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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U: INSPIRED BY 
THE SCHOOL SPIRIT

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

2021 年 2 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的全日制普通本

科高校——青岛城市学院 (Qingdao City University，英文简称 QCU)。学校坚持以学生发

展为中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国际化办学为特色，聚集城市科技进步，面向未来城市发

展，不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宽阔国际视野、

较强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努力把学校建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充满

活力的国内一流应用型大学。

学校已累计培养毕业生 60000 余人，广大毕业生以基础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

高而深受用人单位欢迎，毕业生就业质量、就业率、考研率、专升本率等均居全省普通高校

前列。

学校先后获得全国先进独立学院、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山东省大学生创业教育

示范院校、2020 年山东省毕业生最受用人单位认可高校、2020 年山东省毕业生就业最具

竞争力高校等荣誉，2018 年 -2020 年连续三年被评为山东省最佳社会声誉高校。

INSPIRED BY
THE SCHOOL SPIRIT

使命和愿景

价值观

MISSION AND VISION

SENSE OF WORTH

愿景

成为中国应用型大学的新时代治学典范；

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全球视野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

应用型人才；

融合国际优质资源，提供立足城市、面向全球的教育

和公共服务。

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赋能未来智慧城市发展。

使命

尊重真理，尊重科学。我们尊重每一位学生，也努力

赢得每一位学生的尊重。

尊重

务实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为学生提供有用的教育，做有

用的事，一切工作以有用为准则。

探索

探索欲和进取心是人类的出厂设定，学校鼓励任何形

式的创新，探索世界时，也发现自己。

多元

汇聚全球的先进教学方法与价值观，在多元碰撞交融

中，包容并进，一次次地突破边界。

Q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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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先进独立学院

山东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院校

全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青岛市花园式单位

山东最佳社会声誉高校

2020 年度招生宣传最具公信力高校

2020 年度融媒传播最具创新力高校

2020 年度毕业生最受用人单位认可高校

2020 年度毕业生就业最具竞争力高校

2020 年中国独立学院排行榜，学院居全国第 36 位，山东省第 2 位

刚刚过去的 2020 年 QCU 被评为

这些数字
帮你更加了解 QCU

学校占地 1,058 亩

教学科研行政用房

29.46 万平方米

运动场所面积 8.4 万平方米

1,058
图书馆内纸质图书 136 万册 ,

电子图书 9TB

136 万

90% 主讲教师具有硕士及

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

87% 教师具有知名企业工

作或实践经历

90%
2020 届毕业生综合

就业率达 98%，除就业外，

每年的毕业生还选择考研、

考公、留学、创业、参军等

98%

校内建有 68 个实验室及

18 个实习基地

校外教学与就业实践基地

370 个 

370 
学校学子近年来在国内外

各类大赛屡获佳绩

其中国家级奖项 412 项

省部级奖项 851 项

1,263

在校学生 17,000 余人

17,000 ＋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1.46 亿元，生均 8,692 元

1.46 亿

ABOU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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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DAO

山东半岛东南沿海的青岛，是一座幸福感极高的宜居城市。她是黄海之滨的明珠，万国建筑的经典，

啤酒飘香的名城，对外开放的热土 ...... 作为山东省的经济中心，其 2020 年的全市生产总值约 1.24

万亿元，经济发达。地处中国东部沿海，青岛也是沿黄流域和环太平洋西岸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东

北亚国际航运枢纽、一带一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 

学校位于青岛市城阳区东部，著名的崂山风景区北麓。近年来，城阳区将加强教育建设总体规划作为

自身发展的核心发展目标之一，对于教育资源实行“顶格推进”政策，对高等教育、优质学校的扶持

不遗余力，致力建设成高等教育发达、人才优势突出、创新体系领先的示范区域。

QINGDAO

LOCATION ADVANTAGE

LOCATION ADVANTAGE LOCATION ADVANTAGE LOCATION ADVANTAGE

L
区位优势

QINGDAO

LOCATION ADVANTAGE

QINGDAO

LOCATION ADVANTAGE

QINGDAOQINGDAO

LOCATION ADVANTAGE

QINGDAO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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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ERS & DOERS

DREAMERS 
& DOERS

DREAMERS & DOERS DREAMERS & DOERS DREAMERS & DOERS

梦想家 & 行动派

对社会热忱，对知识渴望，对理想执着，这都是学校看重的

品质。

我们希望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艺术家一样创造，像工

程师一样解决问题。成为适应国家产业发展需要，具备国际

视野，敢想敢做、勇于创新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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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ING 

PROSPECTS

继续深造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武汉大学

吉林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国内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江南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长安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安徽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辽宁大学

新疆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海南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

墨尔本大学

悉尼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

昆士兰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蒙纳士大学

华威大学

谢菲尔德大学

诺丁汉大学

南安普顿大学

延世大学

纽卡斯尔大学

约克大学

卡迪夫大学

海外

埃克塞特大学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利物浦大学

昆士兰科技大学

科廷大学

麦考瑞大学

莱斯特大学

庆熙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

达尔豪斯大学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伦敦布鲁内尔大学

斯特拉斯堡管理学院

韩国中央大学

俄罗斯国立科技大学

拜罗伊特大学

岭南大学

伍斯特理工学院

南特商学院

新英格兰大学

法国昂西大学

澳门城市大学

伍伦贡大学

法国巴黎商学院

澳门科技大学

东安格利亚大学

苏赛克斯大学

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英格兰大学、壳牌

华为、阿里巴巴、国家电网公司、中国铁路工程集团公司、中国银行、中国工

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移动、光大集团、兴业银行、恒

大集团、中国人寿、中石油、京东、中国平安、太平洋保险、海尔集团

民生银行、南方航空、苏宁、中兴、山东钢铁、网易、浪潮、远洋集团、中信证券、

携程、海信集团、爱奇艺、德邦物流、华泰证券、山东高速、山东科达集团、

青岛金王、新希望集团、青建集团、南山集团

清华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南京航天航空大学、

北方民族大学、山东工商学院、鲁东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沈阳建筑大学、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助理研究院、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公司信息科学研究院、深圳市住房和建筑局、山西省地震局、新疆

广播电视台、菏泽广播电视台、菏泽市牡丹区政府、中共乌什县委政法委、邹

城市医疗保障局

中建设计集团、新浪、中建八局、中铁建工、四方机车、同程网络科技、青岛

腾远设计事务所、天元建设集团、齐鲁制药、鲁南制药、北大方正集团、山东

省路桥集团、中建中新、青岛特锐德电气、青岛国恩科技、青岛征和工业、豪

迈集团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安永会计

师事务所

企业工作

海外

世界五百强

中国五百强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

知名企业

QCU 的学子，毕业后都去了哪？
INSPIRING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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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的时间，我从专升本到考研，从出国留学到博士

毕业，这一路走来，首当其冲还是要感谢母校鼓励创新、

注重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教育理念。未来的科研道路，

我会一直带着母校的 DNA 继续远行。

大三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走到了人生选择的十字

路口，为了给自己的未来寻找另一种可能，我选择了

出国留学，希望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能取得这样的

学习深造机会，离不开母校开放的国际视野和领先的

教育理念。

董晓旭 吴海宁

01 03

2009 年毕业于我校机电工程系

现在清华大学从事科研工作

2020 年毕业于我校外语系

现就读于墨尔本大学

在这个校园里学习后才慢慢发觉，有太多的东西比单

纯的知识更加重要。独立思考与合作意识，创新思维

与批判精神 ...... 我们处在一个拥有开放态度和现代

精神的大学，必须用自己的逻辑去理解世界，与书本

“和解”，然后更加高效、快捷地搭建自己的认知体系。

参加“大广赛”的这段难忘经历，让我很大程度上提

升了自己的专业能力，不过更重要的是我意识到，“创

造性、多元化”这些概念，不仅仅是学校和老师对我

们的方向性指引，更是已经潜移默化融入我们思维深

处的东西了。

裴菲 卢思媛

2018 级经贸系在校生

国家奖学金、省级优秀学生干部获得者

2020 年毕业于我校艺术系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02 04

在这里学习 ,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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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艰难的赛题，精神备受折磨，但我们从没想过放弃。

因为当自己的团队在 72 个小时里，建立出对应的数学

模型，写出多达 20 多页一万多字的论文时，我们的心

里都会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我们都知道，这种成就

感是社团给的，这种精神是学校给的。

来到大学成为一名志愿者，幸运地参加了上合峰会、

世界柔道大奖赛这种大型赛会志愿服务工作，是我大

学几年做过最自豪的事儿。学校对于志愿服务所提供

的平台很大，支持很多，这对于我们年轻人社会责任

感的养成意义非凡！

陈深 范陈辰

05 07

2020 年毕业于我校土木工程系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现就读于青岛理工大学

2017 级建筑系在校生

国家奖学金、省级优秀学生获得者

我很幸运，来到大学后，是摄影协会把我和一群同样

心怀热爱的人联系在了一起。学习摄影技术、外出游

历采风、参加各级各类比赛 ...... 有了俱乐部专业老

师的指导，我们对于摄影乃至艺术的理解都有了快速

的拓展和提升。

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后才慢慢意识到，大学期间，母校

对于学生应用技能的培养到底有多么重视。当初毅然

决然走上自主创业这条路，也是对于大学多年所积累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比较有信心。

吴兴政 于海龙

2018 级计算机工程系在校生 

省科技文化艺术节摄影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2010 年毕业于我校会计系

自主创业者

06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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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力于应用技术的研究，以服务城市及区域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为目标。

通过科学研究，我们发现新知识，创造新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实际应用到产业技术的革新当中，去创造实际价值。

科研力量

截至 2020 年底，学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共 122 项科研项目立项。01

学校教师申请专利 490 项，获得授权专利 29 项，软件著作权 2 项。02

学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学校教师作为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1168 篇，主编著作

（含教材）170 部。0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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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教师拥有博士以上学位

87% 以上具有知名企业工作或实践经历

教师具有海外留学或工作背景150+

以上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90%

卓越师资

GROWING ALONGSIDE 
LIKE-MINDED PEERS

学海无涯，你将与谁同行？

对社会热忱，对知识渴望，对理想执着，

这都是学校看重的品质。

我们希望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艺术

家一样创造，像工程师一样解决问题。成

为适应国家产业发展需要，具备国际视野，

敢想敢做、勇于创新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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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班 大有所为
Bespoke Learning 
Exceptional Achievements 

学校部分优势专业开设特色班，采用公开选拔的模式，在学生入校后通过个人申报，参考高考成绩，学校综合考察后择

优录取。

特色班选拔标准高，培养过程受严格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监控，实行导师制全程育人、小班授课的精英化培养模式，对

标高水平职业资格认证标准，配备学业导师和职业顾问，确保学生高质量的学习和就业。

COMPREHENSIVE
GUIDANCE

你的老师，不止于教书

我校各专业均实行学业导师制度，选拔中级以上职

称的对口专业教师担任。在学生专业方向选择、主

干课及选修课学习，个人规划等方面，给予建议和

帮助，旨在为学生提供一切与学习相关的修学指导。

我校为学生提供兼具深度、广度和温度的全覆盖职业

辅导。开展包括职业发展课程、个体职业咨询、就业

实习实践、专题讲座等在内的多层次职业辅导活动，

帮助学生科学规划职业生涯，提升职业素质和就业竞

争力。

我校积极引进行业优质教育资源，聘请行业内有影

响力、从业经验久、实践经验丰富、有实施项目的

优秀人才担任课程导师，与专业课教师一起完成基

于现实工作场景下的课程教授。

健康顾问负责密切关注学生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以

及与学生校园生活有关的日常事务，为学生提供有效

的咨询和指导，协助学生搭建起自我发展与情感发展

的良性关系，最终帮助学生实现自我成长。

学以致用 学为所用
Contemporary Learning  
Real World Application

学校面向全国招收本科及专科学生，目前拥有 8 个系、1 所国际交流中心，31 个本科专业，18 个专科专业。

专业设置反映当今城市发展需要，依托青岛沿海重要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应用、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改造传统专业，增设了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智能建造、物联网工程等新工科专业。

你的课程，不止于课堂

01 03

02 04

学业导师 职业规划

一课双师 健康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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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

在国家重点科研企业从事十余年产品研发工作，担任

总体工艺室副主任、产品结构总工艺师，实践经验丰富。

曾在中国海洋大学工程学院授课，期间完成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子任务等多项科研任务，发表科研论文 40 余

篇。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工学硕士、德国注册电气工程师。

拥有 8 年德国留学和工作经验，在德国期间发明制作

量子光学治疗仪，药物分析仪等。

17 年大型国企企业工作经验，拥有多项发明专利。

陆建辉 王建平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机器人工程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卓越工程师班（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卓越工程师班（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科 专科

特色班

专业设置

卓越师资

机电工程系

国内顶尖的教学及实训设备，符合工业 4.0 标准搭建。

拥有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山东省特色专业。

20 个专业实验室、2 所省内顶尖、国内一流的工程实训基地。

学生在实训基地生产线上可完成从设计到生产全过程，真实模

拟机械制造企业生产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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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桑德兰大学工程学院工程管理专业硕士、英国土

木工程师学会会员、英国特许工程师（CEng）。

先后就职于英国阿特金斯工程咨询顾问公司伦敦分公

司、日本西松建设株式会社香港分公司等企业，参与

港铁西港岛线、南港岛线等大型城市地下工程项目建

设工作。

马来西亚玛拉工艺大学土木工程博士、中科院福建物

质结构研究所博士后。

研究领域是检验和应用新模型预测残积土在饱和及非

饱和状态下的剪切强度和塌落行为，曾被福建省外国

专家局授予“福建省高层次人才”称号，在国际杂志

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超过 13 篇的学术论文。

土木工程   工程造价

工程管理   智能建造

建设工程管理         建筑工程技术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工程造价

栋梁创新班（土木工程）

本科 专科

特色班

王璟文 Pooya Saffari 

专业设置

卓越师资

土木工程系

学校传统优势专业，引进建筑信息模型技术（BIM）教学和“装

配式建筑结构”的教学。

半数以上教师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多名教师具有海外留学及

工作背景。

拥有多个配备先进设备的综合实验室和实训机房，范围涵盖结

构、建筑材料、地质、土工、测量等实习实验项目，以及施工管理、

工程造价等实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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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济大学工程硕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

通信工业协会大数据处理与应用工程师，中国移动 

OneNET 认证工程师。

主导参与国家、省级专业竞赛“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

暨国际公开赛”、“全国大学生“恩智浦”杯智能汽

车竞赛”、“世界机器人大赛格斗机器人大赛”等，

获得国家级、省级一等级、二等奖达 20 余次。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获得 CCNA、CCNP、

CCIE#47263、CISP、思科金牌讲师、NISI 认证

讲师、西普教育高级信息安全讲师、山东省科普专家

人才库自然科学类专家。

通过人民邮电出版社翻译并出版了《安全实验室》一

书，参与和主持了多项关于智能园区网络的设计、分

析科研项目。

刘博 刘俊婷

专业设置

卓越师资

计算机工程系

14 个专业实验室、3 个国家级省级竞赛实验室。

拥有 Cisco（思科）网络学院、甲骨文大数据实验室、英特尔

软件学院、Adobe 设计学院等一批一流校企合作项目。

行业最权威的 PearsonVUE 国际认证考试中心、国家信息安

全水平 NISP 认证中心。

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

物联网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本科 专科



28

会计学   财务管理

审计学   互联网金融

会计

领军班（会计学）

CIMA 国际管理会计师班

CIA 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班

英才班（会计）

ACCA 国际注册会计师班

AIA 智能会计班

CFA 国际注册财务分析师班                     

信息化会计班（会计）

本科 专科

特色班

山东省首批一流本科负责人，山东省首批创新教育导

师。

16 年高校会计理论教学经验，多年大型企业财务主管

和会计实务工作经验，擅长运用企业实战案例，将晦

涩难懂的财务理论条理化、易操作化。

英国莱斯特大学硕士。

曾担任神州数码金融咨询师、迪卡侬（北京）运营经理。

曾参与哈密银行、宁波银行金融科技项目。

高杉 张妮娜

专业设置

卓越师资

会计系

占地 1443 平方米的大型智能化综合会计实验室，包括财务共

享与 ERP 沙盘、虚拟商业环境等 9 个大型智能实验室。

引入 ACCA 、CIMA、CFA 、CIA 等国际职业资格课程以及

AIA 人工智能课程，创了“学历教育 + 国际执业资格培训”的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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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与贸易

市场营销

物流管理

电子商务

国际经济与贸易

市场营销

物流管理

明德班（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专科

特色班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管理学硕士。

具有 17 年企业管理工作经历，曾先后就职于海尔、百

安居、屈臣氏、苹果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国际商务与国际传播双硕士。

授课时擅长把国内外教学模式相结合进行创新改革。

曾获得山东省第七届“超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

赛优秀奖。

杨成峰  苗沺

专业设置

卓越师资

经贸系

拥有 7 个一流的实践实训室和众多校外实践基地。

师资大多具有海外教育背景，注重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和

专业能力。

在全国物流仿真设计、外贸从业能力、市场调查分析等全国比

赛中荣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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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商务英语

德语

法语

俄语

汉语国际教育

商务英语

深蓝班（英语）

进阶班（商务英语）

本科 专科

特色班

德国奥格斯堡大学硕士。

曾就职于 Inlingua 教育集团、Weltbild 出版集团、

Electronic Partner 物流集团。曾任德国沃森工程公

司高级工程翻译，负责铁道部高铁工程会议同声传译、

高铁施工现场口译、高铁技术资料笔译等工作。

先后发表省级以上论文 8 篇，主持和参与校级以上教

改、科研项目 5 项。

乌克兰国家安全科学院法学硕士 。

具有多年从事俄语教学的经验，内容涉及俄语听说、

写作、经贸俄语、职场俄语、中亚文化等，深受学生

好评。

Volodymyr Skriabin  王奎志

专业设置

卓越师资

外语系

英、德、法、俄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齐备，各语种实行模块教

学并形成了含 23 门课程的行业外语群。

实行“双外语 + 行业外语” 教学模式，同样时间学两门外语。

专业四级、八级考试一次通过率远超国内普通高校平均水平。

近三年英语、俄语、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考研率达 4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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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

城乡规划

建筑设计

天勤班（建筑学）

本科 专科

特色班

韩国京畿大学建筑专业研究生院数字建筑设计建筑博

士，大韩建筑学会会员。

曾任 FLUX 设计创业人及 AMAS CDO（首席设计

官），东亚建筑论坛国际设计研讨会规划和指挥，

MIRAE 未来计划首尔韩国顾问，BAUM Architects

首尔韩国顾问，有丰富的产学合作经验。

德国汉诺威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博士，20 年留德学

习工作经验。

与德国汉诺威大学、斯图加特大学、明斯特应用技术

大学、奥地利维也纳理工大学、代尔福特理工大学等

欧洲多所大学研究所和教授开展合作，熟悉德国及欧

洲文化、设计、教育、城市、生活。

李侃宋寅早

专业设置

卓越师资

建筑系

“小班制工作室”教学模式，6 个设备精良的专业实验室。

教师拥有丰富的国际背景，多名教师拥有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一级注册规划师资格证书。

与多家知名设计院所签订“生产实习基地”，形成长效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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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数字媒体设计

动画

环境艺术设计本科 专科

毕业于韩国世翰大学。

2012 年 -2018 年就职于韩国 TUBAn 动画公司，

参与韩国《爆笑虫子》动画 1-5 季项目制作、韩国

《钢铁战龙》 动画 1-5 季项目制作、韩国《Rotary 

Park》动画项目制作、韩国《호이얍》动画项目制作，

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毕业于旧金山艺术大学。

电影《X》特效总监；电影《Vally girl》《The 

Molecule》、《奥韦尔号》（Fox 电视剧）、Eris（短

片）、World of Steam（网络剧）、Goliath（短片）、

Blood 合成师；《Lumen》（独立短片）- 特效指导

& 合成组长。

张泽宇许彬

专业设置

卓越师资

艺术系

“项目式教学 + 工作室教学”人才模式。

半数教师有海外留学背景及企业工作背景。

建有近千平米，设施一流的专业实验室和家具、软装饰设计、

手绘与软件、陶艺等专业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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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起始，智引未来
THE CITY, INNOVATING THE FUTUREQCU

PROFESSIONALS PROFESSIONALS 

FROM STUDENTS 
TO PROFESSIONALS 

忙碌于理论与应用相交融的项目、沉浸于实习与实践相结合的课堂，将成为

学生在这里学习、生活的日常。

当知识体系与行业需求实现了亲密结合，当大学与社会打通了阻隔的“围墙”，

学生们拥有的不仅是走入职场的“敲门砖”，更是一个开阔的世界观、一颗

积极的进取心，和一种受益终身的思维方式。

未来 , 你的人生有多少种可能？

FROM STUDENTS 
TO PROFESSIONALS 
从大学生，到职业人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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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学校积极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建立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配备专业导师指导，设立创业基金。目前累计培育

创业团队近 70 家，累计吸引和服务创客 450 余名，共开展 80 多场培训、投融资路演等针对创客的创新创业服务活动。

FOUNDERS

创客
+ 370

学校和山东淄建集团、杭州娃哈哈集团、青岛公路建设集团、中天建设集团、鲁南制药集团、天元建设集团、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等 370 家单位签订了校外实习协议，让学生在生产、实习过程中能直接参与企业生产、管

理的各个环节，使实践教学真正收到实效。

EXPERIENCE
校外教学与就业实践基地

个 

一直以来，我们致力于与知名企业开展紧密合作，构建了密切的企业联系网络，有效地拓宽了毕业生就业渠道。

300
学校每年举办 4 场校园大型招聘会，300 余场专场招聘会，吸引上千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万余个，岗

位数量和毕业生比例达 8：1。

JOB FAIRS

招聘会
场

18
目前学校在校内建成了工程实训基地 I、工程实训基地 II、NABA 艺术中心等 18 个实习实训基地。

FACILITIES

实习基地
个

企业合作伙伴
OUR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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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起始，智引未来
THE CITY, INNOVATING THE FUTUREQCU

在这里生活，你将收获什么？

我们注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和自我实现，课堂之上，努力研习，课堂之外，尽兴体验。

我们希望经过几年的大学时光，每一个 QCU 学子收获的不仅是学业，还有关于青春满满的体验和回忆。

90%
以上配备专
业老师指导

每个学生至少
加入了
两个以上社团

多个社团俱
乐部进入
全国百强

模拟联合国，网络研习社，建筑手绘社，BIM 创新协会，雅言社 ......

学术类

蓝丝带海洋保护俱乐部，手语俱乐部，动物保护俱乐部，阳光善行俱乐部，

绿梦环保俱乐部 ......

慈善类

媒体创新工作室 , 产品设计俱乐部，壹 + 影视工作室，摄影协会，笔尖平面

设计工作室 ......

创意类

篮球社，网球社，柔道社，轮滑社，酷跑协会 ......

体育类

游戏动漫编程爱好者协会，无人机探索俱乐部，3D 创新科技社团，coder 协

会，电子爱好者协会 ......

科技类

在社团
和志趣相投的伙伴一起成长

GROWING ALONGSIDE 
LIKE-MINDED PEERS

120+
社团俱乐部

PROFESSIONALS PROFESSIONALS PROFESSIONALS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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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起始，智引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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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

世界园艺博览会

世界休闲体育大会

国际帆联世界杯

青岛国际帆船周

“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山东省第 24 届运动会

世界柔道大奖赛

“哥德杯中国”世界青少年足球赛

全国游泳冠军赛

全国花样游泳青少年 U 系列锦标赛

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青岛海上马拉松

在奉献中
开拓前所未有的
全球视野

国际社团文化节

英语嘉年华

大学生音乐节

对话世界青年工作坊

大学生体育文化节

大地画艺术展

国际志愿服务节

金秋读书节

每年
上百场校园活动
为你敞开舞台

ANNUAL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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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起始，智引未来
THE CITY, INNOVATING THE FUTUREQCU

STUDY ABROAD

OVAERSEAS EXPERIENCE

留学深造

游学研学

学校设立国际交流中心，与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联合开办中澳合作

项目，12 年来合作办学运行稳健。赴澳大利亚学习的学生中，多数已

进入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继续深造。“中

澳班”的特色项目，正在一批又一批地为世界各地输送人才。

我们积极推进海外课堂、国际志愿者等游学研学项目，每年带领近千

名学生行走世界、探访知名学府、建立文化认知，为他们探索人生的

奇妙之旅提供了广阔舞台和无限可能。

每年约 300+ 国际学生

来到我校留学进修

300+

现有本科专业全部面向

国际学生开放

100%

我校与 35 所海外高校签

订校际合作协议

35

国际学生来自 20 余个国家

20+

每年有 200+ 在校生通过

交换项目前往海外学习

200+

KEEPING PACE
WITH THE WORLD

你的人生疆域
可以多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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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起始，智引未来
THE CITY, INNOVATING THE FUTUREQCU

学校采用华为先进的网络数据平台，为在校师生提供高速、智能的数字

化服务。数据中心采用华为最先进的 FusionCube 超融合设备，融合

计算、存储资源于一体，同时依托华为 FusionCloud 云计算平台，实

现整体计算、存储资源云化，实现学校信息化资源协同配合、按需分配、

弹性扩容，更好的满足教学、办公及娱乐休闲等各方面需求。

数字化校园
会带给你什么惊喜？

学校建有 2 座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学科全领域覆盖的实

践学习场所的同时，与业内知名企业展开合作研究，充分

满足教学和科研需求。

学校累计投入 1.69 亿元购置先进教学设备，远超国内同

类院校 , 达到世界级水准。

实验楼设有机电工程系、土木工程系、计算机工程系所属

的 68 个高水平专业实验室。

OUR  FACILITIES 

顶尖设施 / 设备

机电工程系实训基地

真正符合工业 4.0 标准建设的国内顶尖机电实训基地

完整的数字化工厂设备，真实模拟机械制造企业生产全流程

设备加工精度可达到航天级部件标准

学生 60% 以上的课程在实训基地完成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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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专业实验室

机器人产业学院

全国最早开设机器人工程专业的院校之一

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四大品牌机器人：德国库卡、

瑞士 ABB、日本发那科、日本安川

学生可实操工业机器人编程、安装，24 小时

开放

国内领先的全体系电气专业实验室

900 平方米实验空间，配备 5 大专业实验室

配备 3 所 24 小时开放的大学生工作站，服务

学生自主研究，完成个人产品创意及设计

CITY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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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艺工作室计算机工程系实验室

14 个专业实验室

3 个国家级省级竞赛实验室

拥有省内最大、行业权威的 PearsonVUE 考试中

心和 NISP 认证中心，学生在校即可完成未来工作

所需的行业认证。

与全球顶尖 IT 公司 Oracle （甲骨文）、Cisco（思科）、

UiPath、Adobe 共建多个产业学院，接轨目前国际最

先进的计算机教学体系及工作实践流程。

艺术系陶艺工作室可完成从制坯、修坯到上釉烧制

的全流程陶艺制作工艺，由专业教师全程指导。

工作室服务学校艺术类课程，辅助学生设计意图的

实现，拓展艺术表现能力，提高动手能力，为学生

提高审美修养、传承传统文化提供必要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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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设施

CATERING
FACILITIES 学校设有 2 座可同时容纳千人就餐的高标准餐厅，一座小型餐厅，

配套服务毗邻学生宿舍区，全天候美味餐饮供应。

我校拥有驻青大学中设施最为精良的健身中心，另设置羽毛球馆、

篮球馆、游泳馆、田径场、网球场等专业场馆，各场馆及场地均按

国内一流标准建造。

GYM
体育健身

学校图书馆设有开放式自习室、借阅区、休息区等功能区，馆藏图

书 136.1 万册，共享电子图书 9TB，其中 70% 以上为专业类图书，

图书馆先进的电子图书管理和服务系统，为学生提供便捷的学习环

境。
图书馆

LIBRARY

学生公寓

STUDENT 
APARTMENTS

学生公寓为 6 人间，配备独立卫生间和宽带等设施。公寓区配套餐

厅、超市、咖啡厅等生活休闲场所，与音乐广场、健身房、操场紧邻，

方便学生举行社团活动和锻炼身体。

ENVIRONMENT 

CAMPUS 
ENVIRONMENT 

校园占地 1060 亩，校舍面积 45 万平方米，水景横贯校园，优良的校区建设不仅为师生提供高品质的教学条件，还

能够为师生带来温馨活力的校园氛围。

校区绿化面积广，景观设计充分考虑功能性和适用性，融合现代设计风格，让师生充分感受青岛地域气候的四季之美。

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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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本科

专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工程系

建筑系

本科

专科

建筑学 城乡规划

建筑设计

大数据与会计

会计学

财务管理

审计学

互联网金融

本科

专科

会计系

建筑工程技术

工程造价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建设工程管理

专科

土木工程系

智能建造

土木工程

工程管理

工程造价

本科

本科

专科

艺术系

数字媒体艺术

环境设计

动画

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

机电工程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机器人工程

本科

专科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专科

国际交流中心

会计（中澳合作办学）

物流管理

市场营销

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

专科 物流管理

电子商务

国际经济与贸易

市场营销

经贸系

外语系

汉语国际教育

商务英语

英语

德语

法语

俄语

专科 商务英语

本科

学校尊重每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前瞻性地把握未来发展趋

势，尊重、务实、探索、多元为学校的核心理念。

我们的价值观

FACULTIES & MAJORS FACULTIES & MAJORS FACULTIES & MAJORS

FACULTIES & MAJORS FACULTIES & MAJORS FACULTIES & MAJORS

FACULTIES & MAJORS FACULTIES &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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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录取及选专业

艺术类专业录取

中外合作办学

我校实施人性化的专业录取和转专业政策，把专业选择自主权交给学生，最大限度满足考生的专业选择，除政

策性限制外，学校尽可能录取考生的第一专业志愿。入校后，本科一、二年级和专科一年级在校生 , 在校学习

满一学期后，可申请转专业。

山东省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规则：以专业成绩和文化成绩折算成综合分，作为投档录取依据。综合分折算办

法：美术类专业成绩占 70%，文化成绩占 30%，综合分 = 专业成绩 ×（750÷300）×70%+ 文化成绩

×30%。考生应在第一志愿填报我校，其他志愿应拉开档次，以增加录取的把握性。我校艺术类专业分别在

本科批和专科批招生，本科批按照大类录取，考生可填报设计学类（含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动画四个专业），入校后由考生自主选择专业。外省艺术类录取规则请按照考生所在生源地招生主管部门公布

的政策为准。

中外合作办学始办于 2009 年，是我校与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合作举办、经山东省教育厅批准的中外合作项

目。采用“2+2”模式，国家统招，专科录取，国内学习两年，国外学习两年，可以获得国内专科文凭和国外

本科文凭。

另外，我校与欧美、日韩等国家的一批高水平大学共同建立了互换生合作制度，我校学生在国外合作高校学习

一年，不额外收取费用。我校还是首批获得青岛市政府设立的来华留学生奖学金的院校，每年约 300 名国际

留学生来我校进修。

报考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4

06

05

专升本政策

奖助学金

学费

我校是山东省教育厅指定的专升本招生高校，自 2004 年开始招收专升本考生，是青岛高校中最早招收普通专

升本的高校之一，每年招生计划约 1500 人左右。专科生在大三时，参加全省统一考试，通过后再学两年，成

绩合格的，可以获得全日制普通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具体专升本招生政策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公布为准。我校

专科生可以考本校本科，也可考外校，由学生自主选择。

学生享受国家、省政府和学校设立的各类奖学金和助学金，各类奖学金最高标准为 8000 元 / 生 / 年。学生每

人每年可申请 8000 元的国家助学贷款，还可申请勤工助学岗位。

我校实行学分制收费，年度收费标准：

本科普通类专业（含专升本）学费：22000 元 / 生 / 年

本科艺术类专业（含专升本）学费：25000 元 / 生 / 年 

中澳合作办学专业学费：25000 元 / 生 / 年

住宿费：1200 元 / 生 / 年

专科普通类专业学费：13000 元 / 生 / 年

专科艺术类专业学费：16000 元 / 生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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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微信公众号

www.qdc.edu.cn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铁骑山路 79 号

招生办公室电话 / Tel.

0532- 86666668

0532- 86666717

0532- 86666267 (FAX)

地址 / Add.

79 Tie Qi Shan Rd,
Chengyang District,
Qingdao, Shandong, China 266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