你成为一个有梦的人

School of 
Humanities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本专业培养学生掌握专业的基础理论、基

本方法，具备国际视野、人文素养、社会

责任和创新创业意识，具有跨文化沟通和

自我调适、服务社会与管理社会的能力；

本专业扎根于耿丹学院人文学院的“根”

文化，为大学生提供全面、全程、全方位

的学业、情感、生活方面的成长关注；提

供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于

课堂、实验室、工作室、实习基地的多平

台“教学-科研-实践-赋能”育人模式；坚

持“立己助人、助人自助”价值理念，打

造“立足北京、服务全国”的耿丹樱花校

园之特色社工文化。

社会工作专业

本专业专业承担着“把中国介绍给世

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学科使命，具

有中西融合、学教并重的鲜明的学科特

点，人文性、师范性和国际化特征明

显，立足于中国语言文化，辅之以中外

国情常识，借助于国际交流合作，集中

华文化传承、民俗技艺展示、国家形象

传播为一体。坚持“大文化”、“多才

艺”、“会交流”的教学理念，以汉语

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语言教

育为重点；以培养国际中文教师为主，

兼顾国内中小学教师职业培养，学生综

合能力强，就业面广。

   



应用心理学专业
本专业主要研究心理咨询的过程、原

则、技巧和方法、是一门与教育学、社

会学、文化人类学、医学等多学科相互

交叉的专业，且具有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和实用性。本专业拥有强大的专家团队

和双师型教师团队，并建立了丰富的实

习基地、个人心理咨询室、沙盘室、团

体心理咨询室等。学生在四年的三明治

课程中由理论到实践再回到理论,在社

区、企业、医院建立的研学基地完成800

课时的实践,将会熟练掌握绘画疗法，沙

盘分析疗法，心理动力疗法、认知与行

为疗法、叙事疗法，家庭疗法等多种流

派的心理咨询技能。

国际设计学院

   国际设计学院以“开放式、国际化、应用型”为办学理念，注重学生国际化视野和创新就业能力培养。

校内拥有教学场、工作场、展示场、交流场的国际化体验式教学空间环境，校外与雅昌、斯特科技、倍

视、广东顺德工业设计城等100余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2017年加入国际艺术设计院校联盟，现已经与47所

国外高校建立合作关系；通过整合国内外重点院校教授、企业一线专家、学院专职教师等三方面资源，形

成了100余人的教师团队，其中80%以上的专任教师都有海外留学背景，70%以上教师都有业界背景，卓越的

师资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注重学生个性化发展，给学生提供充分的选择和选择的规范。学生入校后可以选择中文授课班或英文授

课班；经过一个学期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认知课程学习之后，学生自主选择专业、选择应用实践课程、选

择毕业设计与就业实习及创新创业课程。全过程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持续发展的素质能力。

 

  中文授课班注重学生创业就业能力培养，在完成大一大二专业基础课程教学之后，大三大四以工作室及

企业深度合作的方式组织应用实践教学。工作室教学特点是以问题为导向、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核心，聘请

重点高校教授、企业院所一线专家和专职教师一道以案例和真实项目组织教学。2018年与产业基地和知名

企业联合起动深度合作办学计划，大三、大四学年分两个阶段安排学生进入企业3-5个月进行现场实践体验

学习，使校内教学向社会教学延伸。

 

  2016年启动了视觉传达设计英文授课班，2018年启动环境设计英文授课班；已经聘请了数十个国家和地

区的外教参加授课和讲座等多种形式教学，英语教学采用雅思课程计划，学生达到规定学分及考核要求可

获取BGD和TU Dublin等国外合作院校双学位；几年来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成果。为了最大化提供优质教

育资源，不断完善培养方案、改进教学组织模式，现在英文班、交换生项目、国际工作坊、国际游学、

国外专家讲座等多种教育教学方式已经成为教学常态，有效提升了学生国际视野和学习动力；对留学、考

研、赛事、就业等诸多方面都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

Gengdan Academy 
of Design
一所与世界最近的国际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本专业培养学生在交互界面设计

（UI）、用户体验设计(UX)、互动多

媒体产品设计、短视频、自媒体创

作、数据可视化等领域进行设计和服

务的创新型专门人才。本专业与工科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交叉建设，拥有具

前瞻性思维能力的年轻教师团队，与

思特传媒、盛迅技术、雅昌艺术等知

名企合作共建有先进的新媒体影像实

验室、数字媒体创新设计中心；创

建“学业-职业-行业”教育教学语

境，注重学术与应用实践并行，强化

艺术设计创新性竞争力和高质量就业

与考研，每年均有较高比例考取中央

美院、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奥克

兰理工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研究生。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本专业以中央美院博导肖勇教授为学术

带头人，配套国际师资、双语语境，设

有中文、英文两种授课班型；采用国际

先进课程体系，与国外9所知名院校建

立双学位合作关系，以赛促学、获奖频

繁；与雅昌艺术、方正字库、Unthink

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工作室及地方政府

打造实践基地，引入一线企业导师，联

合课题、前沿实践，服务区域经济。面

向文化创意、品牌创新、移动互联、广

告传媒等行业，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

够将"艺术、技术、商业"协同思考的创

新型、复合型设计人才。

本专业面向生活用品、首饰文创、智能交

互产品及相关服务设计行业，培养具有国

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产品研发、实践、设

计管理能力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专业人

才。研究与实践型教学，名师引导，江黎

教授为学术带头人，跨专业联合建设；校

企联合，跨地区组织实践教学：采用联合

研发、授课、实习等合作模式。与广东顺

德创新设计研究院的联合培养，锻炼学生

与市场对接能力，增强就业竞争力。国际

化教学体系助力学术提升，包括国际工作

坊，课程，交换生等，学生国内外考研比

率每届约16%。

产品设计专业

本专业是针对建筑内、外部的空间环境

进行设计和整合的一门实用艺术，以

设计学为基础，以建筑学、风景园林为

依托，进行室内、景观两个方向研究，

强调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创造性思维

能力和综合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本

专业与国内多个知名设计公司共建了

showBIM、室内设计、景观建筑、城市

设计四个工作室，学生实践应用能力得

到企业好评；引进国内外顶尖高校师资

进行中、英文两种班型联合授课，部分

学生考取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清华大

学、中央美术学院等高校研究生。英文

班与国外9所知名院校建立双学位合作

关系，以留学深造和全球就业为目标。 

环境设计专业



本专业培养学生掌握动画、漫画、游戏设

计，影视特效的创作、制作及相关工具应

用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方法，下设手

绘动画、数字动画、游戏、影视后期特效

四个主要专业方向。引进国内动漫企业艺

术家，建设了教学设施先进的“影视动画

艺术工作室”和“动作捕捉实验室”。主

要致力于3d动画、手机游戏、虚拟现实、

影视特效方面的项目研发和人才培养。通

过与北京艺电原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北

京华映星球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中影

动画、金松林动画、青青树动画、天工异

彩等20多家影视、动画、游戏公司建立了

就业合作关系，为动、漫、影、游产业输

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动画专业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

本专业通过理论基础、设计思维能力、造

型能力、数字表达能力系统教学，培养学

生具备从事影视制作、传媒、舞台多媒

体等领域美术设计表达的高素质、复合

型人才。本专业与亚洲知名电影视效公

司BASE-FX合作，成立电影视觉设计工作

室，引进行业专家指导项目实践教学，建

立行业质量标准。专业骨干教师均毕业于

北京电影学院，具有行业实践经验，能够

带领学生深入一线电影制作公司、电影项

目剧组，在实践应用中检验和提高专业能

力。同时，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各项电影学

术交流活动和赛事，拓宽学生眼界。

国际商学院

   国际商学院立足北京，放眼世界，面向全球经济，秉持精品办学和创业创新理念，产教融合，专业设置

密切契合行业需求，覆盖的专业领域包括财务管理、金融工程、国际贸易、市场营销和跨境电子商务，并

同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志在全球获得成功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也必将成为中国民

办大学国际商科教育领域的一颗璀璨明珠。耿丹国际商学院是国际商学院联盟（NIBS）的正式成员，该联

盟成员均来自全球五个大洲的顶尖商学院。

  国际商学院有四个专业招生：财务管理、金融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和市场营销(品牌管理与策划)。其

中，财务管理专分为CPA方向和ACCA方向，金融工程专业是按深度融合特许金融分析师（CFA）认证课程体

系安排课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包括跨境电子商务、数据可视化与物流相关内容，市场营销(品牌管理与

策划)专业包括数字营销和电子商务。耿丹国际商学院的课程体系由国内外顶尖的专家和一流大学共同开

发，把国际化教学方法引入课堂，使学生能真正地体验到“在地国际化”，并为他们去海外学习或者工作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中国国际商科教育在这里启航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本专业作为工商管理大类中重要的学科

之一，以就业率高、就业范围广、晋升

空间大的优势被用人市场广泛认可；本

专业旨在培养富有创新精神，熟悉商务

运作规律，能够熟练的进行品牌战略构

思、设计、实施和管理控制的应用型、

创新型人才；坚持“应用性”和“创新

性”，以专业知识为基础，专业能力为

核心，专业素养为保证构成学生知识、

能力、素质的结构体系，建立与专业培

养目标相适应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体系。

在人才培养中始终坚持以品牌经济对人

才的需求到位、建构专业人才核心能力

到位和发挥自身优势到位为导向。

市场营销（品牌管理与策划）

本专业采取中外学分互认联合培养的模

式，国际班的学生可以自愿选择四年

在校学习，或采取“2+2/3+1”模式；

完成国内外学业后，可以获得国外大学

和耿丹学院双方授予的学士学位和耿丹

学院本科毕业证书。拥有双师型师资团

队，教师90%拥有海外留学经历，100%

拥有行业工作经验。国际班专业核心课

程将循序渐进地开展全英文授课，以帮

助学生适应将来的留学学习；每学期将

有来自英国、爱尔兰，和其它国家的外

籍教师讲授专业核心课程，学生可以体

验背景纯粹的国际化教育。

本专业采取中外学分互认联合培养的模

式，国际班的学生可以自愿选择四年

在校学习，或采取“2+2/3+1”模式；

完成国内外学业后，可以获得国外大学

和耿丹学院双方授予的学士学位和耿丹

学院本科毕业证书。拥有双师型师资团

队，教师90%拥有海外留学经历，100%

拥有行业工作经验。国际班专业核心课

程将循序渐进地开展全英文授课，以帮

助学生适应将来的留学学习；每学期将

有来自英国、爱尔兰，和其它国家的外

籍教师讲授专业核心课程，学生可以体

验背景纯粹的国际化教育。

金融工程专业
本专业秉承“经管为主、工商融合、多

科交叉、协调发展”的“大商科”人才

培养理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人文

情怀、专业素养的应用型、创新型、复

合型‘大商科’人才”。构建“一体多

元”人才培养机制；“一体”指教学+

实训课堂，“多元”指学生的多领域发

展；结合CFA（特许金融分析师）课程

内容设置专业课程，鼓励学生考取CFA1

级证书；与德国公立院校多特蒙德应用

科技大学合作2+2课程，可大一、大二

于本校就读，大三、大四就读于多特蒙

德应用科技大学，大四毕业取得双方两

个学士学位。

财务管理专业

本专业培养具备管理、经济、法律、理

财、会计、审计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将考证+学位教育结合，突出应用型人

才的培养，财务管理专业把考证课程融

入专业课程，选择考证教材，学生既

能获得学位证书，又能取得职业资格证

书；成立财经工作室，与多个知名企业

建立校企合作基地，学生 实践能力可

以得到极大锻炼；积极实施在地国际

化，培养学生的国际化思维，财务管

理专业从大一开始成立国际班，外教+

留学归国教师授课，对英语进行强化训

练，学生在校期间能获得2+2或者3+1攻

读双学位的机会或者大四毕业去国外名



截止2020年7月，来自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4329学子从耿丹学院顺利毕业，走向社会岗位。耿

丹学院毕业生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历年平均就业

率为95.33%，近三年国内外升学人数359人，毕业生

征兵入伍人数36人，响应国家号召创新创业人数138

人。

耿丹学院学科门类多，就业涉及面广，毕业生分布各

行各业。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

17.62%，其次是教育行业14.09%。

·就业去向

·就业行业

职业生涯

耿丹毕业生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近三年每年均有100多名毕业生被境内外高校录取攻读硕士研究生，占总体毕业生的15%。耿丹学院为考研

的同学设立考研奖学金，并设有专门的考研自习室、成立考研俱乐部、为在校生开展考研辅导，为考研学生提供便利。

·近三年升学情况

附 近三年部分毕业生升学去向

除了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和国内考研，学院提供精细化就业指导，为毕业生提供全面服务，一是多样化就业指导课模式，服务不同

需求毕业生，为学生提供精细化的就业指导服务；二是多维度开展招聘活动，为学生求职提供便利。每年 3至6月、10至12 月，

学院招生就业办公室举办各类型的招聘会和宣讲会等校企交流活动，为毕业生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三是结合“线上线下”就业

指导，随时随地为学生提供帮助学院招生就业办公室每周三、四下午开展门诊式“线下”就业咨询服务，毕业生可预约参与，针

对简历制作、求职面试、就业手续等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服务，有效帮助毕业生解决疑难杂症；四是帮扶困难群体，助

力高质量就业。学院建立困难毕业生就业台账，开展一对一帮扶，保证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充分就业。

姓名 专业 深造院校

郑元莹 环境设计 澳门城市大学

吴校宇 社会工作 澳门城市大学

林超楠 市场营销 澳门城市大学

柳彦伊 市场营销 澳门城市大学

汤静雯 视觉传达设计 澳门城市大学

张梓鋆 视觉传达设计 澳门城市大学

杨运佳 工业设计 澳门科技大学

董子辰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巴黎第六大学

陈泠男 英语 巴斯大学

黄会 财务管理 北方工业大学

侯思达 工业设计 北方工业大学

王子谅 产品设计 北京服装学院

周洁 产品设计 北京服装学院

周梦凡 产品设计 北京服装学院

胡紫薇 工业设计 北京服装学院

仇是豪 工业设计 北京服装学院

王妤今 财务管理 北京工商大学

封新雨 财务管理 北京工商大学

王嘉琪 英语 北京工商大学

王斌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北京工业大学

魏宇晨 电子信息工程 北京化工大学

周子济 数字媒体技术 北京科技大学

陈志远 财务管理 北京印刷学院

刘丰毓 英语 北京邮电大学

姓名 专业 深造院校

从琳 产品设计 清华大学

冯馨雨 财务管理 阿伯丁大学

王丛祎 国际经济与贸易 阿伯丁大学

马啟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阿伯丁大学

朱祎迪 财务管理 阿德拉德大学

沈洺如 财务管理 阿德莱德大学

常宇豪 数字媒体技术 阿德莱德大学

陈程 财务管理 阿卡迪亚大学

李奕潼 国际经济与贸易 埃克塞特大学

胡娜 产品设计 爱丁堡大学

陈龙 电子信息工程 爱丁堡大学

王晴洁 电子信息工程 爱丁堡大学

鲁婉豫 国际经济与贸易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岳阳 财务管理 澳门城市大学

李欣蔚 财务管理 澳门城市大学

王沫涵 财务管理 澳门城市大学

梁可歆 财务管理 澳门城市大学

王惟佳 财务管理 澳门城市大学

王诗莹 城乡规划 澳门城市大学

李泽曦 工业设计 澳门城市大学

孟婧伊 汉语国际教育 澳门城市大学

曹泽雨 汉语国际教育 澳门城市大学

徐星蕾 汉语国际教育 澳门城市大学

李可雯 环境设计 澳门城市大学



姓名 专业 深造院校

覃晓宇 体育经济与管理 天普大学

鲁海玥 国际经济与贸易 韦仕敦大学

周瑶 国际经济与贸易 武汉理工大学

彭界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西安工程大学

丁伟桐 财务管理 西安科技大学

于港生 汉语国际教育 西澳大学

张佳欣 市场营销 西北大学

樊佳辉 工程管理 悉尼大学

崔羽佳 国际经济与贸易 悉尼大学

丁苑琦 数字媒体艺术 悉尼大学

尹琪琦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悉尼大学

童心 英语 悉尼大学

刘晓晨 汉语国际教育 香港教育大学

任宇峥 汉语国际教育 香港教育大学

王文景 社会工作 香港教育大学

庄侠莹 英语 香港教育大学

李静昕 汉语国际教育 香港浸会大学

周昊昊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湘潭大学

林屾 财务管理 谢菲尔德大学

付怡然 通信工程 谢菲尔德大学

赵欣颜 英语 谢菲尔德大学

田晓宇 英语 谢菲尔德大学

蔡钰 英语 谢菲尔德大学

张伟东 英语 谢菲尔德大学

李哲宇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新南威尔大学

邢婧倩 数字媒体艺术 新南威尔士大学

张攀锋 数字媒体艺术 新南威尔士大学

李业勤 数字媒体艺术 新南威尔士大学

宋海阔 环境设计 匈牙利佩奇大学

尹小诺 电子信息工程 岩手大学

李景仪 国际经济与贸易 燕山大学

黄义方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燕山大学

韩璐阳 英语 伊利诺伊理工大学

姚太洋 财务管理 英迪大学

郁冰儿 产品设计 英国布鲁内尔大学

王婧亦 数字媒体艺术 英国创创意艺术大学

杨怿晨 财务管理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张芮宁 产品设计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杨颖安 环境设计 英国金士顿大学

张际豪 视觉传达设计 英国金斯顿大学

周彤彤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英国拉夫堡大学

张巍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英国拉夫堡大学

游佳茜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英国拉夫堡大学

林奕妍 产品设计 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

姜祺 工程管理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张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英国诺丁汉大学

姓名 专业 深造院校

黄碧聪 财务管理 莫纳什大学

陈欣怡 财务管理 莫纳什大学

韩乔羽 国际经济与贸易 莫纳什大学

徐天祺 国际经济与贸易 莫纳什大学

杨金善 汉语国际教育 莫纳什大学

王楠 视觉传达设计 莫纳什大学

黄珂昕 视觉传达设计 莫纳什大学

杨静怡 英语 莫纳什大学

韩栩童 财务管理 墨尔本大学

孙梦仪 英语 墨尔本大学

张海梦 公共事业管理 南安普顿大学

方希亚 英语 南安普顿大学

苗雨 汉语国际教育 南加州大学

靳嘉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陈茜 财务管理 南卡罗莱纳大学

刘浩原 电子信息工程 南卡罗莱纳大学

金旭 社会工作 内蒙古大学

祝宁 财务管理 纽卡斯尔大学

杨志宇 财务管理 纽卡斯尔大学

吕瑄 城乡规划 纽卡斯尔大学

林意岱 工业设计 纽卡斯尔大学

郑晰文 国际经济与贸易 纽卡斯尔大学

肖璟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纽卡斯尔大学

姚博淏 市场营销 纽卡斯尔大学

杨茜 城乡规划 纽斯卡尔大学

张天伟 数字媒体技术 纽斯卡尔大学

张钰歆 市场营销 纽约大学

高雅 财务管理 诺丁汉大学

潘淑菲 财务管理 诺丁汉大学

刘新远 工程管理 诺丁汉大学

柳绪朴 国际经济与贸易 诺丁汉大学

王诗萱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诺丁汉大学

李储含 英语 诺丁汉大学

武新正 国际经济与贸易 佩珀代因大学

俞阳 环境设计 佩奇大学

高宁 财务管理 朴茨茅斯大学

丁聪颖 财务管理 朴茨茅斯大学

詹圆圆 财务管理 萨塞克斯大学

汪研 汉语国际教育 萨塞克斯大学

于鲁薇 市场营销 萨塞克斯大学

赵雪潇 国际经济与贸易 山西财经大学

董文瑾 动画 山西大学

吴文迎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上海理工大学

乔雨墨 财务管理 圣玛丽大学

马程程 汉语国际教育 圣文森特山大学

高一 通信工程 石溪大学

姓名 专业 深造院校

夏小雨 财务管理 卡迪夫大学

李大鹏 财务管理 卡迪夫大学

张家梁 英语 卡普顿大学

王一楠 财务管理 卡斯商学院

林南西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开姆尼茨工业大学

万德昊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开姆尼茨工业大学

王梓云 环境设计 坎特伯雷大学

张镡方 国际经济与贸易 考文垂大学

敖子轩 通信工程 考文垂大学

司涛 财务管理 考文纽斯

赵庆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逯晓敏 财务管理 昆士兰大学

何柳 国际经济与贸易 昆士兰大学

唐旭兵 国际经济与贸易 昆士兰大学

史驰宇 国际经济与贸易 昆士兰大学

庄宇轩 国际经济与贸易 昆士兰大学

马荻秋 英语 昆士兰大学

王海涛 财务管理 拉夫堡大学

姚笛 工业设计 拉夫堡大学

唐灵歌 视觉传达设计 拉夫堡大学

韦赢 视觉传达设计 拉夫堡大学

贺彦 数字媒体技术 拉夫堡大学

云盛铎 国际经济与贸易 莱斯特大学

王剑南 国际经济与贸易 莱斯特大学

刘沛 国际经济与贸易 莱斯特大学

何鑫 市场营销 莱斯特大学

王宇 财务管理 雷丁大学

梁子啸 财务管理 雷丁学校

李航 环境设计 利物浦大学

陈昱颖 财务管理 利兹大学

吴芷彤 财务管理 利兹大学

王斌浩 国际经济与贸易 利兹大学

唐子 国际经济与贸易 利兹大学

盖遵懿 国际经济与贸易 利兹大学

肖萱 国际经济与贸易 利兹大学

吴思琦 数字媒体技术 辽宁科技大学

张臣军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林国荣创意科技大学

许锡媛 视觉传达设计 伦敦传媒学院

付龄 环境设计 伦敦大学

葛佳琪 工程管理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许帅 产品设计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

司云泽 视觉传达设计 伦敦艺术大学

杨光耀 产品设计 伦敦艺术大学伦敦时装学院

高梦实 国际经济与贸易 马拉加大学

刘雨婷 财务管理 麦考瑞大学

朱紫涵 财务管理 麦考瑞大学

姓名 专业 深造院校

王俣晗 工业设计 波士顿大学

李红著 电子信息工程 伯明翰城市大学

朱泽坤 产品设计 伯明翰城市学院

邢奕楠 财务管理 伯明翰大学

张梦媛 财务管理 伯明翰大学

陈泽楠 财务管理 伯明翰大学

赵佳琳 财务管理 伯明翰大学

舒哿玉 财务管理 伯明翰大学

张雍男 电子信息工程 伯明翰大学

甄琳怡 工业设计 伯明翰大学

刘益汝 国际经济与贸易 伯明翰大学

薛琛 国际经济与贸易 伯明翰大学

陈茜鼎 国际经济与贸易 伯明翰大学

郑洁 环境设计 伯明翰大学

刘思敏 环境设计 伯明翰大学

王鼎先 通信工程 伯明翰大学

刘雁寒 动画 博格尼亚美术学院

黄裕淳 产品设计 布莱顿大学

黄彬倩 环境设计 布莱顿大学

吴小燕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布鲁克大学

王钰 工程管理 布鲁内尔大学

王汉博 国际经济与贸易 布鲁内尔大学

马鲸翔 财务管理 东北大学

李梓敬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东洋言语学校

孙玉宇 视觉传达设计 都柏林理工学院

姚思蓥 财务管理 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刘经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俄勒冈州立大学

魏建华 工程管理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

赵锦 工业设计 法国南特美术学院

汤新宇 汉语国际教育 福特汉姆大学

郭珊庆 视觉传达设计 高丽大学

白鹏程 英语 哥廷根大学

王晨皓 财务管理 格拉斯哥大学

黄婧哲 财务管理 格拉斯哥大学

任峡川 城乡规划 格拉斯哥大学

司立中 城乡规划 格拉斯哥大学

穆博权 电子信息工程 格拉斯哥大学

林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格拉斯哥大学

孙梦绮 视觉传达设计 格里菲斯大学

彭晴 国际经济与贸易 格罗宁根汉斯大学

赵雅琪 英语 格罗宁跟大学

马睿 动画 韩国弘益大学

向诗园 环境设计 韩国弘益大学

王禹 动画 韩国湖西大学

赵磊 动画 韩国湖西大学

胡霖婕 工程管理 韩国弘益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历来高度重视大学生征兵工作，自2009年以来，共计400余名学生应征入伍，连年获得北京市以及顺义区“征兵工作先进单

位”的荣誉称号。近年来，通过北京市大学生入伍的各项优待政策，真正让参军学生实现了政治上有进步，学历上有提升，就业上有保障，经济

上有优待。以2020年为例，耿丹学子参军入伍经济补助不低于29.43万元，享受留京落户及定向招录政策。越来越多的耿丹学子希望通过参军入

伍，在绿色军营中淬炼青春，实现人生价值。

·征兵入伍

近三年部分退伍大学生士兵就业情况



2020年耿丹学院普通类录取分数 2020年耿丹学院艺术类录取分数及录取规则

注：
1.2021年在重庆美术类招生录取批次为艺术本科A段，按综合分录取，综合分=【文化成绩/750×300×30%+专业成绩×70%，成绩保留两位小数】

2.2021年我院在天津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进行校考，考生文化课达到艺术类本科分数线后，按照我院校考成绩录取

3.2021年最终录取规则以各省、市、自治区考试院公布为准。

科类 普通文科/不限选组 普通理科/物理组

省份 省控线 最高分 最低分 线差 省控线 最高分 最低分 线差

北京 436 495 421 -15 436 482 420 -16

河北 465 513 474 9 415 532 441 26

天津 476 503 463 -13 476 493 458 -18

山西 400 438 427 27 370 457 374 4

内蒙古 437 474 434 -3 333 357 331 -2

辽宁 472 501 494 22 359 434 414 55

吉林 371 427 398 27 336 376 349 13

黑龙江 356 417 394 38 301 397 355 54

上海 400 408 403 3 400 400 385 -15

江苏 284 299 293 9 313 326 316 3

浙江 2段495 549 528 33 3段279 537 333 54

福建 465 474 455 -10 402 429 419 17

山东 449 492 475 26 449 498 468 19

河南 465 536 484 19 418 521 420 2

湖南 501 519 502 1 433 463 435 2

广西 381 421 376 -5 353 377 327 -26

海南 463 549 465 2 463 497 468 5

四川 459 485 460 1 443 446 444 1

云南 480 507 459 -21 440 443 422 -18

贵州 463 472 469 6 384 405 394 10

甘肃 439 442 434 -5 372 413 365 -7

青海 401 423 401 0 330 355 331 1

宁夏 451 470 456 5 368 387 381 13

新疆 370 388 359 -11 317 348 326 9

定向 343 349 330 -13 294 322 280 -14

省份 最高分 最低分 录取规则

北京 473 385 美术/300×750×50%＋文化×50%

天津 497 387 文化×40%+美术×2.5×60%

河北 537 472 文化（含加分）×30%+（专业÷满分）×750×70%

山西 64.8 61.9 专业÷300×100×70%+文化÷750×100×30%

内蒙古 387 311 文化课

辽宁 439 428 文化（含加分）×0.5+专业

黑龙江 443 433 （专业÷满分×750）×60%+文化×40%

上海 417 400 文化×50%+专业×660/450×50%

江苏 462 439 文化课成绩与专业统考成绩之和录取

浙江 533 509 文化×50%+专业×7.5×50%

江西
校考考生文化课成绩达到艺术类本科分数线后，按我校

校考成绩录取

山东 519 515 专业*750/300*70%+文化*30%

河南 499 437 美术/300×750×50%＋文化×50%

湖南 292 272 文化（含加分）×30%+专业×70%

海南 184 167.7 专业成绩

贵州 213 180 专业成绩

宁夏 427 329 （专业÷满分×750）×70%+文化×30%

新疆 334 246 高考6门成绩

 



        2021年招生专业及收费情况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收费账号

户  名：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账  号：11120201040008913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牛栏山支行

微信收费号：耿丹学院（微信店铺）

学院招生咨询方式：

电话：（010）60413296、60413297、60413298、60413299  、89411750

传真：010-60413295

招生咨询地址：学院学生服务大厅招生就业办公室(学院南门内50米）

招办微信：耿丹招办

招办微博：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招办

学院网址：http://www.gengdan.cn

招生网址：http://zs.gengdan.cn/

邮箱：gengdanzhaosheng@163.com

专业 学年学费 学年住宿费

国际经济与贸易、财务管理、市场营销
（品牌管理与策划）、金融工程、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器人技术）、工程
管理、工业设计、城乡规划（国际班）、
建筑学、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工程、通
信工程）、数字媒体技术、计算机类（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汉语国
际教育、社会工作、应用心理学。

46600

4200

设计学类（环境设计、产品设计、数字媒
体艺术、视觉传达设计）、动画、戏剧影
视美术设计。

56600

注：新生入学第一年需缴纳军训费用、教材费、体检费以及保险费等代收费用。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办学许可证：111010000000040
退费办法：按照《北京市民办学校退费指导意见》（京教民{2012}1号）的要求执
行。
查证网址：1、http://www.bjedu.gov.cn  2、http://www.edu111.cn                         

版式设计 ：罗  钰   何婧萱 

指导老师 ：屈红灿   张媛媛 

招生微信

学校抖音

学校微信

QQ答疑群

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与我们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