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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　 交通运输类

专业代码　 ０８０１００
专业名称　 铁道运输管理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铁路行车组织、运输客货服务的作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铁路行业和企业的运输部门，从事铁路运输基层站段的运输操作、组

织管理和服务，以及铁道行车组织、调度组织、客运组织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等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掌握运输组织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３ 掌握线路站场、机车车辆、信号设备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４ 能正确执行和运用规章解决运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５ 能从事相关运输生产组织、经营管理和调度指挥的初级岗位工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制图、机械基础、金属加工基础、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线路及站场、机车车辆、信号设

备、行车组织、铁路货运组织、客运组织、运输信息管理、行车规章等。

在校内进行专业能力综合实训；在铁路运输部门进行行车、货运、客运等岗位综合实习和顶

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铁路运输行车组织、铁路运输客货服务

对应职业（岗位）

调车长（６－２４－０２－０５）、连接员（６－２４－０２－０５）、制动员（６－２４－０２－０５）、扳道员（６－２４－０２－
０１）、车号员（６－２４－０１－０３）、货运员（４－０５－０２－０５）、铁路客运员（４－０５－０２－０２）、列车员（４－０５－
０２－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调车长、连接员、制动员、扳道员、车号员、货运员、铁路客运员、列车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铁道运输经济

本科：交通运输

专业代码　 ０８０２００
专业名称　 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

基本学制　 ３～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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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铁路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的作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铁路机车运用和检修企业，从事电力机车驾驶、维护、修理及检测等

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等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能识读复杂装配图，绘制简单的机械零件图；
３ 掌握锉、钻、锯等操作技能，能正确选择使用电工仪器仪表进行测量；
４ 能使用和检查制动机，并能对常见故障进行分析、判断和处理；
５ 能判断和处理电力机车电机、电器常见故障；
６ 在电力机车驾驶、维护、检查、试验以及故障分析和处理的过程中，能进行实际操作并能

解决一般性的技术问题。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制图、机械基础、金属加工基础、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电气测试技术、电力机车电机与

电器、电力机车总体与走行部、电空制动机、电力机车控制、电力机车运用与规章、列车牵引计

算等。

在校内进行钳工、机车电工实训，专业能力综合技能实训；在铁路机车运用与检修企业进行

岗位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电力机车检修、电力机车运用

对应职业（岗位）

电力机车钳工（６－０５－０７－０２）、机车电工（６－０５－０７－０４）、电力机车司机（６－２４－０２－０７）、机车检
查保养员（６－２４－０２－１０）、机车整备工（６－２４－０２－１０）、制动钳工（６－０５－０７－０６）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电力机车钳工、机车电工、电力机车司机、机车检查保养员、机车整备工、制动钳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铁道机车车辆

本科：交通运输、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８０３００
专业名称　 内燃机车运用与检修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铁路内燃机车运用与检修的作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铁道内燃机车运用和检修企业，从事内燃机车驾驶、维护、修理及检

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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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等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能识读一定难度的部件装配图，绘制一般的机械零件图；
３ 掌握锉、钻、锯等操作技能，能正确选择使用电工仪器仪表进行测量；
４ 能使用和检查制动机，并能对常见故障进行分析、判断和处理；
５ 能独立检修内燃机车主要零部件；
６ 在内燃机车驾驶、维护、检查、试验以及故障分析和处理的过程中，能进行实际操作并能

解决一般性的技术问题。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制图、机械基础、金属加工基础、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工程热力学基础、内燃机车柴油

机、内燃机车总成、内燃机车电力传动、空气制动机、内燃机车运用、内燃机车检修、牵引计算、内

燃机车故障综合分析和处理、轨道车、养路机械等。

在校内进行钳工、维修电工实训，专业能力综合技能实训；在内燃机车运用与检修企业进行

岗位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内燃机车检修、内燃机车运用

对应职业（岗位）

内燃机车钳工（６－０５－０７－０２）、机车电工（６－０５－０７－０４）、内燃机车司机（６－２４－０２－０７）、轨
道车司机（６－２３－０９－０３）、大型线路机械司机（６－２３－０９－０３）、机车检查保养员（６－２４－０２－１０）、
机车整备工（６－２４－０２－１０）、制动钳工（６－０５－０７－０６）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内燃机车钳工、机车电工、内燃机车司机、轨道车司机、大型线路机械司机、机车检查保养员、

机车整备工、制动钳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铁道机车车辆、铁道车辆

本科：交通运输、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８０４００
专业名称　 铁道车辆运用与检修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铁路车辆运用与检修的作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铁路以及铁道车辆生产与检修企业，从事铁道车辆运用、维护、修理、

检测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等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能识读一定难度的部件装配图，绘制一般的机械零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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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能在车辆维护、修理过程中应用电工电子、液气传动、传感器等控制技术；
４ 能检测及维修车辆空调装置；
５ 能对车辆制动系统进行维修、试验，能处理常见故障；
６ 能检测、维修、调试车辆电机、电器；
７ 能从事铁道车辆常见故障分析和处理的工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制图、机械基础、金属加工基础、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检测与传感、车辆行走装置、车辆

钩缓及车体、车辆制动装置、车辆安全检测技术、检修装备、客车空调装置、车辆电机、车辆电器、

列车电路、车辆传动与控制等。

在校内进行钳工、维修电工实训，专业能力综合技能实训；在车辆生产与检修企业进行岗位

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铁道客运车辆运用与检修、铁道货运车辆运用与检修、铁道客车空调检修

对应职业（岗位）

车辆钳工（６－０５－０７－０３）、车辆电工（６－０５－０７－０５）、制动钳工（６－０５－０７－０６）、发电车乘务
员（６－２４－０２－０９）、列车轴温检测员（６－２４－０２－１２）、检车员（６－０５－０７－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车辆钳工、车辆电工、制动钳工、发电车乘务员、列车轴温检测员、检车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铁道车辆

本科：交通运输、车辆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８０５００
专业名称　 电气化铁道供电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电气化铁道供电的作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铁路企业的电气化铁道牵引供电系统的运行、维修和施工部门，从事

电气化铁道牵引供电设备的运行、维修、安装、调试和故障处理工作，也可从事电气化铁道牵引供

电系统的电力调度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掌握电气化铁道牵引供电部门的规章制度；
３ 能在供电系统及其设备维修、安装、调试过程中应用电工、电子技术、电机与拖动等控制

技术；

４ 能正确选择并使用常用电工、电子仪器进行检测；
５ 在电气化铁道牵引供电系统运行、维修、安装、调试、施工过程中，能进行实际操作并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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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简单的技术问题；

６ 具有电气化铁道牵引供电系统运行调度指挥和进行远程控制的初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常识与钳工、电工技术基础、电子技术基础、电气测试技术、变流技术、高电压技术、牵引

变电所、继电保护、接触网、电气化供电系统、牵引供电安全与规章、供电远动技术等。

在校内进行维修电工实训、开关电器检修实训、变压器检修实训，专业能力综合技能实训

（包含接触网实训和变电所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岗位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牵引供电运行与检修、接触网运行与检修

对应职业（岗位）

变电站值班员（６－０７－０３－０２）、接触网工（６－０７－０６－０４）、电力线路工（６－０７－０６－０４）、维修
电工（６－０７－０６－０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变电站值班员、接触网工、电力线路工、维修电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电气化铁道技术

本科：交通运输

专业代码　 ０８０６００
专业名称　 铁道信号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铁道信号系统运行与检修的作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铁路企业的电务、工程等部门，从事信号设备的安装、调试、维护和管

理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能识读信号设备的各种零配件图；
３ 掌握微机、单片机原理及其应用，并能进行简单应用程序设计；
４ 能测试、维修轨道信号电路，并能处理一般故障；
５ 在信号主要设备的安装施工、操作调试与维护、一般故障分析处理过程中，能进行实际操

作并能解决一般性的技术问题；

６ 能从事信号设备的维修施工等技术工作，及部分信号技术与管理工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常识与钳工、电工技术基础、电子技术基础、微机原理、信号基础、车站信号、区间信号、

驼峰信号、信号电源、信号测量、调度监控和调度集中、计算机连锁、信号设计与施工等。

在校内进行电子与电气设备组装实训、信号设备故障分析处理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车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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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区间信号、驼峰信号等实习，以及岗位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铁道信号系统运行，信号设备安装、调试与维修

对应职业（岗位）

铁路信号工（６－２４－０２－１５）、信号钳工（６－０８－０４－１４）、信号组调工（６－０８－０４－１４）、信号员
（６－２４－０２－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铁路信号工、信号钳工、信号组调工、信号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铁道通信信号

本科：交通运输

专业代码　 ０８０７００
专业名称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输部门，从事城市轨道交通运输车站的运输操作、

组织管理和服务，以及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调度组织、客运组织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掌握运输组织管理的基本知识；
３ 掌握车站、车辆、工务、供电、信号等运输设备的基本知识；
４ 能正确执行和运用规章解决运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５ 能从事相关客运生产组织、经营管理和调度指挥的初级岗位工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常识与钳工、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城市轨道交通行车规章、城

市轨道交通运输设备、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轨道交通行车组织、轨道交通客运组织、城市轨道交通

企业管理。

在校内进行车站实训、运营管理实训、自动售检票系统（ＡＦＣ）认识实训、运营调度实训等。
专业能力综合实训；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输部门进行岗位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服务、车站管理

对应职业（岗位）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站务员、城市轨道交通行车值班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车站值班员、站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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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本科：交通运输

专业代码　 ０８０８００
专业名称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作业人员以及电动列车驾驶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生产与运用检修部门，从事车辆运用、维护、修理、

检测、驾驶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能识读机械部件装配图，绘制一般的机械零件图；
３ 能在车辆维护、修理过程中应用电工电子、液气传动、传感器等控制技术；
４ 会检测及维修车辆空调装置；
５ 会对车辆制动系统进行维修、试验，能处理常见故障；
６ 会检测、维修、调试车辆电机、电器；
７ 能进行电动列车驾驶及常见故障分析和处理。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制图、机械基础、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电气测试技术、液压与气动、检测与传感、车辆行

走装置、车辆钩缓及车体、车辆制动装置、车辆检修装备、空调装置、车辆电机、车辆电器、列车电

路与故障分析、运用与规章、传动与控制等。

在校内进行钳工、维修电工实训，专业能力综合技能实训；在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企业

进行岗位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驾驶、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检修

对应职业（岗位）

电力机车司机（６－２４－０２－０７）、电动列车电气钳工＃、电动列车机械钳工＃、车辆钳工（６－０５－
０７－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电力机车司机、电力机车钳工、机车电工、车辆钳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本科：交通运输

专业代码　 ０８０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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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城市轨道交通供电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城市轨道交通牵引与供电设备的操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的轨道交通牵引供电系统的施工、运行和维修部

门，从事牵引供电系统的施工、安装、运行、维修、调试和故障处理工作，也可从事牵引供电系统的

电力调度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掌握城市轨道交通牵引供电部门的规章制度；
３ 能在供电系统及其设备维修、安装、调试过程中应用电工、电子技术、电气测试技术等；
４ 正确选择并使用常用电工、电子仪器进行检测；
５ 在供电系统运行、维修、安装、调试、施工过程中，会实际操作并解决简单技术问题；
６ 具有供电系统运行调度指挥和进行远程控制的初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常识与钳工实训、电工技术基础、电子技术基础、电气测试技术、变流技术、高电压技术、

牵引变电所、继电保护、接触网、电气化供电系统、牵引供电安全与规章、供电远动技术等。

在校内进行维修电工实训、开关电器检修实训、变压器检修实训，专业能力综合技能实训

（包含接触网实训和变电所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岗位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变电站供电运行与检修、接触网（轨）施工与检修

对应职业（岗位）

变电站值班员（６－０７－０３－０２），城轨接触网检修工（Ｘ６－０７－０６－０６），维修电工（６－０７－０６－
０５），其他电力设备安装（６－０７－９９－００）、运行、检修及供电人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变电站值班员、城轨接触网检修工、维修电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城市轨道交通控制

本科：交通运输

专业代码　 ０８１０００
专业名称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城市轨道交通信号设备的作业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城市轨道交通与相关信号企业，从事信号设备的施工、调试、检修、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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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保养以及一般性技术管理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能识读信号设备的各种零配件图；
３ 掌握微机、单片机原理及其应用，能进行简单应用程序设计；
４ 能测试、维修轨道电路，及处理一般故障；
５ 能对列车运行自动控制系统进行操作、维护和故障处理；
６ 能进行信号设备的安装、调试、维护和一般故障处理；
７ 能从事信号设备的维修与管理工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常识与钳工、电工技术基础、电子技术基础、微机原理、信号基础、车站信号、信号电源、

信号测量、调度监控和调度集中、计算机连锁、机车信号、列车运行自动控制、城市轨道信号系统、

信号设计与施工等。

在校内进行电子与电气设备组装实训、信号设备故障分析处理实训；在城市轨道交通企业进

行车站信号、区间信号、驼峰信号等实习以及岗位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运行、城市轨道交通信号设备检修

对应职业（岗位）

地铁列车信号工＃、地铁行车监控信号工＃、信号钳工（６－０８－０４－１４）、信号组调工（６－０８－
０４－１４）、信号员（６－２４－０２－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铁路信号工、信号钳工、信号组调工、信号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城市轨道交通控制

本科：交通运输

专业代码　 ０８１１００
专业名称　 船舶驾驶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船舶驾驶员及船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船舶运输和渔业捕捞企业，从事船舶驾驶及船舶甲板设备操作、维护

及管理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掌握船舶原理、海洋学、河流学、气象学的基本知识；
３ 掌握航海、船舶操纵、内河引航、避碰、客货运输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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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具有舱面工作、驾驶员及船员的专业操作技能；
５ 能进行船舶驾驶，并达到操作级船员的任职标准；
６ 能独立进行航行值班及处理突发事件；
７ 能独立进行停泊值班，能绘制货物配积载图及计算、校核与调整船舶稳定性与吃水差；
８ 能进行内河引航。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航海学基础、船舶值班与避碰、海洋与气象、航海仪器、船舶货运、船舶管理、船舶结构与设

备、船舶操纵、内河引航、运输业务与海商法、专业英语等。

在校内进行海图作业、船舶定位实训、航海仪器运用实训、货物积载与系固实训、船舶电站操

作实训、救生艇与救助艇应用实训、消防和急救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航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航运管理、船舶业务

对应职业（岗位）

船舶驾驶员、船舶水手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船舶驾驶员、船舶水手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航海技术

本科：航海技术

专业代码　 ０８１２００
专业名称　 轮机管理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船舶轮机操作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船舶航运公司和渔业部门，从事船舶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的使用、维

修和管理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掌握电工技术、机械识图、轮机工程及热力学的基础知识；
３ 掌握船舶柴油机、各类辅机和电气设备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４ 能操作、维护、管理船舶主机、辅机、电气设备、管系及附属装置等轮机设备；
５ 能正确识别应变信号和使用、维护船内通信；
６ 熟悉轮机管理规章制度，能判断和处理机务事故。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常识与钳工、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轮机工程基础、热工基础、轮机英语、船舶柴油机结

构与原理、船舶辅机结构与原理、船舶电气维修、轮机管理、船舶管理、轮机维修等。

０１



在校内进行金属加工与实训、电工技术与电气测试实训、动力设备操作与拆装实训、船舶电

站操作实训、救生艇与救助艇使用实训、消防和急救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航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船舶机械设备运用与维修、船舶电气设备运用与维修

对应职业（岗位）

船舶轮机员、船舶机工、船舶电工、船舶甲板设备操作工（６－２４－０４－０１）、船舶机舱设备操作
工（６－２４－０４－０２）、燃气轮机运行值班员（Ｘ６－０７－０２－１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船舶轮机员、船舶机工、船舶电工、船舶甲板设备操作工、船舶机舱设备操作工、燃气轮机运

行值班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轮机工程技术

本科：轮机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８１３００
专业名称　 船舶水手与机工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船舶水手和船舶机工的复合型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船舶运输公司和渔业部门，从事船舶甲板设备、船舶机舱设备操作、

维护及管理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掌握船舶甲板机械设备、船舶航行设备、柴油机、各类辅助机械和电气设备的基本知识；
３ 具有支持级水手和机工的操作技能，能胜任 ７５０ｋＷ及以上船舶轮机值班工作、５００ 总吨

及以上船舶水手值班工作；

４ 具有钳工、车工和焊工的操作技能；
５ 能正确识别应变信号和使用船内通信；
６ 能操作、维护、管理船舶甲板机械设备与船舶航行设备；
７ 能操作、维护、管理船舶主推进动力装置、辅机、电气设备、管系及附属装置等轮机设备。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常识与钳工、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轮机工程基础、船舶柴油机维修、船舶辅机维修、船

舶管理、机工值班、航海基础、船舶结构与设备维修、航海英语等。

在校内进行金属加工与实训、电工与电气测试实训、水手值班实训、机工值班实训、救生艇与

救助艇使用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航行顶岗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船舶水手、船舶轮机员、船舶机工、船舶电工、船舶甲板设备操作工（６－２４－０４－０１）、船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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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设备操作工（６－２４－０４－０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船舶水手、船舶轮机员、船舶机工、船舶电工、船舶甲板设备操作工、船舶机舱设备操作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轮机工程技术

本科：轮机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８１４００
专业名称　 船舶电气技术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船舶电气技术运用的操作人员。

业务范围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船舶修造厂及船舶航运、渔业等相关企业，从事船舶电气设备的安

装、调试、使用、保养与维修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掌握电工基础、电子技术、电机及拖动、机舱自动化的基本知识；
３ 掌握船舶电力系统、信号系统及电气设备的基本知识；
４ 能进行船舶电气设备的安装调试；
５ 具有分析和解决现场一般技术问题的基本能力；
６ 具有船舶电气工种的基本操作技能；
７ 具有船舶电气设备运行、修理及技术管理的初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电工技术基础与技能、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电机与拖动基础、船舶电站、船舶电力拖动基

础、轮机自动化、ＰＬＣ 技术与应用、船舶信号与系统、船舶电气管理、交直流调速方法、企业管
理等。

在校内进行船舶电器安装调试实训、船舶电站装调与操作实训、船舶电气设备生产工艺实

训、电机维修实训、电工工艺与电气测试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岗位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船舶电气管理、船舶电气装调

对应职业（岗位）

船舶电工（６－０５－１８－０３）、船舶修理工（６－０６－０１－０３）、船舶电气装配工（６－０５－１８－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船舶电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船舶工程技术

本科：船舶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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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０８１５００
专业名称　 船舶通信与导航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船舶通信与导航设备的操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航运、渔业企业，从事船舶通信与导航设备的操作与维修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掌握电工、电子线路的基础知识；
３ 掌握船舶通信与导航设备、通信业务与安全通信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４ 能进行国际、国内日常通信，处理海难事故及进行海上营救通信；
５ 能进行船舶通信与导航设备的管理、维护、测试、故障初步诊断，并能解决简单的技术

问题；

６ 能操作海上遇险安全系统相应设备；
７ 具有进行日常英语业务会话的初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电工技术基础与技能、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单边带收发信机、窄带直接印字电报终端设备、

数字选择性呼叫终端设备、卫星通信原理与设备、甚高频电话、卫星应急示位标、通信业务、船舶

导航设备、船舶电航设备、雷达与 ＡＲＰＡ、专业英语等。
在校内进行船舶通信与导航设备拆装与检修实训、ＧＭＤＳＳ 设备操作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

岗位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船舶通信与导航设备运用、电子仪器设备维修

对应职业（岗位）

船舶电工（６－０５－１８－０３）、通信设备检验工、船舶引航员（２－０４－０２－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船舶电工、通信设备检验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通信技术、电子设备与运行管理

本科：船舶电子电气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８１６００
专业名称　 外轮理货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外轮理货和货物储运的业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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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口岸企业、外贸及涉外企业，从事国际、国内航线船舶的理货，国际、

国内集装箱理箱及货物储运等业务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掌握海运地理、船舶和货运、港口装卸组织、集装箱运输和外轮理货的基本知识；
３ 能较熟练地运算、绘制积载图；
４ 能独立处理业务单据；
５ 具有分析和解决外轮理货问题的初步能力；
６ 能组织港口装卸、处理集装箱和运输业务；
７ 具有一定的英语会话能力，能读懂英语专业资料和处理英文商务信函。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海运地理、货运基础、理货英语、船舶原理与积载、港口装卸工作组织、集装箱运输、外轮理货

单据处理、国际贸易与海运等。

在校内进行外轮理货及操作实训、集装箱运输管理及应用实训、外轮理货电子商务仿真实

训；在相关企业进行港区库场实习、理货顶岗操作实习、多岗位轮岗单证操作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集装箱运输理货管理、外轮理货电子商务化管理

对应职业（岗位）

船舶理货员、港口理货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船舶理货员、港口理货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国际航运业务管理

本科：交通运输

专业代码　 ０８１７００
专业名称　 船舶检验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船舶检验的操作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船舶修造及航运企业，从事船体建造、船舶设备安装、船舶涂装、船舶

修理等的检验及相关管理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掌握电工电子技术、机械制图、机械工程的基础知识；
３ 掌握船用材料、船体、船舶设备、轮机设备、电气设备及其检验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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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能检查试验船用材料，实施船舶焊接无损检测；
５ 能对船体、船舶设备、轮机设备和电气设备进行检验；
６ 能制定船舶检验工艺和实施现场检验，能进行修造船质量管理；
７ 具有编制船舶检验计划表和出具船舶检验报告的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船舶电工基础、机械制图、船体结构与制图、机械基础、船舶原理、船舶结构与强度、船体修造

工艺、船舶建造测量与精度管理、船舶动力装置及安装工艺、船舶设备与系统、船舶安全管理、船

舶轮机检验、船舶电气设备检验、船舶焊接无损检测等。

在校内进行焊接实训、机械加工实训、柴油机拆装实训、船舶检验综合实训；在船舶修造与航

运企业进行岗位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船舶电焊工（６－０５－１８－０１）、船舶电工（６－０５－１８－０３）、船舶修理工（６－０６－０１－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船舶电焊工、船舶电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船舶检验

本科：交通运输

专业代码　 ０８１８００
专业名称　 港口机械运行与维护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港口机械运行与维护的作业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海港、河港企业，从事港口机械的操作、维护、修理及管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能绘制简单的机械零件图和进行起重机零部件的测绘；
３ 熟悉常用港口机械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
４ 能熟练操作各类港口机械并能合理调配机械设备；
５ 能正确选择常用工具、量具、检测仪器设备对港口机械进行维护和修理。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制图、机械基础、金属加工基础、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液压传动、港口起重机械、装卸搬

运机械、内燃机结构与拆装、港口机械维修等。

在校内进行港口机械操作实训、内燃机拆装实训等；在海港、河港企业进行综合实训和顶岗

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６－２４－０５－０３）、皮带输送机操作工、港机检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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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皮带输送机操作工、港机检查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港口物流设备与自动控制

本科：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８１９００
专业名称　 工程潜水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各类涉水工程的潜水作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航运、海上石油开采、水利、救助打捞等单位，从事水下施工、维修、检

测等潜水工作及相关水面作业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熟悉国内外潜水条例与规程，能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
意识；

２ 掌握基础水文、船舶工程、水下建筑结构、空气潜水等基础知识，能识读简单的工程图纸；
３ 掌握水下救助的基本知识，具有救助打捞的技能；
４ 掌握轻装潜水、重装潜水、混合气潜水理论，具有 ５０ ｍ以下的工程潜水作业技能；
５ 能进行水下目力检查，具有操作水下摄影、摄像等设备的能力；
６ 具有组织和实施水下爆破、水下电焊与电割、水下打捞等工程作业的初步能力；
７ 具有适应水下复杂环境的应变能力和处理突发事件的初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工程制图、工程力学基础、潜水物理、潜水医学基础、基础水文、船舶及水下设施结构、轻

（重）装潜水、混合气潜水技术、救捞工艺、水下焊接与切割技术、水下爆破技术、水下摄影摄

像等。

在校内进行急救实训、水下封堵实训、水下除泥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岗位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水下切割与焊接、水下目视检测、水下打捞

对应职业（岗位）

潜水员（６－２４－０４－０４）、航道潜水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潜水员、航道潜水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航道工程技术

本科：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６１



专业代码　 ０８２０００
专业名称　 水路运输管理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水路运输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水路营运的基层单位，从事水路营运的运输组织、计划调度、经营服

务等管理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营运、环境保护、节能、成本、效率和服务意识；
２ 具有水路运输方面经济、统计和会计等基本知识；
３ 能对水路运输市场进行调查，组织客货运输和营运管理；
４ 能依法管理运输市场并进行基本的安全检验；
５ 能合理调配港口装卸机械设备；
６ 能运用港口客货运站场、物流中心设施开展营运业务。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交通运输会计、水路运输组织与管理、市场调查与预测、合同法与交通运输法律法规、公共关

系基础等。

在校内进行模拟客货运站场运营实训、配送及运输实训；在水路运输企业进行综合实习或顶

岗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港口客运员（４－０５－０４－０２）、物流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港口客运员、物流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水运管理

本科：交通运输

专业代码　 ０８２１００
专业名称　 民航运输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民航客货运输的地面作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航空公司、机场以及航空运输销售代理等民航企业，从事民航客票销

售、旅客运输、载重平衡、行李运输、空港货物运输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了解旅客或货主的心理需求，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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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熟练运用服务、公关沟通技巧，规范使用岗位服务用语；
３ 掌握国内和国际民航客货运输业务的基础知识，了解民航运输各个岗位的工作流程及与

民航运输相关的法律法规；

４ 会填开国内、国际客票和正确处理客票特殊情况；
５ 掌握乘机手续、候机楼服务、行李运输、货物的接收、交付、待运、空港货物的常规操作以

及特殊情况的处理；

６ 掌握民航旅客订座、离港、货代与空港货运等系统的操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服务心理学基础、民航商务运输、民航客票销售、民航旅客运输、空港货物运输、民航货运销

售、民航危险品运输、载重平衡、民航商务英语等。

在校内进行民航旅客订座系统、离港系统、货运操作系统等综合实训；在民航运输企业进行

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民航客票销售、民航值机、载重平衡、行李运输、民航货运销售、空港货运操作、机场场务员

（Ｘ６－２３－０９－０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民航售票员、民航客运员、民航货运员、民航客运销售代理、民航货运销售代理、机场场务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民航运输

本科：交通运输

专业代码　 ０８２２００
专业名称　 飞机维修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飞机维修操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民用飞机的机务维修部门，从事飞机机体、发动机、机电设备及电子

系统的检查、勤务、维护和修理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熟悉飞机维修规程，具有安全生产和防护意识；
２ 掌握典型机型、发动机、主要机载电子电气设备的构造、工作原理、使用及维护等基本

知识；

３ 能阅读日常机务维修工作中所涉及的主要维修手册、维修文件、工作单卡；
４ 能正确选择并使用飞机维修行业中常用的工具、量具、电子、电气测试仪器仪表及辅助

设备；

５ 具有简单电子线路制作、紧固件拆装、钳工、钣金加工等维修基本技能；
６ 能对常见机型的机械、电气、电子系统进行功能测试、外场维护和定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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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制图、机械基础、金属加工基础、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航空材料、航空机械基础、飞机结

构与维修、飞机发动机结构与维修、航空电器设备及维修、航空电子设备及维修、飞机维护基

础等。

在校内进行电工电子技术实训、钳工实训、飞机部件拆装等实训；在机务维修企业进行飞机

发动机维修实习、飞机机体及附件修理实习、岗位综合实习等。

专业（技能）方向

飞机机电维修、飞机电子维修、飞机发动机维修、飞机结构维修

对应职业（岗位）

飞机机械和电气设备维护及修理、飞机电子设备维护及修理、飞机发动机部、附件拆装检查

及维修、飞机机体结构件损伤检查及结构维修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机修钳工、维修电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航空机电设备维修

本科：交通运输

专业代码　 ０８２３００
专业名称　 航空服务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民航航空的空中与地面服务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航空公司、机场等民航相关企业，从事民航空中乘务、贵宾室服务、安

全检查、登机服务、行李查询、周界管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了解客人的心理需求，严格遵守业务操作规程；
２ 具有服务、公关沟通的技巧，能熟练规范运用岗位服务用语；
３ 了解航空服务各个岗位的工作流程及与航空服务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
４ 掌握客舱服务的内容、要求以及医疗急救技能；
５ 能识别和处置各种真伪证件，会使用安全门、手探及 Ｘ射线机等设备，能正确进行物品手

工检查和处置违禁物品；

６ 掌握候机楼服务及民航旅客订座等系统的操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服务心理学基础、民航商务运输、民航服务与人际沟通、民航服务礼仪、医疗急救、客舱服务、

航空地面服务、安检仪器操作、民航商务英语等。

在校内进行民航旅客订座系统操作、地面服务、客舱服务等综合实训；在航空公司、机场进行

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９１



专业（技能）方向

民航安全检查、空港地面服务、空中乘务

对应职业（岗位）

民航乘务员（４－０５－０３－０１）、候机楼服务、登机服务、民航贵宾室服务、民航证件检查、民航
人身检查、民航行李和货物检查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民航乘务员、民航安全检查员、民航客运员、民航货运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航空服务

本科：交通运输

专业代码　 ０８２４００
专业名称　 航空油料管理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航空油料管理的作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航空油料公司，从事航空油料储运、计量统计、飞机加油和设备维护

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消防安全、环境保护与节能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掌握航空油料管理及消防安全的基本知识；
３ 能使用储油设备和器材，保质、保量、安全地对油料施行收发保管；
４ 能使用泵机设备，按工艺流程，安全准确地输送油料；
５ 能使用加油设备，将质量合格的航空油料安全、准确、及时地加入飞机；
６ 能使用计量器具，按照计量法规及要求，对油料数量进行准确的测量统计，掌握油料

动态；

７ 能使用机修设备、工具，维修油料特种设备，使设备达到良好的技术状态。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常识与钳工、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油料应用、油库设备、油库管理、油料化验、消防安

全等。

在校内进行航空油料管理综合实训；在航空油料公司进行岗位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航空油料储运员（６－２４－０３－０２）、飞机加油员、油料计量统计员、油料特种设备修理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航空油料储运员、飞机加油员、油料计量统计员、油料特种设备修理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航空油料管理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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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交通运输

专业代码　 ０８２５００
专业名称　 汽车运用与维修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汽车运用与维修的操作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类汽车运用与维修企业，从事客货汽车使用、维护、修理、检测、销

售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能识读汽车总成的装配图和电路图，能绘制简单的机械零件图；
３ 能应用电工电子、液气传动、传感器等控制技术，进行汽车维护、修理；
４ 能正确选择并使用汽车维修行业常用工具、量具、检测仪器设备进行汽车维护、修理；
５ 能正确使用汽车性能检测仪器、安全检测线进行汽车性能检测和调试；
６ 具有汽车维修接待和汽车销售能力；
７ 能通过各种媒体获得相关汽车维修资料。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制图、机械基础、金属加工基础、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汽车结构与拆装、汽车维修、汽车

故障诊断与排除、汽车使用性能检测、汽车电控系统检修、汽车车身电气设备检修、汽车销售、汽

车维修业务接待等。

在校内进行驾驶实训、汽车拆装、维护修理、故障诊断与检测等实训；在汽车运用与维修企业

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汽车机修、汽车电器维修、汽车性能检测、汽车维修业务接待

对应职业（岗位）

汽车机械及控制系统维修＃、汽车电器维修＃、汽车维修质量检验＃、车辆技术评估＃、汽车维修
业务接待＃、汽车及零配件销售＃、汽车驾驶、汽车（拖拉机）装配、汽车玻璃维修工（Ｘ６－０６－０１－
０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机动车维修从业人员（机修人员、电器维修人员、维修质量检验员、车辆技术评估员）资格

证、汽车维修工、汽车玻璃维修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本科：汽车服务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８２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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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汽车车身修复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汽车车身修复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类汽车维修企业，从事汽车整形、涂装、美容、装饰以及事故汽车定

损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能识读汽车车身尺寸图，绘制简单的展开图；
３ 掌握汽车的基本结构和拆装工艺；
４ 具有汽车钣金维修、涂装、调色的基本技术和操作技能，能独立完成汽车钣金件的修理和

喷涂作业；

５ 具有汽车美容和汽车装饰的基本操作能力；
６ 掌握事故汽车损伤评定的方法；
７ 具有汽车车身修复、美容及装饰材料和设备的销售和库房管理能力；
８ 能通过各种媒体获得相关汽车车身修复资料。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制图、机械基础、金属加工基础、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汽车结构与拆装、汽车车身与附

属设备、汽车涂装技术与工艺、汽车涂装材料、色彩与调色、汽车钣金技术与工艺、汽车钣金机械、

汽车车身维修、汽车碰撞修复预算、汽车营销技术等。

在校内进行汽车驾驶实训、汽车车身修复岗位群专业能力的综合实训；在汽车维修企业进行

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汽车钣金、汽车涂装、事故汽车定损

对应职业（岗位）

钣金（车身修复）＃、涂漆（车身涂装）＃、事故汽车定损员＃、汽车美容＃、车身修复设备及材料
销售＃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机动车维修从业人员（钣金人员、涂漆人员）资格证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汽车整形技术

本科：汽车服务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８２７００
专业名称　 汽车美容与装潢
基本学制　 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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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汽车美容与装潢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汽车美容与装潢企业，从事汽车美容与内外装潢及相关材料销售与

库房管理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掌握汽车的基本结构与拆装工艺；
３ 能对汽车进行一般维护；
４ 具有汽车美容和汽车内外装饰的基本操作能力；
５ 具有汽车美容和装饰材料的销售能力和库房管理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常识与钳工、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汽车结构与拆装、汽车美容、汽车装潢、汽车内外饰

加装、汽车内外清洁、汽车营销技术等。

在校内进行驾驶实训，汽车美容、装潢实训；在汽车美容与装潢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

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汽车内外清洁、汽车美容、汽车装潢

对应职业（岗位）

汽车清洗＃、汽车美容＃、汽车装饰＃、汽车美容与装潢设备及材料销售＃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汽车整形技术

本科：汽车服务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８２８００
专业名称　 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汽车整车与配件销售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汽车销售企业，从事汽车整车与配件销售及配件库房管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具有汽车的正确使用与日常维护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
３ 具有汽车性能检测和调试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
４ 具有汽车整车与配件销售知识和能力；
５ 具有二手车交易的能力；
６ 能熟练操作汽车维修企业管理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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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具有汽车配件库房管理的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常识与钳工实训、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汽车结构与拆装、汽车使用与日常维护、汽车使

用性能检测、汽车营销技术、汽车营销法律法规、二手车交易、汽车零配件销售等。

在校内进行汽车拆装、维修企业管理数据库使用等实训；在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企业进行顶

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汽车整车营销、二手汽车营销、汽车零部件营销、汽车保险代理

对应职业（岗位）

汽车销售＃、二手汽车销售＃、汽车零部件销售＃、汽车保险代理＃、营销师（４－０１－０２－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营销师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本科：市场营销

专业代码　 ０８２９００
专业名称　 公路运输管理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公路运输的经营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公路和城市交通营运的基层单位，从事交通营运的运输组织、计划调

度、经营服务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营运、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成本、效率和服务意识；
２ 掌握公路运输相关的经济、统计和会计等基本知识；
３ 能对公路和城市交通营运的主要运输工具进行基本的安全检验；
４ 能对公路运输市场进行调查、组织客货运输和营运管理；
５ 具有汽车运用与维护的初步能力；
６ 具有依法管理运输市场、交通费征收和稽查能力；
７ 能运用客货运站场、物流中心设施开展营运业务。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交通运输地理、交通运输会计、道路运输组织与管理、运输工具运用与维护、市场调查与预

测、合同法与交通运输法规、公共关系基础等。

在校内进行模拟客运站场运营实训、模拟货运站场运营实训、仓储及配送实训和装卸机械操

作考证实训；在公路及城市交通营运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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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职业（岗位）

汽车运输调度员（４－０５－０１－０３）、汽车客运服务员（４－０５－０１－０１）、汽车货运站务员（４－０５－
０１－０２）、公路收费及监控员（４－０５－０１－０４）、物流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汽车运输调度员、汽车客运服务员、汽车货运站务员、公路收费及监控员、物流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公路运输与管理

本科：交通运输

专业代码　 ０８３０００
专业名称　 公路养护与管理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公路养护与管理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公路经营管理和施工单位，从事公路的勘测、施工、养护、管理及经营

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掌握桥涵、公路路面结构以及土质与道路建筑材料的基本知识；
３ 具有路政法规、从事公路经营和管理工作的基本知识；
４ 能识读和绘制公路工程施工图；
５ 具有公路工程测量、土质及建筑材料试验的基本技能；
６ 能进行公路路基路面施工、桥涵施工和养护；
７ 具有一般工程施工概预算及结算的初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工程制图、建筑力学基础、公路测量、土质与道路建筑材料、路基路面工程及施工机械、施工

组织管理及概预算、公路路政法规、公路管理、路基路面施工与养护技术、桥涵施工与养护技术、

公路工程现场测试技术、公路工程施工监理等。

在校内进行测量实训、公路勘测实训；在公路经营与施工企业进行施工实习和岗位综合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筑路机械操作工（６－２３－０９－０１），筑路、养护工（６－２３－０９－０２），工程测量员（６－０１－０２－０４），
测量放线工（３－０１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筑路机械操作工，筑路、养护工，工程测量员，测量放线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高等级公路维护与管理

本科：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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