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４　 文化艺术类

专业代码　 １４０１００
专业名称　 社会文化艺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社会文化艺术事业、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类群众文化艺术企事业单位，从事音乐、美术、戏曲、舞蹈等群众文

化艺术活动的组织、培训、辅导、管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熟悉社会文化艺术的管理制度和普及社会文化艺术的相关规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艺术品格；

２ 掌握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美术的基础知识和中外音乐史、美术史的一般知识；
３ 具有观察、体验、理解生活的基本能力，有艺术鉴赏和审美的初步能力，有对人物角色进

行洞察、塑造的初步能力；

４ 具有造型、色彩、创作的基本知识和初步能力，有音乐、舞蹈、戏曲等基本功和舞台表演的
技能；

５ 能进行一般的演唱和舞蹈表演，有组织和指挥合唱、辅导和组织舞蹈表演的基本能力；
６ 能进行一般的戏剧表演，有组织戏剧舞台表演的基本能力；
７ 有组织和辅导美术创作的基本能力；
８ 具有组织社会文化活动，并进行示范、讲解、辅导的基本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群众文化管理基础、群众文化辅导基础、群众文化基础、艺术理论基础、视唱练耳、乐理、素

描、色彩、速写、绘画基础、舞蹈、民间舞、现代舞、戏曲等。

在校内外进行音乐实习、美术实习、舞蹈实习、戏曲实习和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社会文化音乐、社会文化美术、社会文化舞蹈、社会文化戏剧

对应职业（岗位）

文化馆业务专干、乡镇（社区）文化站辅导员、文化产业员工、文化经营从业者、社会文化指

导员（Ｘ４－０７－０１－０７）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文化事业管理

本科：社会工作

专业代码　 １４０２００
专业名称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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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广播影视节目制作的一线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基层广播电视台（站）、节目制作公司、广告公司等企事业单位，从事

采访、编辑、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影视广告制作等辅助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熟悉文化、广播、电影、电视、音像等行业的政策、法律及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艺
术品格；

２ 掌握新闻理论基本知识，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新闻采编的初步能力；
３ 掌握广播影视制作的基础知识，能进行一般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
４ 能进行电视节目拍摄，具有后期编辑制作的初步能力；
５ 掌握常用广播、影视节目制作设备使用的基础知识及其使用、维护的基本技能；
６ 具有运用计算机软件制作影视节目的初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写作基础、艺术概论、文学赏析、新闻理论基础、广播电视概论、广播电影新闻采访与写作、电

视摄像、摄影基础、播音业务、广播电视编辑、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影视广告等。

在校内外进行新闻采编实习、电视新闻拍摄实训、电视专题节目制作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采访编辑、影视摄制、编导助理

对应职业（岗位）

数字视频（ＤＶ）策划制作师（Ｘ２－０２－１３－０８）、录音师（２－１０－０５－０５）、音响调音员（６－１９－０３
－０５）、有线广播电视机线员（６－１９－０３－０４）、影视动画制作员（６－１９－０１－０４）、光盘复制工（６－１９
－０２－０４）、影视设备机械员（６－１９－０３－０２）、广播电视天线工（６－１９－０３－０３）、电影电视场记（２－
１０－０５－０２）、电影电视摄影师☆（２－１０－０５－０３）、照明师☆（２－１０－０５－０４）、剪辑师☆（２－１０－０５－
０６）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数字视频（ＤＶ）策划制作师（四级）、音响调音员、计算机操作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电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多媒体技术、影视动画、新闻采编与制作

本科：广播电视编导、影视学

专业代码　 １４０３００
专业名称　 播音与节目主持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广播电视播音员与节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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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基层广播电视台（站）、影视节目制作公司、艺术团体等单位，从事播

音、配音及节目主持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熟悉文化、广播、电影、电视、音像等行业的政策、法律及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艺
术品格；

２ 掌握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３ 具有新闻采编的初步能力；
４ 掌握声乐、表演、形体、化妆等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５ 具有文学基本知识，能独立从事播音工作和担任节目主持人；
６ 具有公关、礼仪的基本知识，能胜任公关和协调工作；
７ 能操作播音设备和运用计算机网络搜集信息。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广播电视概论、文学基础、文艺理论基础、新闻采编、播音基础、播音发声、形体训练、播音业

务、朗读和演讲技巧、节目主持技巧、公共关系、计算机应用等。

在校内外进行播音实习、节目主持实习、新闻采编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播音、文化礼宾

对应职业（岗位）

播音员（２－１２－０４－０１）、节目主持人（２－１２－０４－０２）、礼仪主持人☆（Ｘ４－０７－９９－１０）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主持与播音、电视节目制作

本科：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

专业代码　 １４０４００
专业名称　 影像与影视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影像与影视艺术的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基层广播电视台（站）、音像公司、出版社、杂志社、报社、广告公司、

商业影楼等企事业单位，从事摄影、摄像、录音、灯光布景及音响设备操作和调试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熟悉文化、广播、电影、电视、音像等行业的政策、法律及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艺
术品格；

２ 掌握影视艺术的基础知识；
３ 掌握摄像和摄影的基础知识和相应设备的操作方法；
４ 掌握声学和录音的基础知识和录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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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具有一般节目摄录、编辑、剪辑、制作的初步能力；
６ 具有摄影美学素养，能够独立拍摄与进行摄影创作；
７ 掌握音乐基础知识，具有录音设备调试和维护的初步能力；
８ 具有摄像、剪辑、制作的初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广播电视概论、文艺理论基础、艺术概论、基础美术、摄影技术、电视摄像、数字影像技术、影

视画面构图、色彩学概论、摄录设备、影视照明技术与技巧、相机使用与维修、录音声学与录音技

巧、影视音乐与音响艺术等。

在校内外进行摄影操作实习，数字影像制作实习，调音台、录音机及附属设备操作实习，摄录

设备编辑机操作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摄影艺术、录音艺术、灯光设计、影视技术、音响调音

对应职业（岗位）

录音师（２－１０－０５－０５）、音响调音员（６－１９－０３－０５）、数字视频（ＤＶ）策划制作师（Ｘ２－０２－１３
－０８）、影视动画制作员（６－１９－０１－０４）、影视舞台烟火特效员（６－１９－０１－０３）、音像带复制工（６－
１９－０２－０３）、光盘复制工（６－１９－０２－０４）、照明设备操作员（６－１９－０３－０１）、影视设备机械员（６－
１９－０３－０２）、舞台音响效果工（６－１９－０３－０６）、电影电视场记（２－１０－０５－０２）、美工师（２－１０－０５－
０７）、置景师（２－１０－０５－０９）、电影电视摄影师☆（２－１０－０５－０３）、照明师☆（２－１０－０５－０４）、剪辑
师☆（２－１０－０５－０６）、数字音乐制作师☆（Ｘ２－０２－１３－１２）、形象设计师☆（Ｘ４－０７－０４－０４）、影像
技师☆（２－０５－０７－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音响调音员、数字视频（ＤＶ）策划制作师（四级）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摄影摄像技术、音像技术

本科：影视学

专业代码　 １４０５００
专业名称　 图书信息管理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图书信息资料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级各类图书馆、信息服务机构、图书音像公司和各类企事业单位的

信息部门，从事图书类（包括书、报、杂志、音像资料等）信息资料的收集与管理、办公室的文字处

理与计算机录入排版等信息服务与基层管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熟悉国家有关图书馆事业和信息化的方针、政策和法规，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２ 掌握图书馆学与信息管理的基础知识，具备对书籍分编加工与管理、图书上架及整理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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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工作应用能力，能耐心细致地进行图书信息管理工作；

３ 具有文献阅读和人际交流能力，能进行阅读咨询和辅导；
４ 具有运用信息化手段和电子资源进行工作的一般能力；
５ 能运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开展信息收集、检索、利用、处理和服务工作；
６ 能熟练地进行计算机录入及排版；
７ 具有较强的文字处理能力，语言和文字规范、清晰；
８ 能运用计算机技术和科学方法改进服务管理工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图书馆学概论、中国书史、图书馆目录、中文工具书、图书分类、文献编目、情报学基础、计算

机与数据管理、信息资源建设、信息服务、书法等。

在校内进行图书管理实训；在图书馆、资料室、图书音像公司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与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文献编目与分类、图书采购

对应职业（岗位）

图书资料业务人员（２－１２－０６－０１）、计算机操作员（３－０１－０２－０５）、档案业务人员（２－１２－０６
－０２）、缩微摄影人员（２－１２－０６－０３）、其他图书资料与档案业务人员（２－１２－０６－９９）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计算机操作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图书档案管理

本科：公共事业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代码　 １４０６００
专业名称　 出版与发行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出版发行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级各类出版社、报社、杂志社、书店等，从事图书、期刊、报纸的版式

设计、校对、印制管理、编务管理及出版发行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熟悉国家有关出版工作的法律法规，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２ 具有计算机录入、排版的技能，能进行版式设计和校对；
３ 能运用印制管理业务知识，开展印制管理工作；
４ 熟悉出版发行工作的业务知识，能进行编务管理和出版发行工作；
５ 能开展图书报刊等印刷品的宣传发行。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新闻出版法律法规、出版概论、文学基础、编辑校对、版式设计、图形图像处理、出版印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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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出版成本核算、编务管理、出版发行、出版物宣传推广、装帧美学、书法等。

在校内外进行校对实习、计算机排版实习、综合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出版物发行员（４－０１－０２－０２）、网络编辑员（Ｘ２－１２－０２－０５）、计算机操作员（３－０１－０２－０５）、
出版物储运员（４－０２－０２－０４）、技术编辑（２－１２－０２－０３）、电子出版物编辑（２－１２－０２－０４）、文体
用品及出版物品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１８）、校对员（２－１２－０３－００）、报刊发行员（３－０３－０１－０５）、其
他新闻出版（２－１２－９９－００）、文化工作人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出版物发行员、网络编辑员、计算机操作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出版与发行

本科：印刷工程

专业代码　 １４０７００
专业名称　 文物保护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文物保护与保养的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博物馆、文物保护部门、文物经营等企业，从事文物的修复、鉴赏、装

裱、价值初评以及古墓藏发掘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国家有关文物保护与经营管理的法律法规；
２ 能运用文物修复的业务知识，进行文物的清理、防毒、防腐、防锈等工作；
３ 能运用修复技术，进行青铜器、瓷器、木器、漆器和书画等文物的修复和保护；
４ 能运用中外文物史基础知识，进行民间文物搜集、整理和鉴赏；
５ 能运用历史和国内、国际市场的业务知识，进行文物的分类、比较、辨伪、断代和初步

评估。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文物管理经营法律法规、中国通史、中国文物史、中国美术简史、外国美术简史、文物保护基

础、革命文物常识、中国青铜器、中国陶瓷、古代文物杂件、古漆木器、装裱、揭裱、修补等。

在校内进行青铜器、瓷器、木器、漆器和书画等的修复、鉴赏、装裱、价值初评实训；在博物馆、

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文物发掘、文物修复、装裱

对应职业（岗位）

考古发掘工（６－１９－０５－０１）、文物修复工（６－１９－０５－０２）、文物拓印工（６－１９－０５－０３）、古旧
书画修复工（６－１９－０５－０４）、博物讲解员、考古工作者（２－１２－０７－０１）、文物鉴定和保管人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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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７－０２）、文物保护专业人员☆（２－１２－０７－０３）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文物鉴定与修复

本科：公共事业管理、考古学

专业代码　 １４０８００
专业名称　 音乐
基本学制　 小学毕业生：６年　 初中毕业生：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音乐表演、音乐基础理论的艺术人员，以及高等院校艺术系科的后备生。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级文艺团体、表演机构、社区和企事业单位等，从事声乐表演、器乐

演奏、戏曲音乐伴奏、指挥以及相关的辅导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热爱音乐，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艺术品格；
２ 了解我国有关文艺的法律法规，熟悉文艺演出的管理制度和规定；
３ 初步掌握音乐理论的基本知识，了解中外音乐的基础知识；熟悉音乐作品的语言、风格，

具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表现能力；

４ 掌握正确的发声方法和歌唱技巧、旋律及风格特征，具有舞台基本形体表演技能，能够独
立演唱和辅导他人演唱；

５ 初步掌握乐器的演奏方法和音乐表现的技巧，能独立演（伴）奏；
６ 能正确领会指挥对作品的阐释意图，进行演唱和演奏；
７ 能运用指挥初步知识与技巧，组织中、小型合唱合奏演出。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基本乐理、视唱练耳、音乐欣赏、和声、声乐、形体训练、钢琴与伴奏、合唱指挥、器乐演（合）

奏、作曲技术与理论、计算机乐谱制作、文艺学基础、中外音乐史。

在校内进行声乐演唱、器乐演奏的表演训练；在校外进行表演实习、社会演出实践。

专业（技能）方向

声乐表演、器乐表演、音乐理论

对应职业（岗位）

声乐演员、器乐演奏员、歌唱演员（２－１０－０３－０６）、民族乐器演奏员（２－１０－０４－０１）、外国乐
器演奏员（２－１０－０４－０２）、其他乐器演奏员（２－１０－０４－９９）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演员证、歌唱演员、民族乐器演奏员、外国乐器演奏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音乐教育、音乐表演、音乐学、作曲技术理论

本科：音乐教育、音乐表演、音乐学、作曲技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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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１４０９００
专业名称　 舞蹈表演
基本学制　 小学在校生或毕业生：６～７年　 初中在校生或毕业生：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舞蹈表演艺术人员，以及高等院校艺术系科后备生。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级各类文艺团体或其他舞蹈表演机构，从事舞蹈表演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热爱舞蹈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艺术品格；
２ 了解我国有关文艺的法律法规，熟悉文艺演出的管理制度和规定；
３ 了解舞蹈史、舞蹈表演、舞蹈鉴赏的基础知识和方法；具有鉴赏舞蹈作品的能力；
４ 掌握一个舞种，并了解其他舞种的基本理论与知识；
５ 熟练掌握舞蹈表演的风格、技术、技巧，能按照舞蹈编导的设计，正确参与二度创作，塑造

舞台形象；

６ 能理解舞蹈音乐、舞美的特定意境和典型环境，能在音乐、舞美的配合下完成舞台表演；
７ 初步了解舞蹈创编的知识和方法。
８ 能运用舞蹈知识和技能，进行舞蹈普及辅导。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舞蹈简史、舞蹈基础理论、舞蹈创编知识与技法基础、舞蹈剧目赏析、音乐基础、中国古典舞

基本训练、中国民族民间舞、芭蕾舞、外国代表性民间舞、双人舞、现代舞、摩登舞、拉丁舞、戏剧表

演、剧目等。

在校内进行舞蹈表演训练；在校外进行舞蹈表演的舞台实践。

专业（技能）方向

中国舞表演、芭蕾舞表演、国际标准舞表演、现代舞表演、歌舞表演

对应职业（岗位）

舞蹈演员（２－１０－０３－０３）、电影电视演员（２－１０－０３－０１）、戏剧演员（２－１０－０３－０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演员证、舞蹈演员、电影电视演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舞蹈表演

本科：舞蹈学、舞蹈编导

专业代码　 １４１０００
专业名称　 戏曲表演
基本学制　 小学毕业生：６年　 初中毕业生：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戏曲表演艺术人员，以及高等院校艺术系科的后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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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戏曲专业团体、群众文艺团体，从事戏曲表演及组织、辅导、管理等

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艺术品格，有一定的文化艺术修养；
２ 了解我国有关文艺的法律法规，熟悉文艺演出的管理制度和规定；
３ 熟悉我国戏曲音乐基础知识，能对戏曲人物角色进行分析；
４ 熟悉一种戏曲的表演知识与方法，了解戏曲各流派的相关知识；
５ 掌握扎实的戏曲表演基本功和舞台表演技巧，能进行舞台表演和塑造人物形象；
６ 具有表达及沟通的能力，能进行戏曲表演的组织、管理等辅助性工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中国戏曲简史、戏曲音乐、戏曲表演理论与创作技巧、视唱练耳、舞台编剧、基本乐理、文艺学

基础、戏曲艺术基础理论、剧目等。

在校内进行戏曲表演训练；在校外进行戏曲表演的舞台实践。

专业（技能）方向

昆曲、京剧、黄梅戏、越剧、豫剧、评剧、川剧

对应职业（岗位）

戏剧演员（２－１０－０３－０２）、曲艺演员（２－１０－０３－０４）、电影电视演员（２－１０－０３－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演员证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戏曲表演

本科：戏剧学

专业代码　 １４１１００
专业名称　 曲艺表演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曲艺表演艺术人员，以及高等院校艺术系科后备生。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级各类文艺团体、表演机构，从事说唱、弹唱表演及相关辅导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艺术品格；
２ 了解我国有关文艺的法律法规，熟悉文艺演出的管理制度和规定；
３ 具有对中国传统曲艺艺术的审美能力和一定的艺术修养，能进行专业的沟通和交流；
４ 能根据剧本角色，塑造人物形象；
５ 掌握说唱、弹唱的基础知识和技能，能进行专项曲艺说唱表演；
６ 熟悉音乐理论的一般常识，有曲艺乐器的演奏技能，能为曲艺表演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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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能正确领悟导演意图，具有依据剧本角色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文艺学基础、曲艺发展史、戏曲常识、表演基础、台词、视唱练耳、乐理常识等。

在校内进行曲艺专项的基础训练；在校外进行曲艺表演的舞台实践。

专业（技能）方向

评书、相声、说唱、滑稽戏

对应职业（岗位）

曲艺演员（２－１０－０３－０４）、电影电视演员（２－１０－０３－０１）、戏剧演员（２－１０－０３－０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演员证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戏曲表演

本科：戏剧学

专业代码　 １４１２００
专业名称　 戏剧表演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话剧、音乐剧、影视等表演艺术人员，以及高等院校艺术系科后备生。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级各类文艺团体，从事话剧、音乐剧、影视等表演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艺术品格；
２ 了解我国有关文艺的法律法规，熟悉文艺演出的管理制度和规定；
３ 具有对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审美能力和一定的艺术修养，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和沟通交流

能力；

４ 熟悉戏剧基础知识，能分析剧本，正确理解导演意图，塑造角色；
５ 有较扎实的戏剧表演基本技能和基本功，能进行舞台表演；
６ 有戏剧语言艺术的表演技能，能通过角色的台词、歌唱、舞蹈和形体动作等表现剧情。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艺术概论、表演艺术理论、中外戏剧简史、表演技术技巧、声乐、表导基础、视唱练耳、台词、化

妆、形体等。

在校内进行戏剧专项表演的基础训练；在校外进行戏剧表演的舞台实践。

专业（技能）方向

话剧表演、影视表演、音乐剧表演

对应职业（岗位）

戏剧演员（２－１０－０３－０２）、曲艺演员（２－１０－０３－０４）、电影电视演员（２－１０－０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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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演员证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表演艺术

本科：戏剧学

专业代码　 １４１３００
专业名称　 杂技与魔术表演
基本学制　 小学毕业生：６年　 初中毕业生：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杂技、魔术、马戏表演艺术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级各类杂技团、马戏团等文化团体，从事蹬技、手技、顶技、踩技、口

技、车技、爬竿、走索以及马术、魔术、戏法、杂耍和驯兽等技艺表演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艺术品格；
２ 了解我国有关文艺的法律法规，熟悉文艺演出的管理制度和规定；
３ 了解杂技、魔术、马戏的发展史，有对传统艺术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
４ 掌握杂技、魔术、马戏表演的基础知识；有按节目内容与形式要求编排节目的能力；
５ 有扎实的杂技、魔术、马戏表演的基本技能，能进行演出；
６ 具有独立或与搭档、驯兽等进行排练、操演的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中国民间艺术史，杂技、魔术、马戏发展史，戏曲常识，文艺学基础，美术基础，音乐基础，杂

技、魔术、马戏基础，中国杂技简史，国际马戏概论等。

在校内进行杂技、魔术、马戏的基础训练；在校外进行考察（艺术与社会）与表演实践。

专业（技能）方向

杂技表演、魔术表演、马戏表演

对应职业（岗位）

杂技魔术演员（２－１０－０３－０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演员证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表演艺术

本科：表演

专业代码　 １４１４００
专业名称　 木偶与皮影表演及制作
基本学制　 小学毕业生：６年　 初中毕业生：３～４年
２４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木偶、皮影表演及制作的艺术人员，以及高等院校艺术系科后备生。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级各类文艺团体，从事木偶戏、皮影戏表演和制作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艺术品格；
２ 了解我国有关文艺的法律法规，熟悉文艺演出的管理制度和规定；
３ 对中国传统艺术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能进行木偶、皮影节目的编排；
４ 掌握木偶、皮影制作的知识与技巧，有根据剧目要求制作出各类艺术形象的能力；
５ 具有制作各类木偶的形体及相应服装服饰、幕布、布景、道具的能力；
６ 具有根据传统特色、现代人物脸谱、动物形象，制作出各类艺术形象的能力；
７ 了解与木偶、皮影表演有关的音乐、舞美、戏曲、戏剧知识，掌握木偶、皮影的表演技巧，能

进行舞台表演；

８ 具有应用计算机辅助完成木偶、皮影设计的基础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艺术概论基础、木偶发展史、戏曲常识、戏剧常识，木偶制作、皮影制作、素描、水粉、泥塑、纸

扎、服装设计、道具、人物装饰和脸谱的知识等。

在校内外进行木偶、皮影表演及制作的各项实训、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木偶表演、木偶制作、皮影表演、皮影设计与制作

对应职业（岗位）

木偶戏演员（２－１０－０３－０８）、木偶制作工、皮影戏演员（２－１０－０３－０７）、皮影制作工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演员证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表演艺术

本科：表演

专业代码　 １４１５００
专业名称　 乐器修造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乐器制作、维修的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乐器制作加工行业，从事乐器制作、加工、维修服务及营销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从业素养；
２ 掌握音乐理论的一般知识与中外音乐的基础知识，了解各类乐器形制、结构、发声原理和

３４



音律及风格特征；

３ 能辨识乐器材料品质并进行选材；会使用制作工具，掌握维修与制作的工艺流程、标准和
方法；

４ 具有识图与制图的基本能力，能根据图纸要求设计制作方案，进行乐器制作；
５ 掌握对乐器进行初步测试的声学知识和技术；
６ 能领会音乐作品内涵，熟悉乐器演奏方法和音乐表现技巧，能演奏一定数量的中外优秀

曲目；

７ 具有产品营销知识和人际沟通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乐理、视唱练耳、乐器构造法、乐器材料应用与工艺、音乐声学与力学计算、工艺基础、乐器制

作理论、民族乐器制作技术、计算机制图、乐器养护与维修、市场营销基础等。

在校内外进行器乐演奏技能训练、制作与维修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钢琴调律、管弦乐器维修

对应职业（岗位）

乐器制作工、乐器维修工（４－０７－１０－０５）、钢琴调律师（４－０７－１０－０７）、钢琴及键盘乐器制作
工（６－２２－０３－０１）、提琴制作工（６－２２－０３－０２）、管乐器制作工（６－２２－０３－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乐器制作工、钢琴调律师（初级）、提琴制作工、管乐器制作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乐器制造技术、乐器修造技术、乐器维修服务

专业代码　 １４１６００
专业名称　 计算机音乐制作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运用计算机进行音乐制作的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影视、音乐制作企业、团体，从事计算机音乐制作、网络音乐制作、动

漫音乐制作、手机铃声制作、影视多媒体音乐制作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从业素养；
２ 掌握计算机音乐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３ 掌握与计算机音乐有关的软件及音源、合成器、多轨录音机、调音台等硬件器材的操作基

础知识；

４ 掌握计算机音乐的构成及工作方式，能进行计算机音乐录制及编辑；
５ 具有计算机音乐制作的初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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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乐理与视唱、中外音乐欣赏、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流行音乐风格、和声基础、实用作曲与编配、

数字音频制作、计算机音乐与 ＭＩＤＩ制作、录音合成、数码钢琴演奏、声乐、影视后期制作、多媒体
项目制作、音乐软硬件操作、键盘和声等。

在校内外进行计算机音乐制作实训与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计算机打谱员＃、数字录音师＃、数字音乐制作师☆（Ｘ２－０２－１３－１２）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音像技术

本科：数字媒体艺术

专业代码　 １４１７００
专业名称　 动漫游戏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动漫游戏设计与制作的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动漫游戏、广告传媒和与动漫相关的旅游工艺品生产企业，从事二维

和三维游戏制作、动画设计制作、游戏角色场景设计、游戏后期编辑、游戏音效工作，以及动漫游

戏衍生品的设计与制作、平面插图制作、广告动画制作员等专业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事业心、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团队精神；
２ 遵守动漫游戏设计与制作的相关政策法规、标准；
３ 熟悉动漫游戏产品设计与制作的工艺流程；
４ 能独立完成动漫游戏作品的简单设计与制作；
５ 具有动画美术造型能力与审美能力，掌握动画手绘技法，能够根据特定要求创作游戏动

画的简单作品；

６ 熟悉动漫游戏产品设计与制作的工艺流程；
７ 能与客户进行有效的沟通协调。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动画游戏素描、色彩表现基础、数字技术应用基础、动画前期创意、动画后期制作、二维动画

设计、动漫手绘、三维动画制作、二维游戏设计、游戏角色设计、游戏场景设计、三维游戏制作、动

画后期合成、平面插图制作、广告动画制作等。

在校内进行动漫游戏设计与制作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动漫设计制作、游戏设计制作、游戏后期编辑合成

对应职业（岗位）

动画绘制员（Ｘ２－１０－０７－１５），多媒体作品制作员（２－０２－１３－０７），网络课件设计师（Ｘ２－０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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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影视动画制作员（６－１９－０１－０４），平面插图制作员＃，游戏角色、游戏场景制作员＃，广告动
画制作员＃，游戏后期编辑＃，计算机操作员（３－０１－０２－０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动画绘制员 、多媒体作品制作员、网络课件设计师（四级）、计算机操作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动漫设计与制作、多媒体设计与制作、电脑艺术设计、影视广告、影视动画、影视多媒

体技术

本科：数字媒体艺术

专业代码　 １４１８００
专业名称　 网页平面设计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网页平面设计制作的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网络媒体行业、数字艺术行业，从事网页美术、网页广告、网页动画、

网站影视设计和制作、多媒体美术设计制作等岗位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事业心、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团队精神；
２ 遵守网络等媒体艺术设计和制作的政策法规、标准；
３ 掌握网络等媒体艺术设计和制作工具的使用技巧；
４ 熟悉网络等媒体艺术产品的设计与制作的工艺流程；
５ 能独立完成网络等媒体艺术作品的简单设计与制作；
６ 具有一定的美术造型能力和审美能力，能够根据特定要求创作网络等媒体艺术的简单

作品；

７ 能与客户进行有效的沟通协调。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美术造型基础、色彩表现基础、数字技术应用基础、网页动画设计、影像编辑、数字插图、网站

影视设计与制作、网页美术设计、动态网页制作、互动网站设计与制作、网络广告设计与制作等。

在校内进行网页平面设计与制作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网页美术设计制作、网页动画设计制作

对应职业（岗位）

网络编辑员（Ｘ２－１２－０２－０５）、网络课件设计师（Ｘ２－０２－１３－０９）、多媒体作品制作员（２－０２－１３－
０７）、动画绘制员（Ｘ２－１０－０７－１５）、影视动画制作员（６－１９－０１－０４）、网页美术制作与设计＃、网页
广告制作＃、网页动画设计制作＃、网页影视设计和制作＃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网络编辑员、网络课件设计师（四级）、多媒体作品制作员、动画绘制员、计算机操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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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图形图像制作、数字媒体技术、多媒体设计与制作

本科：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媒体技术

专业代码　 １４１９００
专业名称　 数字影像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数字影像艺术设计制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广播影视、影像艺术行业、多媒体设计行业，从事数字插图、数字影

像、影像采集修葺、影视栏目包装制作、影视动画制作、数字影视特效制作、数字影视合成、多媒体

制作等专业岗位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事业心、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团队精神；
２ 遵守数字艺术影视、影像的设计和制作标准、政策和法规；
３ 掌握现代数字影视、影像艺术设计和制作的工艺流程、工具使用技巧；
４ 能独立完成数字影视、影像艺术作品的简单设计与制作工作；
５ 具有一定的美术造型能力和审美能力；
６ 具有采集素材与一定的创新设计的能力，能够根据特定要求对数字影视、影像进行后期

艺术加工。

７ 能与客户进行有效的沟通协调。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美术造型基础、色彩表现基础、数字影像制作基础、数字插画、数字影像修葺、三维影视制作、

影视栏目策划、网页美术设计、版面设计制作、影视动画制作、影视特效合成、影视后期剪辑等。

在校内进行数字影像艺术设计、制作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数字影视艺术制作，数字影视动画制作，数字影像采集，修复与编辑

对应职业（岗位）

多媒体作品制作员（２－０２－１３－０７），动画绘制员（Ｘ２－１０－０７－１５），数字视频（ＤＶ）策划制作师
（Ｘ２－０２－１３－０８），数字视频合成师（Ｘ２－０２－１７－０４），影视动画制作员（６－１９－０１－０４），音像制品
制作复制人员（６－１９－０２－９９）；数字影像拍摄＃，数字摄影、摄像修葺及艺术处理＃ 、版面设计制
作＃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多媒体作品制作员、动画绘制员 、数字视频（ＤＶ）策划制作师（四级）、数字视频合成师（四
级）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影视多媒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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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影视学

专业代码　 １４２０００
专业名称　 工艺美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工艺美术设计与制作的操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工艺美术产品的生产与设计服务企业，从事工艺美术品的简单设计

与制作、礼品研发设计与市场营销、装潢设计制作、产品造型设计制作、室内设计与制作、家用纺

织品简单美术设计与制作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较高的艺术素养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２ 具有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团队协作精神，能不断吸收新知识；
３ 熟悉相关工艺美术产品生产技术与设计的工艺流程；
４ 具有美术造型能力与创新设计意识；
５ 具有装饰设计知识与装饰造型能力；
６ 具有初步的设计表达能力，能识读并绘制相关工艺美术专业设计制作图和设计效果图；
７ 能根据相关工艺美术专业设计图制作产品实样或设计模型；
８ 能使用计算机设计软件，完成工艺美术相关产品的简单设计与制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美术造型基础、设计色彩表现、装饰设计、装饰图案、形态构成、工艺美术相关设计软件、数字

图像应用技术、电脑绘图等。

在校内进行工艺美术品设计实习、工艺美术品制作实习，相关专业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

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工艺美术品设计与制作、装潢设计与制作、产品造型设计与制作、室内艺术设计与制作、家用

纺织品美术设计与制作

对应职业（岗位）

建筑模型设计制作员（Ｘ２－１０－０７－１３）、家具设计师（Ｘ２－１０－０７－１４）、家用纺织品设计师（Ｘ２－
１０－０７－１６）、陶瓷产品设计师（Ｘ２－１０－０７－１７）、装饰美工（６－２１－０８－０１）、工艺画制作工（６－２１－９９－
０３）、室内装饰设计员（２－１０－０７－０６）、装潢美术设计人员（２－１０－０７－０４）、色彩搭配师☆（Ｘ２－１０－０７
－２３）、首饰设计制作师☆（Ｘ２－１０－０７－１１）、玩具设计师☆（Ｘ２－１０－０７－１０）、地毯设计师☆（Ｘ２－１０－
０７－１９）、室内装饰设计人员☆（Ｘ２－１０－０７－０６）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建筑模型设计制作员 、家具设计师（四级）、陶瓷产品设计师（四级）、装饰美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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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艺术设计

专业代码　 １４２１００
专业名称　 美术绘画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美术绘画的创作与制作人员，以及美术类高等艺术院校的后备生。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升入美术类高等艺术院校，或面向新闻、出版、杂志、报社、电视台、网络等

传媒单位，从事绘画、雕塑等美术创作与制作工作，面向社区群众团体、文化馆（站），从事美术辅

导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较高的艺术素养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２ 具有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团队协作精神；
３ 具有美术鉴赏能力、造型能力、色彩表达能力；
４ 具有初步的绘画创作能力或雕塑制作能力；
５ 能使用计算机图形设计软件，进行与工艺美术专业相关的简单设计与制作；
６ 熟悉相关绘画和雕塑专业的制作工艺、材料与创作流程。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美术造型基础、色彩表现基础、速写、绘画设计与创作、中国传统书画、中外美术史知识、计算

机绘图、数字图像应用技术等。

在校内进行高考专业集训及写生、美术创作的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美术创作综合实训

或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中国画、油画、雕塑、壁画、漆画

对应职业（岗位）

装饰美工（６－２１－０８－０１）、雕塑翻制工（６－２１－０８－０２）、壁画制作工（６－２１－０８－０３）、工艺画制作工（６
－２１－９９－０３）、工艺品雕刻工（６－２１－０７－０１）、陶瓷装饰工（６－１８－０４－０４）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装饰美工、工艺品雕刻工、陶瓷装饰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美术、美术教育、艺术设计

本科：绘画、艺术设计

专业代码　 １４２２００
专业名称　 美术设计与制作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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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培养美术设计制作的操作人员及相关产品的营销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广告形象传播、视频与平面媒体、多媒体设计制作公司、会展企业等

现代传媒单位，从事视觉传达、图文设计、多媒体产品的设计、制作、营销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团队精神和较高的艺术素养；
２ 熟悉广告、展示、标识、多媒体等平面设计产品的设计、生产流程；
３ 具有美术造型能力、平面设计的初步能力与创新设计意识；
４ 具有一定的设计表达能力，能识读设计制作图和设计效果图，并绘制简单的效果图；
５ 能根据设计效果图制作产品实样或进行产品的输出与发布；
６ 能熟练使用美术设计软件，完成相关产品的简单设计与制作；
７ 掌握简单的消费心理学知识与营销知识，能从事一般美术设计产品的营销与服务工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美术基础造型、设计色彩表现、装饰图案、形态构成、数字图像应用技术、计算机绘图、视觉识

别设计、产品造型设计、平面广告设计与制作、效果图制作等。

在校内进行美术设计与制作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视觉传达、美术影视与动画、多媒体设计制作、会展美术设计制作

对应职业（岗位）

多媒体作品制作员（２－０２－１３－０７）、动画绘制员（Ｘ２－１０－０７－１５）、影视动画制作员（６－１９－
０１－０４）、会展设计师（Ｘ２－１０－０７－２２）、广告设计人员（２－１０－０７－０８）、色彩搭配师☆（Ｘ２－１０－０７
－２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多媒体作品制作员、动画绘制员、会展设计师（四级）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艺术设计、纺织品设计、应用艺术设计、皮具设计、首饰设计、陶瓷艺术设计、包装技术

与设计、装潢艺术设计、产品造型设计

本科：艺术设计

专业代码　 １４２３００
专业名称　 商品画制作与经营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商品画制作与经营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工艺美术、装饰品企业等单位，从事商品画制作与经销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艺术品格，遵守国家文化艺术及艺术品对外经营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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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具有一定的审美、鉴赏、艺术表达能力和美术造型能力；
３ 能运用绘画材料进行商品画复制和再创作；
４ 能运用造型、色彩、临摹、创作的基础知识与技能，进行商品画的创作与制作；
５ 熟悉商品画产品的制作、生产流程；
６ 掌握消费心理学知识与营销知识，能从事商品画产品的营销与服务工作。
７ 能与客户进行有效的沟通协调。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美术造型基础、色彩表现基础、设计色彩表现、装饰图案、商品画制作技法、中外美术史知识、

美术创作、油画名作欣赏、市场营销基础等。

在校内进行商品画制作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市场调研、商品画制作与经营等顶岗

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商品画制作、商品画经销

对应职业（岗位）

工艺画制作工（６－２１－９９－０３）、装饰美工（６－２１－０８－０１）、商品画营销员＃、色彩搭配师☆（Ｘ２
－１０－０７－２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装饰美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装饰艺术设计

本科：艺术设计

专业代码　 １４２４００
专业名称　 服装设计与工艺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服装设计与制作的操作及营销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类相关行业和企业，从事服装设计、服装制板、服饰手工艺制作、样

衣制作及营销等工作，也可自主创业，从事服装、服饰品设计和制作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较高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
２ 具有服装市场和流行信息的调研、收集、整理能力；
３ 能运用服装服饰基础知识，进行服装及服饰的初步设计；
４ 能识读服装制板图，进行服装结构分析，完成服装结构制板；
５ 能使用服装设备，结合服装工艺选取适合面料完成服装款式制作；
６ 能使用服装服饰手工艺技能进行初步服饰加工制作；
７ 能运用计算机及相关软件进行辅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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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美术造型基础、构成基础、图案、服装效果图、服装材料、服装设计、服装结构设计、服装结构

与制板、服装制作工艺、服装服饰手工艺、服装 ＣＡＤ、服装概论、服装营销等。
在校内外进行综合实训、服装调研实习、服装及服饰设计岗位实习、服装结构与制板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成衣设计、服装结构设计及制板、服饰手工艺制作、样衣制作、服装营销

对应职业（岗位）

服装设计人员（２－１０－０７－０５）、服装制作工（６－１１－０１－０４）、皮革加工工（６－１１－０３－０１）、剧
装工（６－１１－０１－０５）、裁剪工（６－１１－０１－０１）、缝纫工（６－１１－０１－０２）、缝纫品整型工（６－１１－０１－
０３）、缝纫制品充填处理工（６－１１－０４－０１）、影视服装员（６－１９－０１－０２）、针纺织品检验工（６－２６－
０１－１３）、服装鞋帽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１５）、服装制板工、服饰手工艺制作工、服装营销员、色彩搭
配师☆（Ｘ２－１０－０７－２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服装制作工、皮革加工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服装设计、服装设计与加工、服装工艺技术

本科：服装设计与工艺教育

专业代码　 １４２５００
专业名称　 服装展示与礼仪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服装表演、礼仪公关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服装行业及企业，从事服装表演、服装展示、服装销售、礼仪公关等

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２ 具有较好的艺术审美，对服装服饰特点有较强的理解能力；
３ 能运用服装表演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进行历代服饰和民族服饰的展演，造型优美，具有个

性的表现力；

４ 能运用公关礼仪知识与技能，进行相关服务工作；
５ 能运用市场营销知识与技能，进行服装营销与展示工作；
６ 具有初步的服装市场调研和信息分析、整理的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服装概论、音乐基础、服装设计与搭配、模特表演、化妆、形象设计、服装材料、服装史、表演基

础、市场营销基础、服装消费心理、礼仪、公共关系、摄影等。

在校内外进行形体训练、台步训练、表演训练、礼仪综合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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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方向

服装表演与展示、服装营销、公关礼仪服务

对应职业（岗位）

服装模特（４－０１－０２－０３）、展览讲解员（４－０４－０２－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服装模特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服装表演、服装营销与管理

本科：表演

专业代码　 １４２６００
专业名称　 皮革制品造型设计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皮革制品的造型设计与制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皮革制品行业企业，从事皮革制品设计、新产品研发、工艺制作等

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等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掌握美术造型的基础知识，具有初步的皮革制品造型设计能力和制板的基本技能；
３ 能运用计算机进行辅助设计；
４ 具有皮革制品生产过程中主要工序的工艺操作能力和工艺流程管理、主辅材料核算的

能力；

５ 了解皮革制品流行时尚，具有较熟练的皮革制品材料选择能力和一定的开发新产品的
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美术造型基础、皮革制品材料、皮革服装设计、皮革服装工艺、皮鞋结构设计、皮鞋工艺、皮具

工艺与设计、皮饰品工艺与设计等。

在校内进行皮革服装、皮鞋、皮具、皮饰品产品设计和工艺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顶岗

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皮革服装设计与工艺、皮鞋设计与工艺、皮具设计与工艺、皮饰品设计与工艺

对应职业（岗位）

制鞋工（６－１１－０２－０１）、皮革护理员、皮具设计师☆（Ｘ２－１０－０７－２０）、色彩搭配师☆（Ｘ２－１０
－０７－２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制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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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产品造型设计、鞋类设计与工艺

本科：艺术设计

专业代码　 １４２７００
专业名称　 珠宝玉石加工与营销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珠宝玉石加工人员和营销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珠宝质检站、旅游景点和珠宝商场等，从事珠宝玉石营销、鉴定和加

工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能遵守珠宝行业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诚实守信、讲究信誉、顾客至上；
２ 掌握珠宝玉石加工、经营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宝玉石营销知识；
３ 具有一定的绘画能力，掌握素描的基本原理、技能和表现规律，工艺美术图案的临摹；
４ 掌握宝石的款式与设计、宝石加工原理、加工工艺程序和方法，能加工制作符合质量要求

的凸面型和刻面型款式宝石成品；

５ 掌握玉雕的原材料选择、工艺件设计，熟练使用加工设备和工具，能运用玉雕加工工艺程
序和方法，对玉雕工艺件进行设计、琢雕、抛光和装饰；

６ 掌握宝石鉴定仪器设备的操作技术，能对宝玉石进行肉眼和仪器鉴定；
７ 能进行珠宝玉石的营销。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宝玉石基础、美术造型基础、工艺美术设计、宝石鉴定和鉴赏、宝石款式设计与加工工艺、玉

雕工艺、工艺编结（中国结）、宝石商贸、首饰制作（手工）、市场营销基础、公共关系基础等。

在校内进行工艺美术设计、宝石鉴定、宝石加工工艺、玉雕工艺、工艺编结等综合实训；在珠

宝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宝石加工工艺、玉雕工艺、宝石营销

对应职业（岗位）

宝石琢磨工（６－２１－０１－０１），贵金属首饰手工制作工（６－２１－０１－０２），贵金属首饰机制工（６－
２１－０１－０３），工艺品雕刻工（６－２１－０７－０１），人造宝石制作工（６－０４－９９－０４），贵金属首饰（６－２６－
０１－３５）、钻石、宝玉石检验员，珠宝首饰营业员（４－０１－０１－０１）、首饰设计制作师☆（Ｘ２－１０－０７－
１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宝石琢磨工，贵金属首饰手工制作工，贵金属首饰机制工，工艺品雕刻工，贵金属首饰、钻石、

宝玉石检验员，珠宝首饰营业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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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珠宝首饰工艺及鉴定

专业代码　 １４２８００
专业名称　 民间传统工艺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民间传统工艺品制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雕塑、织绣、装饰等单位，从事民间工艺品制作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弘扬祖国民间传统艺术的意识，遵守国家文化艺术法律法规；
２ 具有一定的审美、鉴赏和艺术表达能力；
３ 能用民间工艺品造型表达情感、意境；
４ 能运用民间传统工艺基本知识，进行民间传统艺术的收集整理；
５ 能运用造型、色彩、创作的基础知识与技能，进行民间工艺品制作；
６ 能收集和掌握部分民间传统工艺的制作方法。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艺术概论、中国工艺美术史、世界工艺美术史、素描、色彩、图案、速写、中国画基础、工艺品创

作、雕塑、织绣、装饰、书法等。

在校内进行民间传统工艺品的素描、雕塑及制作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雕塑、织绣、装饰

对应职业（岗位）

景泰蓝制作工（６－２１－０６－０１）、装饰美工（６－２１－０８－０１）、工艺品雕刻工（６－２１－０７－０１）、机
绣工（６－２１－０５－０１）、手绣制作工（６－２１－０５－０２）、抽纱挑编工（６－２１－０５－０３）、金属摆件工（６－２１
－０６－０２）、民间工艺品制作工（６－２１－９９－０１）、人造花制作工（６－２１－９９－０２）、工艺画制作工（６－
２１－９９－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景泰蓝制作工、装饰美工、工艺品雕刻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雕塑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

本科：艺术设计

专业代码　 １４２９００
专业名称　 民族音乐与舞蹈
基本学制　 小学在校及毕业生：６～７年　 初中毕业生：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表演、舞蹈表演、歌舞表演人员，以及为高等院校艺术系科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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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后备生源。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社会各类文艺团体、城乡文化馆（站）、社区、企事业单位、旅游景区

等民俗风情休闲度假地、娱乐场所等，从事民族民间传统乐曲演唱、民族传统乐器演奏、民族传统

舞蹈表演、原生态民间歌舞表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宣传、普及、推广与辅导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艺术品格、较强的团队精神；
２ 熟悉民族文化习俗，遵守民族、文化艺术的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
３ 掌握音乐、舞蹈基础知识，理解艺术创作中的形式与内容、技术与艺术的关系；具有鉴赏

能力和表现能力；了解传统民族音乐、舞蹈文化的传承状况；

４ 掌握较全面、扎实的舞蹈技术、技巧，能按照舞蹈编导的设计，正确参与二度创作；
５ 掌握不同地区多种形式的民族民间传统音乐、舞蹈风格；
６ 能正确运用发声方法和歌唱技巧，掌握 １～２ 种传统乐器操作技能和演奏技法，能独立演

（伴）奏；通过实践，形成音乐与舞蹈的综合表演能力；

７ 具有辅导他人和组织中、小型合唱合奏与舞蹈演出的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舞蹈简史、中外音乐史、音乐舞蹈欣赏、基本乐理、中国民族民间舞、外国代表性民间舞、国际

标准舞、现代舞、声乐、合唱指挥、器乐演（合）奏等。

在校内外进行舞蹈基础训练、声乐演唱技能训练、器乐演奏技能训练、表演实习、剧目与社会

演出实践。

专业（技能）方向

民族音乐表演、民族舞蹈表演、民族歌舞表演

对应职业（岗位）

歌唱演员（２－１０－０３－０６）、舞蹈演员（２－１０－０３－０３）、电影电视演员（２－１０－０３－０１）、戏剧演
员（２－１０－０３－０２）、民族乐器演奏员（２－１０－０４－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演员证、歌唱演员、舞蹈演员、电影电视演员、民族乐器演奏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舞蹈表演、音乐表演

本科：音乐表演、音乐学、舞蹈学、舞蹈编导

专业代码　 １４３０００
专业名称　 民族乐器修造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少数民族乐器制作、维修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民族乐器制作加工行业，从事乐器制作、加工、维修服务及营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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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能力要求

１ 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艺术品格；
２ 掌握音乐理论的一般知识与中外音乐的基础知识；了解常见民族乐器的形制、结构、发声

原理和音律及风格特征；

３ 能辨识乐器材料品质并进行选材；会使用制作工具，掌握维修与制作的工艺流程、标准和
方法；

４ 具有识图与制图的基本能力，能根据图纸要求设计制作方案，进行乐器制作；
５ 掌握对乐器初步测试的声学知识和技术；
６ 能领会音乐作品内涵，熟悉乐器演奏方法和音乐表现技巧，能演奏一定数量的中外优秀

曲目；

７ 具有产品营销知识和人际沟通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乐理、视唱练耳、乐器构造法、乐器材料应用与工艺、音乐声学与力学计算、工艺基础、乐器制

作理论、民族乐器制作技术、计算机制图、乐器养护与维修等。

在校内外进行器乐演奏技能训练、制作与维修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吹奏乐制作工（６－２２－０３－０５），打击乐制作工（６－２２－０３－０６），民族拉弦（６－２２－０３－０４）、弹
拨乐器制作工，管乐器制作工（６－２２－０３－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民族拉弦、弹拨乐器制作工，管乐器制作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乐器制造技术、乐器修造技术、乐器维修服务

专业代码　 １４３１００
专业名称　 民族美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民族传统美术的传继与制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民族传统绘画、民族装饰及雕塑、民族美术品、民族织绣等行业，从事

民族美术品的收集、传继、发掘、整理与制作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熟悉民族历史和文化习俗，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艺
术品格；

２ 具有一定的美术鉴赏能力、造型能力、色彩表达能力；
３ 能进行一定的民族传统绘画制作或雕塑制作；
４ 能运用民族美术品表达情感和意境；
５ 能运用造型、色彩、创作的基础知识与技能，进行民族美术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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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能运用民族传统艺术的知识，进行民族美术作品的收集整理、改良和创新。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美术造型基础、民族色彩表现基础、速写、白描、创作、民族美术、民族装饰图案及表现手法、

民族美术的材料及制作工艺、民族彩绘工艺、民族民风采集、计算机绘图等。

在校内外进行民族美术作品（如绘画、雕塑等）的制作实训和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民族版画、民族壁画、唐卡艺术

对应职业（岗位）

民族画师、民间工艺品制作工（６－２１－９９－１１）、装饰美工（６－２１－０８－０１）、壁画制作工、版画
制作工、工艺画制作工、工艺品雕刻工（６－２１－０７－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装饰美工、工艺品雕刻工、唐卡绘画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装饰艺术设计、雕刻艺术与家具设计、雕塑艺术设计

本科：绘画、雕塑、美术学

专业代码　 １４３２００
专业名称　 民族服装与服饰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民族服装服饰设计与制作的操作人员及营销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学生主要面向服装生产和销售企业，从事生产、营销和一般性管理、技术工作，或自主

创业，进行民族服装服饰制作、服饰手工艺制作及服装服饰营销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遵守国家的民族政策，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习俗，并具有较好的从业素养、审美
能力；

２ 能进行一至多个民族服装服饰的加工和制作；
３ 能进行服装及服饰初步设计，能在继承、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改良民族服装

服饰；

４ 能运用服装服饰设计制作基本知识，会使用服装加工设备、结合服装工艺选取适合面料
完成服装款式制作；

５ 能够运用计算机及相关软件进行民族服装与服饰的辅助设计。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民族服装简史、图案、绘画基础、计算机辅助设计、服装效果图、服装材料、服装结构与制板、

民族服装制作工艺、民族服装服饰手工艺、服装营销等。

在校内外进行民族服装服饰设计与制作综合实训、民族服装调研实习、民族服装及服饰设计

岗位实习、服装结构与制板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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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方向

民族服装制作技术、民族鞋帽制作技术、民族服饰制作技术

对应职业（岗位）

制帽工（６－１１－０２－０２）、服装制作工（６－１１－０１－０４）、制鞋工（６－１１－０２－０１）、皮革加工工（６－
１１－０３－０１）、毛皮加工工（６－１１－０３－０２）、推销员（４－０１－０２－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服装制作工、制鞋工、皮革加工工、毛皮加工工、推销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服装设计

本科：服装设计与工艺教育、服装设计与工程

专业代码　 １４３３００
专业名称　 民族织绣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民族民间传统织绣、刺绣、印花布织染、扎染织品以及花毡制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民间工艺品制作、旅游产品开发与制作等企业，从事织绣、刺绣、花毡

制作以及织品印染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遵守国家的民族政策，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习俗，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从业素养；
２ 具有一定的审美、鉴赏和艺术表达能力；
３ 具有用民族特有的织绣、刺绣、织花以及印染技法表达情感和意境的能力；
４ 能运用造型、色彩、创作的基础知识与纺、织、绣、染等技能，完成织绣作品的制作；
５ 掌握消费心理学知识与营销知识，能与客户进行有效的沟通协调，进行织绣产品的营销。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中国工艺美术史、艺术概论、素描、色彩、速写、创作、染整化学基础、针纺织品基础知识、染整

工艺 、染化料的分析和使用、织绣、刺绣、织染、花毡制作等。

在校内外进行民族织绣的单项、综合实训和岗位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花毡织造技艺、印花布织染技艺、民族刺绣技术

对应职业（岗位）

织布工（６－１０－０３－０４）、纺织染色工（６－１０－０５－０８）、手绣制作工（６－２１－０５－０２）、地毯设计
师☆（Ｘ２－１０－０７－１９）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织布工、纺织染色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现代纺织技术、染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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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纺织工程、轻化工程

专业代码　 １４３４００
专业名称　 民族民居装饰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民族民居装饰工程施工与管理、装饰工程预算、建筑装饰工程监理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民族地区建筑装饰企业、建筑装饰监理公司等，从事民族民居装饰工

程施工与管理、装饰工程预算、建筑装饰监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从业素养，遵守国家的民族政策，熟悉本民族的历史文化；
２ 具有民族民居装饰的艺术鉴赏能力；
３ 能运用民族装饰工艺的基本知识和木雕、砖雕、石膏雕花等民族特色表现技法和工艺，按

照施工设计要求和规范完成工作任务；

４ 具有识图能力、装饰材料和施工质量的检验能力、能分析和解决民族建筑装饰工程中的
实际问题等；

５ 具有装饰工程预算、装饰施工组织和管理的基本知识，能从事预算和工程管理工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美术基础、民族建筑彩绘、民族建筑构造、民族建筑及室内设计施工识图、装饰材料及构造、

施工管理、室内设计经典案例、建筑装饰预算与招投标、石膏花饰、木雕、砖饰、木棂格窗制作、金

属花窗制作、沟通等。

在校内外进行民族民居装饰的单项和综合实训、装饰施工顶岗实习等。

专业（技能）方向

装饰工程施工与管理、装饰工程预算、建筑装饰工程监理

对应职业（岗位）

装饰装修工（６－２３－０７－０１）、施工员、造价员、监理员、装饰工程预算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装饰装修工、施工员、造价员、监理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本科：建筑工程教育

专业代码　 １４３５００
专业名称　 民族工艺品制作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民族传统工艺品制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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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民族工艺品制作行业、企业等单位，从事民族工艺品设计与制作和旅

游产品开发制作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从业素养，遵守国家的民族政策，熟悉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习俗；
２ 能利用工艺美术知识，进行民族工艺品的简单设计、制作；
３ 能绘制民族工艺品设计图和效果图；
４ 具有用民族工艺品造型表达情感、意境的能力；
５ 能运用民族传统工艺一般常识和知识，进行传统艺术收集整理、改良和创新；
６ 具有独立制作实样或模型的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素描、色彩、民族图案与构成、装饰基础、基础造型、民族工艺美术、民族雕刻工艺（浅浮雕、

深浮雕、镂雕和透雕）、民族彩绘工艺（描金漆、绘画、民族书法）、计算机辅助设计、成型与装饰技

术、机械加工、焊接技艺、冶炼技艺等。

在校内进行民族工艺品制作（如雕刻、彩绘）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岗位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雕刻与雕塑、民族旅游工艺品制作、民族陶艺、刀具制作技艺

对应职业（岗位）

工艺品雕刻工（６－２１－０７－０１）、手工木工（６－１５－０３－０１）、精细木工（６－１５－０３－０３）、民间工
艺品制作工（６－２１－９９－０１）、装饰美工（６－２１－０８－０１）、陶瓷产品设计师☆（Ｘ２－１０－０７－１７）、陶瓷
工艺师☆（Ｘ２－１０－０７－１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工艺品雕刻工、手工木工、精细木工、装饰美工

继续教育举例

高职：艺术设计、雕塑艺术设计

本科：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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