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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院简介 

学校概况 

北京联合大学是 1985 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北京市属综合性大学,其前身

是 1978 年北京市依靠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创办的 36 所大学分校。经过四十

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学校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形成了经、法、教、文、史、理、

工、医、管、艺等 10 个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 以本科教育为主,研究生教育、

高职教育、继续教育和留学生教育协调发展的完备人才培养体系, 现已成为北

京市重点建设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 

学校深入实施“学术立校、人才强校、开放兴校”战略,持续推动校地融合、

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学专融合、心智融合,不断推进内涵式发展,努力建设高水

平、有特色、北京人民满意的城市型、应用型大学。学校以培养适应国家,特别

是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己任, 建校以来,为国家培养 

20 余万名毕业生,他们活跃在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各行各业,许多毕业生已成为

政府部门、大型企业的领导和业务骨干。 

 

学院简介 

我校特殊教育学院成立于 2000 年 9 月，现有教职工 93 人，学生 738 人，

建筑面积 4.6 万平方米，图书馆藏书 11 万册，是我国第一所残健融合、综合性

的特殊教育学院。 

学院自成立以来，得到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时任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中国残

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鲁勇，现任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等领导先后来学院调研考

察，对学院建设和发展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学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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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长足的发展。 

学科专业协调发展 

学院现有硕士点 2 个、本科专业 6 个。硕士学位点为教育（特殊教育，专

业硕士）、中医（针灸推拿学，专业硕士、视力残疾大学生）。本科专业为特

殊教育（师范）、教育康复学（师范）、视觉传达设计 (听力残疾大学生)、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 (听力残疾大学生)、针灸推拿学 (视力残疾大学生)、音乐学 

(视力残疾大学生)。专业涉及教育学、工学、医学、艺术学等四个学科门类。

2014 年学院获批面向视力残疾大学生的中医（针灸推拿学）专业硕士授权学科

点，是全国首个面向残疾人招生的硕士点，不仅完善了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体

系，而且还填补了残疾人硕士研究生层次教育的空白。 

教学资源丰富优质 

学院拥有一支真抓实干、锐意进取的干部队伍和充满活力、富有爱心、乐

于奉献、积极进取的教职工队伍。学院教师中具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的教师所

占比例为 50%，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教师所占比例为 98.2%。学院依托北京

首善之区的社会背景和首都教育的发展平台，努力办好满足特殊教育需求的应

用型教育，积极创建首都残疾人高等教育品牌，建立起“残健融合，共同成长”

的校园文化特色。学院的教学改革成绩显著，先后取得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

特色专业、优秀教学团队、创新团队、精品教材及教学成果奖等多项教学科研

成果。 

学院建有高标准的现代化综合楼、实验楼、学生宿舍楼，计算机网络系统

完善，无线网络全院覆盖。教学设施完备，拥有 2 个北京市实践教学平台——

艺术类校内创新实践基地、普教与特教相结合的师范教育创新实践基地，拥有

先进的苹果机房、平面制作实训室、雕刻工艺实训室、非遗体验实训室、人体

解剖实训室、中药实训室、虚拟仿真实验室、软件工程新工科创新实验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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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拥有设施良好的体育馆、舞蹈教室、钢琴房、录音室、电子钢琴实训室、多

功能厅，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供了条件。 

另外，学院与社会单位、团体合作，各专业均建立了多个学生实训基地，

为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和技能提供了保证，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教学科研和谐并进 

学院利用高校的资源与优势，积极开展与高等特殊教育发展相关的课题研

究，有力推动了北京市乃至全国高等特殊教育的整体发展。学院承担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省部级及与国内外有关行业合作的特

殊教育课题 40 余项。学院作为中国教育学会特殊教育研究分会与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特殊教育研究分会的秘书长单位，组织全国特殊教育学科的学术交流和

教学研讨，积极为政府部门制定特殊教育政策和残疾人权益保障的政策法规提

供依据和建议，为推动全国特殊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近年来，学院

先后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助残先进单位- 残疾人之家”“全

国特殊教育先进单位”等 9 项国家及北京市级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人才培养知行并重 

学院坚持以学生为本，重视提升教学质量，加强第二课堂建设，使学生在

文艺、体育、科技等各个方面全面发展。近年来，学院学生多次在市级及以上

大赛中取得佳绩：2015 年在全国及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分别荣

获国家级三等奖和北京市级一等奖；2017 年获得第十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获得莫扎特国际钢琴大赛中国赛区一等奖和

全国高校钢琴大赛二等奖（小金钟）；2019 年获得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

“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一等奖及北京赛区的特等奖、ACA 世界大赛中国

总决赛全场优胜奖、最佳表现奖。多名学生在北京地区创业大赛上斩获殊荣。 

学院成立了北京市第一个残疾人大学生艺术团，在全国第八届、第九届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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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文艺汇演中获得东部片区一等奖的佳绩；在第四次北京市大学生艺术展演

舞蹈专场中，与健全人同台竟技获得一等奖。作为北京市残疾运动员的人才库

和训练基地，学院培养的残疾人运动员在 2008 年、2012 年、2016 年三届残奥

会上取得了五金三银并打破两项世界纪录的辉煌成绩。 

学院自建院以来培养了 3000 多名毕业生，其中残疾学生 2000 余名。学生

就业需求旺盛，多年来学生的一次就业率均在 97% 以上。残疾学生就业单位

包括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医院、特殊教育学校、科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等，

他们出色的工作表现，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交流合作形式多样 

学院秉承国际化发展的办学理念，积极拓展与国（境）外高校的广泛联系。

学院与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大学国家聋人工学院、美国高立德大学、韩国拿撒勒

大学、莫斯科国立鲍曼技术大学、日本筑波技术大学、台湾东华大学等高校签

署了合作办学协议，开展了合作办学的探索交流。 

学院位于南二环路玉蜓桥畔，北邻天坛公园，交通便利。学院面向全国招

生，学费执行国家统一标准，设立多项专业奖学金，家庭困难的学生可以享受

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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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生专业 

专业名称 层次 学制 招生对象 
学费 

（元/年/人） 
考试科目 

视觉传达设计 本科 四 听力残疾人 8000 
语文、英语、数学、 

色彩静物、素描及速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四 听力残疾人 4600 
语文、英语、数学、 

物理、计算机基础 

音乐学 本科 四 视力残疾人 8000 
语文、英语、数学、 

基本乐理、音乐技能 

针灸推拿学 本科 五 视力残疾人 5000 语文、英语、数学、理化 

 

说明：报考音乐学和针灸推拿学专业的考生可以使用盲文或明文大字两种方式

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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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介绍 

视觉传达设计 

招生对象：听力残疾人 

学历：本科   学制：四年   学位：艺术学学士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较宽厚的基础理论和较扎实的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设计的

专门知识，具有艺术创新、数字媒体制作和良好沟通的能力，能在文化创意设

计和数字出版领域从事创意、设计与制作等技术工作的应用型创意人才。 

主要课程：装饰与图案、图形创意、文字与排版、平面设计与印刷制作、数字

媒体设计与制作、企业形象、品牌形象策划等。 

就业方向：插画师、装饰绘画师、二维动画设计师、平面设计师、多媒体设计

与制作人员、特教美术教师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招生对象：听力残疾人 

学历：本科   学制：四年   学位：工学学士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扎实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实践、

应用、创新能力，能从事网络管理、网站建设与维护、网站系统开发等技术工

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专业导论、程序设计语言、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数据结构、操作系

统、计算机原理、计算机网络、网络系统服务配置、网络规划与实现、计算机

辅助技术、三维动画设计、web 技术、网页制作软件等。 

就业方向：软件开发人员、软件测试人员、数据整理分析师、网络管理员、网

络开发人员、网站建设与维护人员等。 

 

针灸推拿学 

招生对象：视力残疾人 

学历：本科   学制：五年   学位：医学学士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良好的人文、科学和职业素养，系统掌握中医针灸推拿学

基本知识，能够运用推拿按摩、针刺、艾灸、拔罐等基本技能，对临床常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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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病进行针灸推拿临床诊疗的能力，能够在医疗卫生领域从事医疗、预防、

保健、康复等方面工作的医疗推拿按摩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经络腧穴学、推拿手法学、推拿治疗

学、功法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刺法灸法学、针灸治疗学、中医

骨伤科学、正常人体解剖学、西医内科学等。 

就业去向：各级医院（包括社区医院）、学校医务室等医疗卫生机构、保健康

复机构及社区服务等。 

 

音乐学 

招生对象：视力残疾人 

学历：本科   学制：四年   学位：艺术学学士 

培养目标：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根据视力残疾学生的生理特点，

掌握系统的音乐理论知识；掌握声乐演唱和器乐演奏的音乐表演技能；较熟练

地掌握钢琴调律维修的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健康的身心素质和良好的

就业创业能力，培养从事艺术表演、钢琴调律、基础音乐教育和社会文艺活动

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声乐、钢琴、器乐表演（部分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钢琴调律、

和声学、视唱练耳、音乐史（中外）、电脑音乐制作（MIDI）、曲式与作品分

析、配器法、歌曲作法、音乐专业英语、音乐美学、复调、钢琴即兴伴奏、中

外民族民间音乐、音乐欣赏等。 

就业方向：钢琴厂、乐器专卖店、乐器维修公司、文艺团体及各类艺术学校从

事钢琴调律工作或独立创业从事个体钢琴调修工作；专业文艺团体从事音乐表

演工作或从事电台音乐编辑、音乐评论员、以及盲文出版社的编辑等；获取教

师资格证书的同学，可以从事基础音乐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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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考条件 

1.通过 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报名资格

审核并经公示的考生； 

2.具有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 

3.具有残疾证明的听力残疾或视力残疾考生； 

4.符合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体检标准，肝炎病原携带者、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检

验阳性者，不能报考针灸推拿学专业； 

5、报考音乐学专业的考生要求手指完好无损，无听力残疾。 

重要说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报名及

公示时间大约在 3 月底，未经审核和未通过公示的考生报名及考试成绩无效。 

 



 10 

五、报名及考试安排 

1.考生必须通过 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

报名资格审核并经公示,获取全国统一高考考生号，否则我校无法办理录取手

续，后果自行承担。 

2.报名程序：考生网上报名（免收报名考试费）→学校审核→学校分配考

场→考生打印准考证→考生按照时间要求参加考试。 

3.网上报名各阶段时间安排： 

日期 内容及要求 重点提示 

2019 年 12 月 25 日-12 月 27 日、12 月 30 日-12

月 31 日、2020 年 1 月 6 日-1 月 10 日 

系统开放。考生网上报名，根据要求

上传所有材料的电子版原件。 
考生报名并上传材料 

2020年 1月 11日-2020年 2月 26日 
系统关闭。考生无法登录，学校审核

材料。 
学校审核材料 

2020年 2月 27日-2月 28日 

2020年 3月 2日-3月 6日 

系统开放。所有考生均需登录查看学

校反馈的审核结果；审核不通过的考

生根据反馈情况重新上传合格的材

料。此前未进行网上报名的考生可以

再次补充报名。（无补充材料机会，

确保材料准确） 

查看审核结果，按照

要求修改材料 

2020年 3月 7日-2020年 3 月 15日 系统关闭。学校进行第二次材料审核。 学校审核材料 

2020年 3月 16日-2020 年 3月 20日 

系统开放。第一次反馈不通过的考生

查看第二次反馈结果，第二次审核仍

不合格的考生报名不成功，不能参加

考试。补充报名的考生，若审核不通

过则报名不成功，考生没有修改的机

会。 

查看审核结果 

2020年 3月 21日-2020年 3月 29日 系统关闭。学校分配考场。 分配考场 

2020年 3月 30日-2020 年 4月 3日 

系统开放。合格考生打印准考证。不

合格考生无法登录，合格考生登陆后

只能打印，其他功能禁止。 

打印准考证 

报名网址：https://zsxx.buu.edu.cn，登陆“招生考试报名系统”，进入“残
疾人单考单招（面向港澳台侨）”栏目进行报名。报名系统每天 8:00-20:00

对外开放，每逢星期六、星期日系统关闭。 

4.上传电子版材料（所有上传材料必须为原件，复印件无效） 

①考生本人一寸近期免冠证件照片； 

②考生本人身份证原件（台湾考生可上传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③考生本人残疾证原件； 

④考生本人高中毕业证书或应届毕业生证明原件； 

⑤考生本人县级以上医院体检表原件。 

上传电子版材料的相关要求详见下页示例。 

5. 考试日期为 2020 年 4 月初，考试时间确定后将在学校招生网站公布，
具体安排详见准考证。 

6.考试地点为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北京市丰台区永定门外蒲黄榆
二巷甲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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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示例如下： 

身份证上传示例 

 
 

残疾证上传示例 

 
      

 
 

重要提示：残疾类型必须为视力残疾或听力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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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毕业生证明模板 

提示：每名考生一张证明，必须加盖学校公章方可生效 

证    明 
 

姓    名： 

性    别： 

身份号码： 

毕业学校： 

残疾类型：□听力残疾人  □视力残疾人 

该生为我校 2020 年应届高中毕业生，能够取得高中毕业证。 

 

 

 

   学校名称：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一寸 

近期 

免冠 

照片 

粘贴处 

 

请在照片 

左下角上加盖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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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所包含项目 

具体可使用医院提供的体检表 

科室 检查项目 

眼科 裸眼视力、矫正视力、色觉检查、眼病 

内科 
血压、发育情况、心脏及血管、呼吸系统、神经系

统、腹部器官、其他 

外科 
身高、体重、皮肤、面部、颈部、脊柱、四肢、关

节、其他 

耳鼻喉科 听力、嗅觉、耳鼻咽喉 

口腔科 唇腭、牙齿、口吃、其他 

胸部透视  

肝功能 转氨酶、其他 

既往病史  

体检医院结论  

其他备注  

 

要求： 

1、以上列出的是必检项目，不能缺项或少项； 

2、既往病史一栏必须如实填写； 

3、体检医院结论一栏必须有体检医院的盖章和体检医生签章； 

4、其他备注一栏为选填； 

5、体检医院必须为县级（含县级）以上医院或体检站。 

6、体检时间必须为 2019 年 11 月 1 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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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考试科目及总分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及分值 

语文 数学 英语 色彩静物 素描及速写 物理 计算机基础 理化 基本乐理 音乐技能 总分 

视觉传达设计 150 150 150 150 150 — — — — — 75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0 150 150 — — 150 150 — — — 750 

针灸推拿学 150 150 150 — — — — 150 — — 600 

音乐学 150 150 150 — — — —  150 150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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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录取方法 

1.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按照综合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综合分=（语文成绩+

数学成绩+英语成绩）+[（色彩静物成绩+素描及速写成绩）×1.5]；综合分相同

时，按（色彩静物成绩+素描及速写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音乐学专业按照综合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综合分=（语文成绩+数学成绩

+英语成绩）+[（基本乐理+音乐技能）×1.5]；综合分相同时，按（基本乐理+

音乐技能）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其他专业按照总分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总分相同时，依次按单科语文、数

学、英语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2.拟录取结果公布后，拟被录取的考生需下载录取考生确认函，务必在规

定时间内传真至招生办进行确认。 

3.因考生本人原因被两所（含）以上学校录取，入校报到后无法注册学籍

的，由考生本人自行承担后果。 

4.港澳台侨残疾考生与内地残疾考生统一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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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相关说明 

1.请考生登陆网址 https://zsxx.buu.edu.cn，单考单招—残疾考生栏目下自行

下载往年残疾考生单考单招考试大纲和样题。 

2.学生入学后按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大学生生活补贴，缴纳学费、住宿费等

相关费用，日常生活费用自理。 

3.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享受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等。 

 

 

http://zsxx.buu.edu.cn/Category_27/Index.aspx
http://zsxx.buu.edu.cn/Category_35/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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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97 号 

咨询电话：010-64900013、64900915 

招生网址：https://zsxx.buu.edu.cn 

E-mail：ldzs@buu.edu.cn 

腾讯微博：http://t.qq.com/buuzsb 

新浪微博：http://t.sina.com.cn/buuzsb 

招生办官方 QQ 群：315858924、147094273 

乘车路线：13、18、119、361、379、386、407、408、409、419、490、538、

594、596、658、660、674、684、696、740内、740外、905、928、944、983、

特 9内、特 9外、特 16、运通 101、运通 110、运通 113、运通 201等惠新东桥

站、育慧里站、育慧北里站下车；地铁 5号线惠新西街北口站下车，B口出站，

向东行至惠新东桥桥下，东北角即是。 

 

 

学院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永外蒲黄榆二巷甲 1 号 

邮政编码：100075 

咨询电话：010－88962273 

学院网址：http://sec.buu.edu.cn 

E-mail   ：tjjw@buu.edu.cn 

乘车路线：39、43、53、54、122、128、599、821、957、特 11、专 162

等蒲黄榆站下车；地铁 5 号线、14 号线蒲黄榆站下车，A 口出站。 

 

http://sec.bu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