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级本科生转专业考核方案
学院 专业（方向）名称 考核形式 占比 考核时长 考核简介 考核参考资料

电子工程学院

物理学（师范）

笔试（满分100分） 50% 120分钟
质点运动学；牛顿运动定律；动量和能量守恒定律；振动；
波动；气体动理论；热力学基础。 赵近芳编

《大学物理学》北京邮电大学出版
社

面试（满分100分） 50% 10分钟
1.语言表达考查；2.专业基本素养考查；3.学科基础知识考
查。

通信工程 笔试（满分100分） 100% 120分钟
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定律；电路方程和电路定理；线性电阻电
路；一阶动态电路分析；正弦稳态分析三相电路等知识。

《电路》邱关源
 高教出版社（第五版）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笔试（满分100分） 100% 120分钟
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定律；电路方程和电路定理；线性电阻电
路；一阶动态电路分析；正弦稳态分析三相电路等知识。

自动化 笔试（满分100分） 100% 120分钟
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定律；电路方程和电路定理；线性电阻电
路；一阶动态电路分析；正弦稳态分析三相电路等知识。

机器人工程 笔试（满分100分） 100% 120分钟
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定律；电路方程和电路定理；线性电阻电
路；一阶动态电路分析；正弦稳态分析三相电路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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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方向）名称 考核形式 占比 考核时长 考核简介 考核参考资料

环境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师范）

笔试（满分100分） 40% 45分钟
1、自然地理学基础（考试范围：地球概论、地形、地貌、
土壤、植被等）；2、人文地理 （考试范围：民族、宗教、
语言、文化、农业、工业等）3、分值比5:5

参考书：1、伍光和等《自然地理
学》第四版；2、赵荣等主编 《人
文地理学》第二版

面试（满分100分） 60% 5分钟 语言表达、粉笔字、钢笔字、专业兴趣、人生规划

化学（师范）

笔试（满分100分） 40% 45分钟 教育信念与责任、教育知识与能力
中学教师资格证考试《教育知识与
能力》科目相关参考资料

面试（满分100分） 60% 5分钟 语言表达、粉笔字、钢笔字、专业兴趣、人生规划

复合材料与工程 面试（满分100分） 100% 5分钟
对本专业的了解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专业基础知识，
转入本专业的理由

应用化学 面试（满分100分） 100% 5分钟
对本专业的了解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转入本专业的理
由

地理信息科学 面试（满分100分） 100% 5分钟
接受理工科专业学生转入；对本专业的了解情况以及未来的
发展趋势，转入本专业的理由

环境工程 面试（满分100分） 100% 10分钟

1、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及危害；2、水污染的来源
及主要污染物、水体的自净作用；3、大气污染来源及主要
污染物；4、土壤污染来源及主要污染物、土壤环境的自净
作用

参考书：曲向荣主编，环境学概论
（第二版），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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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方向）名称 考核形式 占比 考核时长 考核简介 考核参考资料

教师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语文）

笔试（满分100分） 50% 90分钟

1、汉语（考试范围：现代汉语基础知识和应用）；                                    
2、文学（考试范围：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基础知
识，阅读与写作）；
3、分值比1：1

参考书：1、黄伯荣，廖旭东主编 
《现代汉语》；2、游国恩等主编 
《中国古代文学史》；3、高等教
育出版社 《中国现当代文学》；

面试（满分100分） 50% 5分钟 口语表达、朗读、钢笔字

小学教育（数学）

笔试（满分100分） 50% 90分钟
1、高等数学；                             2、小学数
学拓展思考题；                    3、分值比1:1

高等数学以现在所学教材为参考；
小学数学拓展思考题指小学奥数等
与小学生思维拓展相关的题目。

面试（满分100分） 50% 5分钟 口语表达、朗读、钢笔字

小学教育（英语）

笔试（满分100分） 50% 90分钟
英语综合能力测试，含听、读、写作和翻译，侧重语篇理解
和书面表达能力。

参考书：综合英语教程第一册（1-
8单元）， 第三版，主编邹为诚，
高等教育出版社。

面试（满分100分） 50% 5分钟
英语口语表达（要求口齿清晰， 无发音缺陷；英语发音标
准； 表达流畅； 准确度高）

应用心理学（师范） 面试（满分100分） 100% 5-10分钟 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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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方向）名称 考核形式 占比 考核时长 考核简介 考核参考资料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

历史学（师范）

笔试（满分100分） 50% 90分钟
1、中国古代史 （考试范围：中国古代史基础知识和基本理
论）；2、中国近现代史  （考试范围：中国近现代史基础
知识与理论）3、分值比5:5

参考书：朱绍候等主编《中国古代
史》；李侃等主编《中国近代史
》；王桧林等主编《中国现代史》

面试（满分100分） 50% 5分钟 口语表达、朗读、钢笔字

酒店管理 面试（满分100分） 100% 15分钟
考察学生形象、思维、价值观、英语口语能力，对酒店管理
专业的认识，对酒店业的认识。

无

旅游管理 面试（满分100分） 100% 15分钟 主要面试仪容仪表、语言表达、英语口语和综合素质 无

社会工作 面试（满分100分） 100% 20分钟 考核学生对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解、综合能力等 无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笔试（满分100分） 50% 90分钟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参考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教材

面试（满分100分） 50% 5分钟 口语表达、普通话、粉笔字

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笔试（满分100分） 100% 90分钟 色彩构成 无

环境设计 笔试（满分100分） 100% 90分钟 手绘表现 无

绘画（师范）

笔试（满分100分） 50% 120分钟 素描（人物半身像） 无

面试（满分100分） 50% 5分钟 口语表达、对专业的认识、艺术修养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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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方向）名称 考核形式 占比 考核时长 考核简介 考核参考资料

商学院

财务管理 面试（满分100分） 100% 10分钟
1、英语（自我介绍、基本对话交流）；2、会计学基础知
识；3、对专业的认识；4、对未来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的展望

《会计学原理》，周姣主编，东南
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行政管理 面试（满分100分） 100% 10分钟
1、英语（自我介绍、基本对话交流）；2、管理学基础知
识；3、相关专业基础知识；4、时事政治。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
点教材《管理学》，《管理学》编
写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
版

经济与金融 面试（满分100分） 100% 10分钟
1、英语（自我介绍、基本对话交流）；2、经济学基础知
识；3、数学基础知识；4、对专业的认知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
点教材《西方经济学》上册及下
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国际经济与贸易 面试（满分100分） 100% 10分钟
1、英语（自我介绍、基本对话交流）；2、经济学基础知
识；3、数学基础知识；4、对专业的认知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
点教材《西方经济学》上册，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物流管理 面试（满分100分） 100% 10分钟
1、了解前期学习情况  2、了解转专业原因 3、对物流行业
的认知  4、对未来从事物流工作的展望

《现代物流管理新论》，许国银主
编，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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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方向）名称 考核形式 占比 考核时长 考核简介 考核参考资料

食品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师范）

笔试（满分100分） 30% 60分钟
笔试每人共60分钟。考核题型分为选择题（40分)、判断题
（20分)、简答和问答题（40分），共100分。

《普通生物学》

面试（满分100分） 70% 10分钟
面试每人共10分钟。5分钟准备，5分钟答题。面试科目出5
份试卷，每卷出3个问答题，学生任选2道题目作答。(色盲
色弱检测)

《普通生物学》

小学教育（科学） 面试（满分100分） 100% 10分钟
面试每人共10分钟。5分钟准备，5分钟答题。面试科目出5
份试卷，每卷出3个问答题，学生任选2道题目作答。

无。题目内容主要是关于对小学教
育（科学）专业的认识，及自己将
来的发展问题。

食品科学与工程 面试（满分100分） 100% 10分钟
面试每人共10分钟。5分钟准备，5分钟答题。面试科目出5
份试卷，每卷出3个问答题，学生任选2道题目作答。(色盲
色弱检测)

无。题目内容主要是关于对食品科
学与工程专业的认识，及自己将来
从事食品行业的打算。

食品质量与安全 面试（满分100分） 100% 10分钟
面试每人共10分钟。5分钟准备，5分钟答题。面试科目出5
份试卷，每卷出3个问答题，学生任选2道题目作答。(色盲
色弱检测)

无。题目内容主要是关于对食品质
量与安全专业的认识，及自己将来
从事食品行业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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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方向）名称 考核形式 占比 考核时长 考核简介 考核参考资料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

笔试（满分100分）
所有考生
参加笔试

120分钟
考察学生的英语语法、阅读、写作综合能力，以及英语文学
与文化基础知识。

无具体参考资料，测试难度与英语
专业大一（下）综合英语（听说读
写）相关教材难度相当。

面试（满分100分）

进入面试
的考生人
数是录取
人数的
1.5倍。
按笔试
60%+面试
40%的总
得分从高
到低择优
录取。

10分钟
考察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与学生对英语教育的基本认知。依
据学生的个人简历考察学生综合素质。

小学教育（英语）

笔试（满分100分）
所有考生
参加笔试

120分钟
考察学生的英语语法、阅读、写作综合能力，以及英语文学
与文化基础知识。

无具体参考资料，测试难度与英语
专业大一（下）综合英语（听说读
写）相关教材难度相当。

面试（满分100分）

进入面试
的考生人
数是录取
人数的
1.5倍。
按笔试
60%+面试
40%的总
得分从高
到低择优
录取。

10分钟
考察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与学生对英语教育的基本认知。依
据学生的个人简历考察学生综合素质。

商务英语 面试（满分100分） 100% 10分钟
考察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与学生对商务英语的基本认知。依
据学生的个人简历考察学生综合素质。

无具体参考资料，测试难度与英语
专业大一（下）综合英语（听说读
写）相关教材难度相当。

翻译 面试（满分100分） 100% 10分钟
考察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与学生对翻译的基本认知。依据学
生的个人简历考察学生综合素质。

无具体参考资料，测试难度与英语
专业大一（下）综合英语（听说读
写）相关教材难度相当。

日语 面试（满分100分） 100% 20分钟 口语表达能力。 《新编日语》重排本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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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方向）名称 考核形式 占比 考核时长 考核简介 考核参考资料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笔试（满分100分） 50% 90分钟
1.汉语 （考试范围：现代汉语基础知识和应用）；2.文学  
（考试范围：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基础知
识）；3.阅读与写作（考试范围：文学鉴赏和写作）。

无具体参考书，主要考察学生基本
知识、文学鉴赏能力与语言文字运
用能力。

面试（满分100分） 50% 5分钟 口语表达、硬笔书法。 无

小学教育（语文）（师范）

笔试（满分100分） 50% 90分钟

1.汉语 （考试范围：现代汉语基础知识和应用）；2.文
学  （考试范围：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
基础知识）；3.阅读与写作（考试范围：文学鉴赏和写
作）。

无具体参考书，主要考察学生基
本知识、文学鉴赏能力与语言文
字运用能力。

面试（满分100分） 50% 5分钟 口语表达、硬笔书法。 无

汉语国际教育 面试（满分100分） 100% 10分钟 表达、沟通与交流能力。 无

秘书学 面试（满分100分） 100% 10分钟 表达、沟通与交流能力。 无

新闻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 面试（满分100分） 100% 5分钟 形体、语言表达、专业基础知识等。 参考书：《新闻采访与写作》

网络与新媒体 面试（满分100分） 100% 5分钟 形体、语言表达、专业基础知识等。 参考书：《新闻采访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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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方向）名称 考核形式 占比 考核时长 考核简介 考核参考资料

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笔试（满分100分） 100% 90分钟 程序设计

《大学计算机教程》，吉根林，高
等教育出版社；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教程，赵璐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笔试（满分100分） 100% 90分钟 程序设计
《C语言程序设计》谭浩强编清华
大学出版社

小学教育（数学）

笔试（满分100分） 60% 90分钟 1、高等数学1；  2、高等代数； 3、分值比5:5

参考书：1、南晓院大数教研室主
编 《高等数学(上册)》；2、北大
《高等代数》2-4章

面试（满分100分） 40% 5分钟 模拟授课（仅对笔试前60名进行筛选） 教师资格证考试面试要求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笔试（满分100分） 60% 90分钟 数学分析、高等代数
《数学分析》华师大版(上册) 
《高等代数》北大版（2-4章）

面试（满分100分） 40% 5分钟 模拟授课（按1：1.5的比例进入面试资格） 教师资格证考试面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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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方向）名称 考核形式 占比 考核时长 考核简介 考核参考资料

音乐学院

音乐学（师范） 面试（满分100分）

主专
业：50%

视  
唱：20% 
辅 修
1：15%
辅 修2: 

15%

视唱、主专
业、辅修专
业1、辅修专
业2各5分钟
左右（具体
以自选和加
试项目情况

而定）

1、视唱：报考者抽取并演唱8-12小节视唱一条。2、主专
业：报考者可从钢琴、声乐、器乐中任选一项进行现场考
试，准备一首曲目；3、辅修专业1：报考者从除主专业外的
项目中选择钢琴、声乐或器乐进行现场考试，准备一首曲目
。4、辅修专业2：报考者从除主专业、辅修专业1外的项目
中选择钢琴、声乐或器乐进行现场考试，准备一首曲目。

参考书：1、朱建萍主编 《视唱
》；童忠良主编 《基本乐理教程
（音乐卷）》；陈雅先主编《乐理
与视唱练耳》；2、无 ； 3、无； 
4、无。

音乐表演 面试（满分100分）

主专
业：70%

视  
唱：30% 

主专业、视
唱各5分钟左

右

1、视唱：报考者抽取并演唱8-12小节视唱一条。2、主专
业：报考者可从钢琴、声乐、器乐中任选一项进行现场考
试，准备一首曲目。

参考书：1、无；2、朱建萍主编 
《视唱》。

幼儿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师范） 面试（满分100分） 100% 10分钟

1.儿童歌曲演唱：40分，考生根据抽取的歌曲题目进行演
唱，具体歌曲曲目见附件。

附件：2020级学前教育专业转专业
考核儿歌曲目及儿童故事

2.儿童舞蹈表演：30分，舞蹈表演的曲目与抽取的儿童歌曲
演唱曲目一致，考生自唱自跳。

3.儿童故事讲述：30分，考生根据抽取的故事进行3分钟的
幼儿故事表演，具体故事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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