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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公安与司法大类 

 

6801  公安管理类 

专业代码  680101K 

专业名称  治安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警察职业道德、职业素质和人文素养，

政治立场坚定、作风优良，自觉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掌握公安

基本理论与警务运作规范，熟悉公安常用法律法规与治安勤务的基本知识，具备安全防范、

人口管理、巡逻盘查、常见警情处置、行业场所治安管理、治安行政案件办理与治安部门管

辖的刑事案件侦办能力，从事基层治安管理与执法办案等工作的高素质实战型警务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公安基层治安管理部门以及公安派出所，在社区警务、巡逻警务、治安管理与

执法办案等岗位，从事执法办案、治安管理、治安巡逻和安全防范等相关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热爱公安事业，有奉献精神； 

2．具备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达到警务体能锻炼标准，掌握警务驾驶、武力使

用等基本警体技能，具备公安实战需要的公文写作、计算机操作和警务英语等通用能力； 

3．熟悉公安工作基本法律法规和公安治安管理工作相关方针、政策，掌握公安群众工

作、信息化应用、法律文书制作、纠纷调处、群体性事件现场前期处置以及警务技战术等通

用技能，具备安全防范、人口管理、巡逻盘查、常见警情处置、行业场所治安管理、案件办

理等核心能力； 

4．了解与本专业有关的其他法律法规、公安基础理论与警务运作规范，熟悉相关工作程

序规定，具有较高的执法管理水平。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安全防范实务、人口管理、群众工作实务、巡逻盘查实务、行业场所治安管理、治安行

政案件办理、大型活动安全管理、治安部门管辖的刑事案件侦办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利用各类模拟实训场所进行群众工作、巡逻盘查、警情处置等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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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岗位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无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无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治安学 

 

 

专业代码  680102K 

专业名称  交通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警察职业道德、职业素质和人文素养，

政治立场坚定、作风优良，自觉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掌握公安

基本理论与警务运作规范，熟悉我国有关道路交通管理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工作规范，

掌握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具备交通组织、违法行为查处、事故处理、车辆

查验等专业能力，从事基层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实战型警务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公安机关基层，在道路交通管理岗位，从事日常道路交通组织、道路交通安全

违法行为处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机动车查验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热爱公安事业，有奉献精神； 

2．具备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达到警务体能锻炼标准，掌握警务驾驶、武力使

用等基本警体技能，具备公安实战需要的公文写作、计算机操作和警务英语等通用能力；  

3．掌握公安交通管理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专业技术技能，能够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交通组织与指挥、处理交通违法、处置交通事故并完成相关法律文书的制作，能够操作有关

执法装备，具备与群众、工作团队成员沟通并协同作战的能力； 

4．掌握与交通管理及执法相关的公安专业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能够及时有效地对执勤

过程中发生的刑事案件、暴力恐怖事件、治安案（事）件等突发事件进行先期处置。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公安业务法律法规、公安交通管理工作规范及技术标准、道路交通组织与设计、交通管



 

870 

理设施设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车辆查验检验、道路交通智

能化管理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交通组织疏导、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查处、车辆

查验检验、执法装备操作、驾驶技能等实训。 

在公安道路交通管理实战单位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无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无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无 

 

 

专业代码  680103K 

专业名称  信息网络安全监察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警察职业道德、职业素质和人文素养，

政治立场坚定、作风优良，自觉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掌握公安

基本理论与警务运作规范，了解党和国家关于网络安全保卫的路线、方针、政策，熟悉网络

安全执法工作必备的法律法规、基本知识与技术，具备网络安全管理、网络案件侦查、网络

情报侦察等核心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能综合运用网络安全执法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

实际问题，从事基层公安机关网络安全执法工作的高素质实战型警务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基层公安机关，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网络案件侦查、网络违法信息巡查、电子

数据勘查取证，以及网络犯罪预防和网络安全宣传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热爱公安事业，有奉献精神； 

2．具备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达到警务体能锻炼标准，掌握基本警体技能，能

够适应公安实战需要，掌握公文写作、警务英语等通用基础技能； 

3．掌握与网络安全执法及行政、刑事执法办案相关的公安专业法律法规知识； 

4．掌握网络安全管理、网络犯罪侦查、违法信息巡查处置等知识和技能，了解网络安全

风险监测预警、防病毒防攻击、电子数据勘查取证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具备开展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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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工作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公安业务法律法规、网络安全管理、网络犯罪侦查、网络犯罪情报信息、电子数据勘查

取证技术基础、恶意代码调查、智能终端取证、密码分析与破解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网络违法信息巡查处置、网络犯罪侦查、电子数据勘查取证等实训。 

在公安实战单位、高校实验室、企业鉴定机构、网络技术部门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网络安全领域相关国家资格证书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无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无 

 

 

专业代码  680104K 

专业名称  防火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警察职业道德、职业素质和人文素养，

政治立场坚定、作风优良，以及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坚定的法律观

念、勇敢顽强的军人作风等素质，掌握与消防工作相适应的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知识、国家

消防工作政策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消防工程技术基础和消防监督管理知识，具备较强的

政治鉴别能力、基层部队组织管理能力、消防监督检查和消防宣传教育工作能力，从事消防

监督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全国公安消防部队，在消防监督管理岗位，从事消防监督管理、消防宣传教育

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较强的政治鉴别能力和开展部队基层政治工作的能力； 

2．具备正确理解和执行国家消防工作政策、法律、法规以及技术标准的能力； 

3．具备从事消防监督检查、消防宣传教育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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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军事基本技能，具备基层部队的组织管理能力，以及一定的社会工作能力； 

5．具备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一定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外语运用能力

和计算机应用能力； 

6．具备公安消防岗位转换需要的相关专业能力。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消防法规、建筑灭火设施、建筑防火、工业企业防火、消防监督管理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消防基本技能、专业综合演练等实训。 

在各消防部队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消防部队岗位资格证书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无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消防指挥 

 

 

专业代码  680105K 

专业名称  边防检查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警察职业道德、职业素质和人文素养，政

治立场坚定、作风优良，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质、较强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掌握与公

安边防工作要求相适应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外语、计算机及应用文写作等

工具性知识，具备管理、组织、指挥基层部队和进行出入境边防检查的能力，从事出入境证

件鉴别、出入境人员检查、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检查、行政执法办案、处理口岸突发事件等

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全国公安边防部队，在出入境边防检查岗位，从事出入境证件鉴别、出入境人员

检查、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检查、出入境边防检查行政执法办案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掌握部队管理基本知识，具备管理、组织、指挥基层部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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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从事公安边防工作必备的政治理论知识，具备军人应有的政治鉴别能力；  

3．掌握从事公安边防工作应具备的军事共同基础，具有强健的体魄和较强的心理承受能

力； 

4．掌握从事出入境边防检查工作必备的服务素养和法律知识，具备规范、科学、文明执

勤执法的能力； 

5．掌握边防检查勤务、出入境人员检查等专业理论知识，具备适应公安边防工作岗位轮

换任职能力。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出入境人员检查、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检查、出入境证件防伪与鉴别、行政执法办案、边

防检查信息管理系统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出入境人员检查、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检查、出入境证件鉴别等实训。 

在国内各公安边防总队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无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无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边防管理 

 

 

专业代码  680106K 

专业名称  边境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警察职业道德、职业素质和人文素养，

政治立场坚定，作风优良，忠诚和热爱公安边防事业，掌握公安边防工作需要的法律、公安、

军事、管理知识，具备执法执勤和部队管理、组织指挥能力，从事边境管理、治安管理、刑

事侦查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全国公安边防部队，从事边境管理、执法办案和部队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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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业能力 

1．具有良好的军人素质，严格的纪律观念及健康的身体、心理素质； 

2．具备运用边境管理知识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 

3．掌握边境地区生产作业、人员出入境、渔船民管理和治安管理的理论和方法；  

4．掌握边境地区情报搜集研判，偷渡、毒品、走私等案件侦办和应急处突的理论和方

法； 

5．掌握从事公安边防工作应具备的军事理论、技能和部队管理等理论知识和方法； 

6．熟悉国家边防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法规。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刑事侦查学、边防情报学、侦查讯问、边境管理、治安案件查处、治安秩序管理、边防

勤务、边防群众工作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犯罪现场勘查、治安案件查处、边防勤务等实训。 

在国内各公安边防总队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无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无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无 

 

 

专业代码  680107K 

专业名称  特警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警察职业道德、职业素质和人文素养，

政治立场坚定、作风优良，自觉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掌握公安

基本理论与警务运作规范，熟悉党和国家关于特警工作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掌握特警

执法工作必备的法律、法规基本知识与技能，具备处突防暴、安全保卫、武装巡逻等能力，

能够综合运用特警相关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从事基层公安机关特警工作的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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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基层公安机关，从事打击严重暴力犯罪和暴力恐怖犯罪、开展大型活动现场安

全保卫和人群管理与控制等暴力、恐怖案（事）件与突发群体性案（事）件现场处置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热爱公安事业，有奉献精神； 

2．具备针对不同的案件、事件的实际发生情况，安全地处置暴力、恐怖案（事）件和群

体性案（事）件的能力； 

3．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达到警务体能锻炼标准，掌握警务驾驶、武力使

用等基本警体技能，具备公安实战需要的公文写作、计算机操作和警务英语等通用能力； 

4．掌握特警工作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 

5．掌握暴力、恐怖案（事）件和群体性案（事）件的特点、处置原则及其对策； 

6．掌握一定的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知识，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素养，具备独立获取知识

的能力和开拓创新精神； 

7．了解与特警专业有关的法律、法规，具有较高的执法水平。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公安业务法律法规、特警武装巡逻、人群管理与控制、严重暴力犯罪处置、大型活动现

场保卫、要人警卫、特警装备应用、极限体能训练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各项专业课程的实训。 

在公安基层特警部门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无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无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无 

 

专业代码  680108K 

专业名称  警察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警察职业道德、职业素质和人文素养，

政治立场坚定、作风优良，自觉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掌握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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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论与警务运作规范，熟悉公安工作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掌握相应法律法规和警

察管理基本知识，初步具备行政管理、队伍建设、文书处理、调查研究及警务指挥能力，从

事基层警察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实战型警务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公安机关基层单位，在人事、文秘、内勤、档案管理等岗位，从事和协助警察

管理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热爱公安事业，有奉献精神； 

2．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警务指挥能力，从事和协助基层警察管理工作的基本能

力； 

3．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达到警务体能锻炼标准，掌握基本警体技能，

具备公安实战需要的公文写作、警务英语等通用能力； 

4．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以及综合分析和管理协调能力； 

 5．具备较强的群众工作和公共关系能力； 

6．掌握信息处理和计算机应用技术，具备相应的信息综合处理能力； 

7．熟悉公安业务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工作流程及运行规范，掌握现代组织管理的一般

方法和技能。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公安管理概论、警察人力资源管理、警察公共关系、公安秘书学、公安指挥与信息管理、

公安组织行为学、警察实用心理与训练、公安思想政治教育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 110接处警与警力指挥调度模拟、沟通能力、警察公共关系处理、办公自动化

操作、公安机关常用公文写作训练、公安档案管理等实训。 

在公安机关及基层派出所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无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无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公安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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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680109K 

专业名称  公共安全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警察职业道德、职业素质和人文素养，

政治立场坚定、作风优良，自觉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掌握公安

基本理论与警务运作规范，熟悉公安工作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掌握相应法律法规和公

共安全管理基本知识，具备开展公共安全管理、安全防范和紧急处置工作的能力，从事治安

安全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实战型警务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公安机关基层治安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保卫部门，从事治安安全管理、安全防范

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热爱公安事业，有奉献精神； 

2．具备信息化分析处理和计算机应用能力，以及较强的群众沟通和工作能力； 

3．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达到警务体能锻炼标准，掌握警务驾驶、武力使

用等基本警体技能，具备公安实战需要的公文写作、警务英语等通用能力； 

4．掌握公共安全检查监督、保安服务监管、防范技术应用、现场保护、紧急处置、安全

防范宣传等知识和技能； 

5．熟悉公共安全管理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工作流程、运行规范。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治安管理概论、单位治安保卫、社区安全防范、危险物品管理、安全防范技术、消防管

理、保安服务管理、公安群众工作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安全防范宣传、要害部位安全检查、安全防范产品使用、初期火灾扑救、巡

逻盘查识别等实训。 

在公安基层单位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无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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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治安学 

 

 

专业代码  680110K 

专业名称  森林消防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警察职业道德、职业素质和人文素养，

政治立场坚定、作风优良，自觉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掌握公安

基本理论与警务运作规范，熟悉我国公安和森林消防工作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

规，掌握消防法规、消防管理、消防监督检查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掌握我国森林

火灾、城镇火灾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对策，从事森林火灾预防、扑救的组织和指挥以及森

林火灾案件侦破等工作的高素质实战型警务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各级森林机关、森林消防部门、国家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从事公安消防监

督、消防行政管理和技术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热爱公安事业，有奉献精神； 

2．具备较强的群众工作和宣传能力，以及侦破一般森林火灾案件的能力； 

3．具备较快适应相邻专业工作的基本素质与能力； 

4．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达到警务体能锻炼标准，掌握警务驾驶、武力使

用、攀登、泅渡等警体技能，具备森林公安实战需要的公文写作、计算机操作和警务英语等

通用能力； 

5．掌握公安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森林消防相关法律、法规，具有较高的执法

水平； 

6．掌握森林消防工作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我国森林火灾、城镇火灾

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对策，具备森林火灾预防、扑救的组织和指挥能力； 

7．掌握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具备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开拓创新精

神。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公安业务法律法规、林火基础理论、林火预测预报、林火管理学、森林火灾扑救与指挥、

森林火灾调查与统计、城镇消防管理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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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林火预测预报、林火管理等实训。 

在基层森林公安和森林消防部门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森林防火员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无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消防指挥 

 

 

专业代码  680111K 

专业名称  部队后勤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政治立场坚定、作风优良，具有适应公安现役部

队和海警队伍要求的良好的政治、科学、文化、军事、身体和心理素质，掌握后勤现代理论

和实践知识，具备操作后勤业务软件及后勤装备的能力，从事部队后勤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全国公安现役部队和海警队伍，在后勤管理岗位，从事支队级以下单位财务管

理、军需管理、营房管理、装备管理等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基层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能力； 

2．具备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3．掌握必备的军事和警务实战技能； 

4．掌握部队后勤财务、军需、营房、装备等专业方向的理论知识，具备后勤工作实践能

力； 

5．掌握后勤各类业务软件及后勤装备的应用、操控及维护知识； 

6．掌握后勤应急保障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具备在处突等任务中遂行后勤应急保障的能

力； 

7．了解部队后勤工作流程，掌握后勤管理的基本技巧，具备从事机关工作的组织、协调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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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部队管理学、军需管理、部队财务管理、部队预算会计、建筑构造与识图、工程建设与

房地产管理、车辆管理、枪械管理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入伍入学教育、警务技能与战术、军粮与被装管理软件、部队财务模拟软件、

建筑识图与制图、车辆管理系统、枪械管理系统等实训。 

在校外公安机关、公安现役部队和海警队伍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会计从业资格证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无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无 

 

 

专业代码  680112K 

专业名称  部队政治工作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政治立场坚定，作风优良，具有较高政治理论素

质，掌握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以及外语、计算机和应用文写作知识，具备基

层部队管理和组织指挥能力，从事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与部队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全国公安边防部队，从事部队基层与机关政治工作，以及在部队训练、执法执

勤、执行重大任务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有良好的军人气质，养成雷厉风行、令行禁止、英勇顽强的军人作风； 

2．具有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能够适应紧张、艰苦的工作环境； 

3．掌握从事公安边防工作必备的政治理论和法律知识； 

4．掌握从事公安边防工作应具备的军事共同基础和部队管理知识； 

5．掌握部队基层政治工作、部队机关政治工作及部队训练、执法执勤、执行重大任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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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理论知识； 

6．具备适应公安边防工作岗位轮换任职的能力。 

核心课程与实习实训 

1．核心课程 

政治工作基本理论、军队政治工作史、部队政治机关工作、部队基层政治工作、基层政

治工作能力训练、部队基层文化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等。 

2．实习实训 

在校内进行危机谈判、基层政治工作等实训。 

在国内公安边防部队进行实习。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无 

衔接中职专业举例 

无 

接续本科专业举例 

无 

 

6802  公安指挥类 

专业代码  680201K 

专业名称  警察指挥与战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警察职业道德、职业素质和人文素养，政

治立场坚定、作风优良，自觉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掌握公安基本理

论与警务运作规范，熟悉党和国家关于警务指挥工作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掌握警务指挥工

作必备的法律、法规基本知识和技能，具备公安指挥、公安通信、警务战术能力，能够综合运用警

务指挥相关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从事基层公安机关指挥工作的高素质实战型警务人才。 

就业面向 

主要面向基层公安机关，在各层面指挥岗位，特别是指挥中心民警、一线防暴处突指挥

员等岗位，从事指挥工作。 

主要职业能力 

1．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热爱公安事业，有献身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