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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简介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是一所电子信息特色突出，经管学科优势明显，

工、理、经、管、文、法、艺等多学科相互渗透的教学研究型大学。浙

江省首批重点建设高校。学校建有下沙校区、下沙东校区、文一校区、

东岳校区、青山湖校区，有 6 个一级学科博士授予点、4 个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1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8 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58 个本科专

业；有 4 个国防特色学科、2 个国防国防特色重点专业，是省属高校中唯

一拥有国防特色重点专业的高校。2011 年，学校与浙江省保密局共建浙

江保密学院，是目前保密学历教育体系中唯一的省属保密学院，拥有省

属高校中唯一的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2007 年，成为

浙江省与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现国防科工局）共建高校，学校是省属

高校中唯一军工“三证"（二级 BM 证、生产许可、承制单位和国军标两

证合一）齐全的高校；2015 年，学校获“军民融合”先进单位。

继续教育是学校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承担面向社会的成人学

历教育和继续教育、各类成人在职培训等非学历教育。学校是浙江省中

小学教师培训机构，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基地，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培养工程培训基地，全国信息技术水

平考试考试机构，全国服务外包职业能力考试认定测评中心，国家职 业

技能鉴定所，浙江省和杭州市总工会资助优秀外来务工人 员上大学成员

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职业能力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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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机构，全国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教育宣传基地。

学校先后为国家和社会培养输送了 16 万余名优秀人才，众多校友成

为阿里巴巴、中电熊猫、长虹、海信、海尔、创维、中芯国际、厦门宏

发、北信源、京东方等国内电子企业的领军人物，据统计全国 IT 百强企

业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掌门人为我校校友。学校被誉为“IT 企业家摇篮”

和“卓越会计师沃土”。

当前，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将坚持自身办

学特色，服务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以改革创新、追求卓越的精神，加

快推进内涵式发展，着力提高学校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大力培养高

素质人才，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建设特色鲜明、国

内一流的高水平研究教学型大学。



3

► 工信部全国信息技术水平考试项目介绍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以

标准建设为中心，以提升质量为目标，科学规范推进工业和信息化人才

培养工程，切实履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职责，做好职业教育标准开发、

培训质量管理、为推动制造业、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培育知识型、技

能 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为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提供智力保障。

强化内涵建设，坚持需求牵引，遵循市场规律，以建设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高技能人才队伍为目标，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2012 年 12 月

26 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签订了全

国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工程的基地授权书，我校正式成为全国信息技术水

平考试基地。

全国信息技术水平考试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全国

电子信息应用教育中心）负责具体实施的全国统一考试。该考试是对从

事或即将从事信息技术的专业人员技术水平的综合评价，其目的是加快

国民经济信息化技术人才的培养，同时为企业合理选拔聘用信息化技术

人才提供有效凭证。

为贯彻落实人社部、工信部《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

平）考试暂行规定》、《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

实施办法》（国人部 [2003] 39 号）以及原信息产业部人事司《全国信

息技术人才培养实施意见》（信人函 [2003] 257 号）的文件精神，工

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全国电子信息应用教育中心），在原国家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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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证书教育考试和全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水平考试的基础上，整合

相关教育资源，实施面向就业市场、以专业技术培训与测试为重点的全

国信息技术水平考试。 水平考试是对参加考试的人员在其专业技术领域

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能力的综合评价，目的是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技术人

才的培养，同时为企业合理选拔聘用信息化技术人才提供有效凭证。

我校于2013年被工信部教育和考试中心授予工信部教育和考试中心

技术水平考试培训和考试基地，至今已历时 7 年，开考项目 10 多项，总

计参考人数 15000 多人。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2014 年被工信部教育和

考试中心授予优秀培训基地，2015 年到 2019 年被工信部教育和考试中心

授予优秀考试机构。

2014-2019 年度工信部优秀考试机构、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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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9 年度工信部优秀考试机构、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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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水平考试项目目录

考核方式 序号 考试科目 考试类型 教材名称

应用

考试

系统

电子

试卷

（上机）

1 ✮计算机信息处理 理论+实践 大学计算机基础项目式教程：
Windows7+0ffice2010

2 ✮二维动画设计（Flash） 理论+实践 Flash CC 动画制作案例教程

3 ✮平面设计 理论+实践 Photoshop CC 图像处理案例教程

4 ✮计算机辅助设计（建筑 CAD） 理论+实践 建筑 CAD（第 2版）

5 ✮计算机程序设计（JAVA） 理论+实践 Java 程序设计教程（第九版）

6 数据库应用系统设计（SQL
Server） 理论+实践 SQL Server 2008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7 网页设计 理论+实践 网页设计与制作教程（第 3版）

8 移动程序开发（Android） 理论+实践 Android 应用程序设计

9 数据清洗 理论+实践 数据清洗

10 计算机辅助设计（建筑 CAD） 理论+实践 建筑 CAD（第 2版）

11 人工智能（Python 语言） 理论+实践

12 计算机程序设计（C语言） 理论+实践 C语言程序设计（第二版）

13 三维动画设计（3ds MAX） 理论+实践 3ds Max 2011 经典案例与项目实训

14 计算机程序设计（PHP） 理论+实践 PHP 从入门到精通（第 4版）

15 大数据系统运维 理论+实践 大数据系统运维

应用

纸质

试卷

（笔试）

16 计算机网络组建 理论+实践
企业网络组建与维护项目式教程（第 2

版）

网络设备配置与调试项目实训（第3版）

17 ✮互联网应用 理论+实践 互联网应用理论与实践教程

18 ✮计算机网络管理 理论+实践 计算机网络管理理论与实践

19 ✮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 理论+实践 网络空间信息安全

20 软件测试 理论+实践 软件测试教程（第 3版）

21 ✮物联网技术 理论+实践 物联网概论

22 ✮电子商务 理论+实践 电子商务概论

笔试
23 IT 职业英语（一级） 理论+实践 IT 职业英语教程

口语（上机）

备注：标✮ 项目为往年参考人数较多的项目。

Python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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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水平考试参考教材目录

教材名称 出版社 单价（元）

大学计算机基础项目式教程：
Windows7+0ffice2010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39. 80

Java 程序设计教程（第九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 89. 00

SQL Server 2008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9.80

Flash CC 动画制作案例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 45. 00

Photoshop CC 图像处理案例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 44. 50

AutoCAD 2018 基础、进阶、高手一本通 电子工业出版社 79. 00

C 语言程序设计（第二版）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48. 80

企业网络组建与维护项目式教程（第 2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 29. 00

网络设备配置与调试项目实训（第 3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 45. 00

互联网应用理论与实践教程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42. 00

计算机网络管理理论与实践教程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68. 00

网络空间信息安全 电子工业出版社 55. 00

软件测试教程（第 3版） 电子工业出版社 46. 00

物联网概论 人民邮电出版社 35. 00

电子商务概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 49. 50

3ds Max 2011 经典案例与项目实训 高等教育出版社 48. 70

Android 应用程序设计 清华大学出版社 34. 50

网页设计与制作教程（第 3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44. 50

PHP 从入门到精通（第 4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79. 80

Python 语言 清华大学出版社 59. 80

数据清洗 清华大学出版社 58. 00

大数据系统运维 清华大学出版社 48. 00

IT 职业英语教程 外文出版社 59.00

建筑 CAD （第 2版）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48.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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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证时间

考证时间一般每年的 6 月和 12 月中旬的一个休息日。具体以工信部

教育和考试中心通知为准。

► 考证形式

笔试和上机考试。

► 考试费用

300 元/项目。

► 考证需具备的条件

笔试---考试需具备标准考场。

上机考试---硬件需具备标准机房和软件需机房管理员技术保障。

► 信息技术水平证书

序号 全国信息技术水平考试项目 全国信息技术水平证书名称

1 计算机信息处理 计算机信息处理工程师

2 二维动画设计（Flash） 二维动画设计工程师（Flash）

3 平面设计 平面设计工程师

4 计算机辅助设计（建筑 CAD） 计算机辅助设计工程师（建筑 CAD）

5 计算机程序设计（JAVA） 计算机程序设计工程师（JAVA）

6 数据库应用系统设计（SQL Server） 数据库应用系统设计工程师（SQL
Server）

7 网页设计 网页设计工程师

8 移动程序开发（Android） 移动程序开发工程师（Android）

9 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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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全国信息技术水平考试项目 全国信息技术水平证书名称

10 计算机辅助设计（建筑 CAD） 计算机辅助设计工程师（建筑 CAD）

11 人工智能（Python 语言） 人工智能工程师（Python 语言）

12 计算机程序设计（C语言） 计算机程序设计工程师（C语言）

13 三维动画设计（3ds MAX） 三维动画设计工程师（3ds MAX）

14 计算机程序设计（PHP） 计算机程序设计工程师（PHP）

15 大数据系统运维 大数据系统运维工程师

16 计算机网络组建 计算机网络组建工程师

17 互联网应用 互联网应用工程师

18 计算机网络管理 计算机网络管理工程师

19 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 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工程师

20 软件测试 软件测试工程师

21 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技术工程师

22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工程师

工信部全国信息技术水平考试技术水平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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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路 115 号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文一校区

联系电话：0571-88809266 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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