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０５　 加工制造类

专业代码　 ０５０１００
专业名称　 钢铁冶炼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钢铁冶炼生产操作、设备维护与基层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钢铁冶炼行业的相关企业，从事钢铁冶炼中的烧结、炼铁、炼钢、浇

铸、铁合金等生产操作、设备维护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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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钢铁冶炼的基本知识；具有热能综合利用和节能技术的基本知识；
３ 能按照钢铁冶炼的工艺流程，进行炼铁、炼钢、铁合金冶炼等生产操作；
４ 熟悉钢铁冶炼中主要生产岗位的操作要求，能初步分析、解决生产技术问题，能对生产突

发事故实施应急处理，能评价与改进自身的操作技术；

５ 能正确使用和维护钢铁冶炼相关设备；
６ 具有钢铁冶炼产品质量分析及常见生产事故处理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热工基础、机械基础、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钢铁冶炼原理与工艺、铁合金生产基本原理与工

艺、安全生产、环保与节能、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冶金机械设备等。

在校内进行钢铁冶炼的模拟综合实训；在钢铁企业进行钢铁冶炼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烧结与球团、炼铁、炼钢、铁合金冶炼

对应职业（岗位）

烧结工（６－０２－０１－０２）、平炉炼钢工（６－０２－０２－０２）、转炉炼钢工（６－０２－０２－０３）、电炉炼钢
工（６－０２－０２－０４）、铁合金电炉冶炼工（６－０２－０３－０２）、铁合金湿法冶炼工（６－０２－０３－０４）、铁合
金炉外法冶炼工（６－０２－０３－０５）、炼铁工（６－０２－０１－０６）、废热余压利用系统操作工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烧结工、电炉炼钢工、炼铁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冶金技术、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

本科：冶金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５０２００
专业名称　 金属压力加工
基本学制　 ３～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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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金属压力加工生产操作与基层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钢铁、有色金属行业，从事金属轧制、锻造、挤压岗位的生产操作以及

生产设备与热工设备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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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金属压力加工的基本知识；
３ 能按照压力加工的工艺流程进行轧制、锻造、挤压等生产操作；
４ 熟悉金属压力加工相关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和功能，并能进行设备的安装、调整、运行

和维护；

５ 能对金属压力加工常见生产、质量和设备事故进行处理；
６ 能对金属压力加工生产设备及其工作岗位进行初步的管理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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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钢生产原理与工艺、有色金属压力加工原理与

工艺、金属制品生产原理与工艺、加热炉、压力加工机械设备、工程力学、金属材料与热处理等。

在校内进行压力加工生产模拟实训；在金属压力加工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黑色金属压力加工、有色金属压力加工、金属制品生产

对应职业（岗位）

金属轧制工（６－０２－０８－０２）、酸洗工（６－０２－０８－０３）、金属材涂层工（６－０２－０８－０４）、金属材
热处理工（６－０２－０８－０５）、焊管工（６－０２－０８－０６）、精整工（６－０２－０８－０７）、金属挤压工（６－０２－０８
－０９）、铸轧工（６－０２－０８－１０）、轧制原料工（６－０２－０８－０１）、金属材丝拉拔工（６－０２－０８－０８）、冲压
工（６－０４－０２－０３）、轧钢工（１５－０６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金属轧制工、酸洗工、金属材涂层工、金属材热处理工、焊管工、精整工、金属挤压工、铸轧工、

轧制原料工、金属材丝拉拔工、冲压工、轧钢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材料工程技术

本科：材料科学与工程、金属材料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５０３００
专业名称　 工程材料检测技术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无机非金属材料、高分子及复合材料、金属材料及其制品的性能检测操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种工程材料生产、流通、应用等企业和产品检测服务机构，从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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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性能检测、产品质量分析、质量控制与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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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工程材料检测技术的基本知识；了解常用工程材料的生产技术、性能和应用等知识；
３ 熟悉常用工程材料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具有针对不同材料选择分析、检测方法的能力；
４ 能正确选择并使用材料检测常用的分析仪器、工具、化学试剂及辅助设备；
５ 能对检测数据进行处理，出具材料检测报告，具备评价检测结果及产品质量的能力；
６ 具有常用工程材料检测仪器、设备运行和维护的基本知识，能调试检测仪器、设备，处理

一般故障；

７ 掌握金属材料的成分、结构及力学性能的检测技术。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化学及其基本操作、分析化学、仪器分析、复杂物质的化学分析、水泥与混凝土性能检测、建

筑陶瓷性能检测、工程塑料性能检测、涂料及胶粘剂性能检测、复合材料性能检测、保温隔热材料

性能检测、防水材料性能检测、现代材料分析技术、材料结构与性能表征、金属材料性能检测、室

内环境检测等。

在校内进行化学检测综合实训、物理检测综合实训、室内环境检测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

行材料性能检测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材料化学检测、金属材料物理检测、无机非金属材料物理检测、节能与环境检测

对应职业（岗位）

建材化学分析工（６－２６－０１－０１）、材料成分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０２）、材料物理性能检验工（６－
２６－０１－０３）、合成材料测试员（Ｘ６－２６－０１－４３）、建材物理检验工、室内环境检测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建材化学分析工、化学分析工、材料物理性能检验工、合成材料测试员、建材物理检验工、室

内环境检测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工业分析与检验、建筑装饰材料及检测、检测技术及应用

本科：材料科学与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５０４００
专业名称　 钢铁装备运行与维护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钢铁装备运行与维护的操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钢铁企业，从事生产一线钢铁装备的生产预备、设备巡检、设备维修

以及备件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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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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典型钢铁机械、自动化设备配套生产线的基本结构、原理和生产控制技术；
３ 会识读机械装配图、电气图，能绘制零件图，能进行一般机械零件的加工和整机设备的

装配；

４ 掌握电工、电子、电机及拖动的基本知识和应用技术；
５ 具有对钢铁设备生产运行技术数据进行初步分析的能力及对生产设备一般故障的处理

能力；

６ 具有钢铁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的基本知识，具有钢铁设备运行巡检的能力；
７ 能进行钢铁设备及其主要备件的营销和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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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与加工、液压传动、电器与 ＰＬＣ 控制技
术、起重机械设备、炼铁机械、炼钢机械、轧钢机械、环保设备、机械维修、安全生产技术、ＤＣＳ 控
制技术等。

在校内进行钳工、焊工、机加工、电工、电子装接、控制线路安装与调试等综合实训；在钢铁企

业进行设备运行巡检、维护与维修等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钢铁冶炼机械、轧钢机械、黑色金属加工装备技术

对应职业（岗位）

维修电工（６－０７－０６－０５）、机修钳工（６－０６－０１－０１）、焊工（６－０４－０２－０５）、设备巡检工、设备
点检员（Ｘ６－０６－９９－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维修电工、机修钳工、焊工、设备点检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冶金工艺与设备、设备应用与维护

本科：机械设计与制造

专业代码　 ０５０５００
专业名称　 有色装备运行与维护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有色装备运行与维护的操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有色金属材料生产及设备制造企业，从事生产一线专业装备的运行

维护，以及有色金属装备主要备品、备件的制造及维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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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有色金属行业典型专业机械、自动化设备配套生产线的基本结构、原理和生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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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３ 熟悉机械装配图、电气图，会绘制零件图；
４ 具备一般机械零件加工和整机设备的装配能力；
５ 掌握电工、电子、电机及拖动的基本知识和应用技术；
６ 能对有色设备生产运行技术数据进行初步分析，能对生产设备一般故障进行处理；
７ 具有有色装备安装、调试、维护和工业窑炉砌筑技术的基本知识，具备专业设备运行巡检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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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冶炼和材料压力加工原理及工艺技术、

有色金属冶炼装备技术、有色金属压力加工装备技术、有色装备自动控制技术、安全生产技术等。

在校内进行焊工、钳工、电工、控制线路安装与调试等综合实训；在有色金属材料企业进行相

关设备运行巡检、设备维护维修等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有色冶炼装备、有色金属压力加工装备技术

对应职业（岗位）

维修电工（６－０７－０６－０５）、机修钳工（６－０６－０１－０１）、焊工（６－０４－０２－０５）、设备巡检工。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维修电工、机修钳工、焊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冶金工艺与设备、设备应用与维护

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５０６００
专业名称　 建材装备运行与维护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建材装备运行与维护的操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水泥、玻璃、陶瓷生产企业以及建材装备的安装、维修服务机构，从事

建材装备的生产巡检、安装调试、维护维修及设备管理等一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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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建材行业典型机械、自动化设备的构造、性能、原理和生产控制技术知识；
３ 会识读机械装配图、电气图，能绘制零件图，具有一般机械零件的加工和整机设备的装配

能力；

４ 掌握电工、电子、电机拖动基础知识和应用技术；
５ 具有建材设备生产运行状态在线监测和分析能力，具有建材设备一般故障的判断和处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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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具有建材设备巡检、维护保养、安装调试和窑炉砌筑的基本知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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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与加工、机电设备概论、液压传动、电器

与 ＰＬＣ控制技术、建材装备、粉体工程装备、建材装备巡检技术、ＤＣＳ控制技术、安全生产技术。
在校内进行钳工、焊工、冷作工、机加工、电工、电子装接、控制线路安装与调试等实训；在建

材企业进行设备巡检、维护修理、安装调试等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水泥装备技术、玻璃装备技术、陶瓷装备技术、墙体材料装备技术

对应职业（岗位）

水泥生产巡检工（６－１７－０１－０４）、维修电工（６－０７－０６－０５）、机修钳工（６－０６－０１－０１）、焊工
（６－０４－０２－０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水泥生产巡检工、维修电工、机修钳工、焊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５０７００
专业名称　 有色金属冶炼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有色金属冶炼生产操作、设备维护与基层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有色金属冶炼及其相关企业，从事有色金属冶炼的生产操作、设备运

行维护和产品营销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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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有色金属冶炼的基本知识；
３ 具有有色金属冶炼主要生产岗位的操作技能；
４ 了解典型有色金属冶炼生产线设备的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熟悉其性能及应用，具有设

备维护保养基本技能；

５ 掌握有色金属冶炼原材料、辅助材料的性质、作用和质量检测方法；
６ 掌握有色金属冶炼设备及相关设备的生产运行操作，能处理常见的设备故障；
７ 能进行有色金属冶炼原、辅材料和产品的营销和售后服务。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无机化学、电化学、金属学及热处理、冶金原理、重有色金属冶金学（或轻金属冶金学、稀土

金属冶金学）、冶金通用机械及冶炼设备、金属材料分析与检测、冶金环境工程等。

在校内进行典型有色金属冶炼的综合实训；在有色金属冶炼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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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有色重金属冶炼、有色轻金属冶炼、稀贵金属冶炼、稀土金属冶炼、黄金冶炼

对应职业（岗位）

火法冶炼工（６－０２－０４－０３）、湿法冶炼工（６－０２－０４－０４）、氧化铝制取工（６－０２－０５－０１）、铝
电解工（６－０２－０５－０２）、镁冶炼工（６－０２－０５－０３）、硅冶炼工（６－０２－０５－０４）、钨钼冶炼工（６－０２－
０６－０１）、稀土冶炼工（６－０２－０６－０４）、贵金属冶炼工（６－０２－０６－０５）、硬质合金成型工（６－０２－１１－
０２）、重冶备料工（６－０２－０４－０１）、焙烧工（６－０２－０４－０２）、电解精炼工（６－０２－０４－０５）、烟气制酸
工（６－０２－０４－０６）、碳素煅烧工（６－０２－１０－０１）、碳素成型工（６－０２－１０－０２）、碳素焙烧工（６－０２－
１０－０３）、钽铌冶炼工（６－０２－０６－０２）、钛冶炼工（６－０２－０６－０３）、锂冶炼工（６－０２－０６－０６）、硬质合
金混合料制备工（６－０２－１１－０１）、硬质合金烧结工（６－０２－１１－０３）、硬质合金精加工工（６－０２－１１
－０４）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火法冶炼工、湿法冶炼工、氧化铝制取工、铝电解工、镁冶炼工、硅冶炼工、钨钼冶炼工、稀土

冶炼工、贵金属冶炼工、硬质合金成型工、重冶备料工、焙烧工、电解精炼工、烟气制酸工、碳素煅

烧工、碳素成型工、碳素焙烧工、钽铌冶炼工、钛冶炼工、锂冶炼工、硬质合金混合料制备工、硬质

合金烧结工、硬质合金精加工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冶金技术

本科：冶金工程、稀土工程、粉体材料科学与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５０８００
专业名称　 建筑与工程材料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建筑与工程材料生产操作人员与基层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建筑与工程材料生产、流通、应用等企业，从事建筑与工程材料的生

产、应用、质量控制及基层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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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安全、文明生产的相关知识和
技能；

２ 掌握机电设备知识及其在典型自动化生产线上的应用；
３ 掌握建筑与工程材料流通、材料施工、材料深加工的基础知识；
４ 能够识读典型材料生产的工艺流程图、施工图，理解重要工艺参数的作用；
５ 熟悉建筑与工程材料的生产工艺技术，了解典型产品装备工作原理与结构，能在关键生

产岗位进行操作；

６ 熟悉典型产品的材料性能及相关国家标准，具有对产品生产过程中质量标准检测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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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化学及化学基本操作、有机化学、建材化学分析、建筑工程材料、水泥与混凝土生产及应用、

建筑钢材及应用、建筑装饰材料生产及应用、复合材料生产及应用、高分子材料生产及应用、环保

与节能技术、建材物理性能检测、安全生产技术等。

在校内进行建材化学分析和建材物理检验综合实训、复合材料成型综合实训、工程塑料物理

性能测试综合实训、建筑与工程材料应用综合实训；在建材和工程材料相关企业工艺生产线进行

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胶凝材料、防水材料、复合材料、装饰装修材料

对应职业（岗位）

材料成分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０２）、材料物理性能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０３）、加气混凝土制品工
（６－１７－０２－０２）、纸面石膏板生产工（６－１７－０２－０３）、保温材料制造工（６－１７－０４－０１）、水泥制品
工（６－１７－０１－０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建材质量控制工、建材物理检验工、加气混凝土制品工、纸面石膏板生产工、保温材料制造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高分子材料应用技术

本科：复合材料与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５０９００
专业名称　 硅酸盐工艺及工业控制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硅酸盐材料制品生产、运行、管理与营销等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硅酸盐材料（水泥、玻璃、陶瓷、耐火材料）企业，从事生产工艺监控、

设备巡检、材料化学分析和物理性能检测、产品营销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化学药品规范使用的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掌握热能综合利用及节能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３ 了解与本专业有关的电气基本知识以及在典型自动化生产控制上的应用；
４ 掌握硅酸盐材料典型生产工艺流程和重要生产工艺参数的应用；
５ 掌握硅酸盐材料主要生产设备及辅助设备的工作原理与结构；
６ 能完成硅酸盐材料生产线的设备维护、巡检；
７ 能判断和排除硅酸盐材料生产常见故障；
８ 能进行硅酸盐材料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的化学全分析和物理性能检测；
９ 能进行生产质量控制、生产线中央控制室操作、设备巡检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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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应用化学、机械基础、热工基础及设备、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粉体工程设备、硅酸盐工艺技

术、质量控制及检验、安全生产技术、环保与节能、建材生产巡检、建材物流技术等。

在校内进行化学分析、物理检验、中控模拟岗位操作等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习

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水泥工艺、玻璃工艺、陶瓷工艺、耐火材料工艺

对应职业（岗位）

水泥中央控制室操作员（６－１７－０１－０５）、建材化学分析工（６－２６－０１－０１）、材料成分检验工（６－
２６－０１－０２）、浮法玻璃成型工（６－１８－０１－０３）、陶瓷烧成工（６－１８－０４－０３）、玻璃分析检验员（Ｘ６－２６－
０１－４６）、耐火材料烧成工（６－１７－０７－０３）、玻璃中控操作员（６－１８－０１－０１）、水泥生产制造工（６－１７－
０１－０１）、霓虹灯制作员（Ｘ２－０２－１４－０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水泥中央控制室操作员、建材化学分析工、建材质量控制工、浮法玻璃成型工、陶瓷烧成工、

玻璃分析检验员、耐火材料烧成工、玻璃中控操作员、水泥生产制造工、霓虹灯制作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材料工程技术

本科：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５１０００
专业名称　 选矿技术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金属矿选矿、非金属矿选矿的生产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金属矿山、非金属矿山及相关选矿企业，从事生产、运行和管理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等意识；
２ 掌握金属矿、非金属矿选矿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３ 掌握选矿、湿法冶金等生产方法与工艺；
４ 掌握选矿的基本试验技术和计算机应用技术；
５ 具有矿山管理的基本知识；
６ 具有选矿工艺流程的选择与计算、设备选型、厂址选择、经济分析、绘图等工程的局部设

计的初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重力选矿、磁电选矿、浮选、化学选矿、矿石可选性研究、碎石与磨矿、选矿厂设计、环保工

程等。

在校内进行选矿基本原理、方法的综合实训；在有色金属矿山企业、非金属矿山企业进行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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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金属矿选矿、非金属矿选矿。

对应职业（岗位）

筛选破碎工（６－０１－０４－０１）、重力选矿工（６－０１－０４－０２）、浮选工（６－０１－０４－０３）、磁选工（６－
０１－０４－０４）、选矿脱水工（６－０１－０４－０５）、尾矿处理工（６－０１－０４－０６）、磨矿工（６－０１－０４－０７）、选
矿与矿物加工工程技术人员☆（２－０２－０３－０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筛选破碎工、重力选矿工、浮选工、磁选工、选矿脱水工、尾矿处理工、磨矿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选矿技术

本科：矿物加工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５１１００
专业名称　 机械制造技术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机械制造的操作、营销与售后服务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类机械制造企业，从事机械产品制造、安装、调试、运行、维护和产

品的常规检测及售后服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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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识读机械零部件的图纸；
３ 掌握钳工、车削、铣削加工的基本知识，能进行钳工、车工、铣工的基本操作；
４ 能使用检测工具进行机械产品的常规检测；
５ 初步具有数控车床操作与简单编程能力；
６ 能对典型通用机械设备进行安装、调试、维护、保养及售后服务。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制图、机械基础、金属加工基础、机械制造基础、钳工工艺、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气动与

液压传动、极限配合与技术测量等。

在校内进行机械加工、简单设备拆装等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通用机械制造、工程机械制造、化工机械制造、冶金机械制造、农业机械制造、轻工机械制造、

纺织机械制造、机械产品再制造技术

对应职业（岗位）

装配钳工（６－０５－０２－０１）、车工（６－０４－０１－０１）、铣工（６－０４－０１－０２）、数控车工（６－０４－０１－
０１）、磨工（６－０４－０１－０４）、镗工（６－０４－０１－０５）、组合机床操作工（６－０４－０１－０７）、制齿工（６－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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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０９）、刨插工（６－０４－０１－０３）、工具钳工（６－０５－０２－０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装配钳工、车工、铣工、数控车工、磨工、组合机床操作工、制齿工、工具钳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机械设计与制造、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机械制造生产管理

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５１２００
专业名称　 机械加工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机械加工的操作人员与产品营销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制造类企业，从事各类机械产品的生产加工和营销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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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机械制图的基本知识，具有较强的识图能力；
３ 了解主要机械加工设备的结构、原理及金属切削加工的基本知识，掌握机械加工及装配

的常规工艺，能编制简单零件的加工工艺流程；

４ 了解电工电子、气动与液压传动及数控等技术在机械加工中的基本应用；
５ 能选择与刃磨刀具，进行机械加工，并能进行 １～２个机械加工工种的操作；
６ 具有检测产品的基本技能及分析零件质量的初步能力；
７ 具有对一般加工设备进行维护和常见故障排除的初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制图、机械基础、金属加工基础、钳工工艺、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气动与液压传动、极限

配合与技术测量、普通机床加工技术、数控机床加工技术等。

在校内进行机械加工、简单设备拆装等基础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普通机床加工、数控机床加工、特种机械加工

对应职业（岗位）

车工（６－０４－０１－０１）、铣工（６－０４－０１－０２）、镗工（６－０４－０１－０５）、磨工（６－０４－０１－０４）、组合
机床操作工（６－０４－０１－０７）、制齿工（６－０４－０１－０９）、刨插工（６－０４－０１－０３）、冲压工（６－０４－０２－
０３）、剪切工（６－０４－０２－０４）、数控车工（６－０４－０１－０１）、数控铣工（６－０４－０１－０２）、磨具制造工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车工、铣工、磨工、组合机床操作工、制齿工、数控车工、数控铣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机械设计与制造、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机械制造生产管理、特种

加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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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５１３００
专业名称　 机电技术应用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机电技术应用的操作人员与机电产品营销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制造类企业，从事自动化设备和生产线的安装、调试、运行、维护、营

销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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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典型机电产品、自动化设备和生产线的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
３ 掌握机电产品、自动化设备和生产线中采用的机、电、液、气等控制技术；
４ 能识读简单的机械零件图、机电产品和自动化生产线装配图；
５ 能使用常用的工具、量具、仪器仪表及辅助设备；
６ 能初步进行机电产品、自动化设备和生产线的安装、调试、运行和维护；
７ 能进行一般机电产品的营销和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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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设备概论、气动与液压传动、

电器与 ＰＬＣ控制技术、传感器技术、自动化设备及生产线调试与维护等。
在校内进行机电控制综合实训及典型机电设备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

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机电设备安装与调试、自动化生产线运行、机电产品维修、机电产品营销

对应职业（岗位）

机修钳工（６－０６－０１－０１）、维修电工（６－０７－０６－０５）、装配钳工（６－０５－０２－０１）、工具钳工（６－
０５－０２－０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机修钳工、维修电工、装配钳工、工具钳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机电一体化技术、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自动化生产设备应用

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５１４００
专业名称　 数控技术应用
基本学制　 ３～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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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数控技术应用的操作与维护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制造类企业，从事数控设备的操作与编程，产品质量的检验，数控设

备的管理、维护、营销及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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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机械制图的基本知识，能识读中等复杂程度的机械零件图；
３ 掌握机械制造的基本知识，具有机械产品生产的初步能力；
４ 初步掌握电气控制技术及机床数控技术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５ 掌握数控机床使用的基本知识，能进行数控设备的日常保养和维护；
６ 能初步进行零件的数控加工工艺分析和程序编制，能进行数控加工操作、产品检测与质

量控制；

７ 能使用一种软件进行自动编程。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制图、机械基础、金属加工基础、钳工工艺、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设备控制技术、机械加

工、数控加工技术、ＣＡＤ ／ ＣＡＭ软件应用等。
在校内进行数控技术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数控车削加工、数控铣削加工、加工中心加工、数控机床装调与维护

对应职业（岗位）

数控车工（６－０４－０１－０１）、数控铣工（６－０４－０１－０２）、加工中心操作工（６－０４－０１－０８）、数控
机床装调维修工（Ｘ６－０５－０２－０３）、数控程序员（Ｘ２－０２－１３－１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数控车工、数控铣工、加工中心操作工、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数控程序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数控技术、数控设备维修与管理、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５１５００
专业名称　 模具制造技术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模具制造的操作人员和营销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制造类企业，从事模具制造、装配、调试与维修工作，也可从事普通机

床、数控机床、电加工设备及成型设备的操作以及模具产品检测、质量管理与营销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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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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机械制图的基本知识，能识读模具图样；
３ 掌握模具制造的基本知识，能进行模具制造的基本操作；
４ 具有使用量具与仪器检测模具零件加工质量的基本能力；
５ 具有应用模具 ＣＡＤ ／ ＣＡＭ进行模具生产的基本能力；
６ 具有典型冷冲压模具与型腔模具制造、装配与调试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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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配合与技术测量、模具制造

工艺与加工技术、冷冲压模具制造、型腔模具制造等。

在校内进行模具制造、装配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冷冲压模具制造、型腔模具制造、模具装调与维修

对应职业（岗位）

工具钳工（６－０５－０２－０２）、装配钳工（６－０５－０２－０１）、模具制造工、电切削工（６－０４－０３－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工具钳工、装配钳工、模具制造工、电切削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模具设计与制造、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５１６００
专业名称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的操作人员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机电、化工、轻工、冶金、建材等行业，从事机电设备的安装、调试、维

护、维修及营销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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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的基本知识；
３ 具有机修钳工、维修电工必需的基本技能；
４ 具有一般机械设备的操作技能；
５ 具有机械绘图、识图基本知识，能测绘机械零件及简单部件；
６ 能进行常用机电设备的安装、调试、维护和维修；
７ 能进行一般机电设备的营销和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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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制图、机械基础、钳工工艺、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机电设备概论、设备控制技术、机电设

备安装等。

在校内进行电器安装实训、机电设备拆装实训、机电设备维修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

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通用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物流设备使用与维护、电梯安装与维修、机电设备管理与营销

对应职业（岗位）

工具钳工（６－０５－０２－０２）、装配钳工（６－０５－０２－０１）、机修钳工（６－０６－０１－０１）、维修电工（６－０７－
０６－０５）、电梯安装维修工（１３－０３６）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工具钳工、装配钳工、机修钳工、维修电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电气设备应用与维护、机电一体化技术、自动化生产设备应用

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５１７００
专业名称　 汽车制造与检修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汽车制造与检修的操作、营销与售后服务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汽车制造企业，从事汽车零部件生产、整车装配、性能检测与诊断以

及汽车营销、售后服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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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汽车制造基础知识，了解汽车生产工艺过程，正确使用汽车装配工具；
３ 能进行汽车装配及维修；
４ 能进行汽车性能检测、调试、维护及常见故障的分析与排除；
５ 掌握机械设备、检测仪器、常用工具的使用方法，能正确解决加工制造或装配调试过程中

的一般性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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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构造及应用、汽车装配工艺、

汽车性能检测、汽车故障诊断与维修、汽车新技术等。

在校内进行专业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汽车装配与调试、汽车钣金与涂装、汽车营销、摩托车制造与维修、电动汽车制造与维修、拖

拉机制造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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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职业（岗位）

汽车修理工（６－０６－０１－０２）、汽车（拖拉机）装配工（６－０５－０７－０１）、汽车模型工（６－０４－９９－０５）、
汽车饰件制造工（６－０４－９９－０６）、汽车生产线操作调整工（６－０６－０１－０４）、装配钳工（６－０５－０２－
０１）、内燃机装配工、摩托车调试修理工、起重机驾驶员（６－２４－０５－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汽车修理工、汽车（拖拉机）装配工、汽车模型工、汽车生产线操作调整工、装配钳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汽车服务工程、车辆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５１８００
专业名称　 汽车电子技术应用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汽车电子技术应用的操作、营销与售后服务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汽车企业，从事汽车电子设备的生产、安装、调试、运行、维修、维护、

营销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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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掌握汽车电气设备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及应用；
３ 初步掌握现代汽车电子技术的原理及应用；
４ 能识读汽车电路图及简单的机械零件图；
５ 能选择、使用汽车制造业常用的工具、量具、仪器仪表及专用工具；
６ 具有汽车电子、电控系统故障诊断和维修的基本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常识与钳工、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汽车构造及应用、汽车电气设备及维修、汽车故障诊

断与维修、汽车新技术、汽车产品营销等。

在校内进行汽车发动机综合实训，典型汽车电子、电控故障检修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

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汽车智能管理系统安装与维护、汽车电子检测与维修

对应职业（岗位）

维修电工（６－０７－０６－０５）、汽车修理工（６－０６－０１－０２）、汽车维修电工（２０－０２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维修电工、汽车修理工、汽车维修电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汽车电子技术、应用电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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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代码　 ０５１９００
专业名称　 船舶制造与修理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船舶制造的操作人员与船舶修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船舶制造企业，从事船体建造和修理、船体放样与构件加工、船体焊

接与装配、质量检验和生产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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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识读船体各种图样，熟悉构件加工和装配的有关图样，并能绘制简单图样；
３ 掌握各种正确的船体放样方法，并能进行船体及各部位的放样；
４ 能正确选用焊机、焊条和相关设备，进行船体焊接操作；
５ 具有构件与船体装配的操作技能；
６ 具有船体建造、维修的初步能力；
７ 具有质量检验的基本能力和班组生产管理的初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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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材料与船舶焊接及实训、船

舶结构与图样及实训、船体建造工艺及实训、造船机械与数控设备等。

在校内进行专业综合实训；在船舶制造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船舶舾装、船体建造、船舶修理

对应职业（岗位）

船体制造工（６－０５－１８－０１）、船舶电工（６－０５－１８－０３）、船舶涂装工、船舶内装工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船体制造工、船舶电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机械设计与制造、机械制造与自动化、船舶工程技术、船舶检验

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５２０００
专业名称　 船舶机械装置安装与维修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船舶机械装置的安装、调试与修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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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船舶制造企业，从事船舶动力装置、机械设备及管路系统的安装、调

试、修理和检验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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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机械制造和加工的基础知识；
３ 掌握船舶主辅机及其装置的原理、结构、安装、调试、修造工艺的基本知识；
４ 具有船舶主机、辅机、管系的安装、调试、修理和检验的基本能力；
５ 具有船舶管路系统的预制、安装与修理的能力，能按生产指令完成管路的预制加工任务，

能根据生产进度和工艺规范进行管路系统的安装；

６ 具有分析和解决现场生产一般性技术问题的初步能力；
７ 具有质量管理的初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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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辅机、船舶动力装置和安装

工艺、船舶管路系统、造船机械与数控设备、机舱模拟实训等。

在校内进行专业综合实训；在船舶制造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船舶管装

对应职业（岗位）

机修钳工（６－０６－０１－０１）、船舶电工（６－０５－１８－０３）、船舶机修工、船舶管装工、起重机驾驶
员（６－２４－０５－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机修钳工、船舶电工、船舶机修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机械设计与制造、机械制造与自动化、船舶工程技术、船舶检验

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５２１００
专业名称　 金属热加工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金属热加工的操作人员、相关热加工设备和材料的营销与售后服务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制造类企业，从事至少一种金属热加工（铸造、锻压、热处理）的工艺

实施、质量管理工作，也可从事热加工设备的制造、营销与售后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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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金属材料及热处理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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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掌握热加工工艺的基本知识；
４ 能实施热加工工艺，选用和维护热加工设备；
５ 掌握热加工基本操作技能；
６ 能进行材料主要的性能试验及金相组织分析。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制图、机械基础、金属材料基础、热加工仪表与检测、金属热加工基础、金属热加工工艺、

热加工设备及选用等。

在校内进行热加工应用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铸造、锻造、焊接、金属热处理

对应职业（岗位）

铸造工（６－０４－０２－０１）、锻造工（６－０４－０２－０２）、焊工（６－０４－０２－０５）、金属热处理工（６－０４－
０２－０６）、物理金相实验工（０９－０３９）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铸造工、锻造工、焊工、金属热处理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机械设计与制造、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本科：金属材料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５２２００
专业名称　 焊接技术应用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普通焊接与特殊焊接的操作人员、焊接设备及焊接材料的营销与售后服务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制造类企业，从事焊接操作、焊接质量管理与检测、焊接设备管理与

维护等工作，也可从事焊接设备及焊接材料的营销与售后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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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金属材料及热处理的基础知识；
３ 掌握金属焊接性能、常用焊接方法、焊接设备的基本知识；
４ 能实施焊接工艺，确定检验部位及方法，分析并处理焊接缺陷；
５ 具有典型焊接的操作技能；
６ 能进行焊接材料、焊接设备的营销与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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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熔化焊基础与常用金属材料

焊接、切割与焊接技术应用、焊接结构生产、焊接工艺、焊接检验等。

在校内进行焊接操作实训、焊接工艺实施的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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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普通焊接、特种焊接、焊接自动化

对应职业（岗位）

焊工（６－０４－０２－０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焊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焊接技术及自动化、机械设计与制造、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本科：金属材料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５２３００
专业名称　 机电产品检测技术应用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机电产品质量检测的操作人员及机电产品质量检测仪器与仪表的维护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制造类企业，从事机电产品质量检测、质量监督检验及机电产品质量

检测仪器仪表维护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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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机械识图、电工电子技术、金属材料、机械基础等基本知识；
３ 掌握常规检测及射线检测、超声波检测、电磁检测、渗透检测等专业知识；
４ 具有机电产品质量检测仪器与仪表操作、维护保养的能力；
５ 了解机电产品的制造方法，能参照国家及行业的质量标准实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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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产品质量检验及实训、承压

设备基础知识、检测仪器与设备及实训、检测技术应用及实训等。

在校内进行专业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无损检测、机电产品检测

对应职业（岗位）

无损检测员（６－２６－０１－０４）、机电产品检验工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无损检测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检测技术及应用

本科：机械维修及检测技术教育、测控技术与仪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子科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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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专业代码　 ０５２４００
专业名称　 金属表面处理技术应用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金属表面处理技术应用的操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制造类企业及其他防腐作业企业，从事化工设备、机械设备、船舶等

金属表面涂层施工、涂料配方选择、热处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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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腐蚀与防护的基本知识，能判断常见腐蚀类型及产生原因；
３ 掌握常用防腐衬里和涂层的性能、使用条件，具有从事防腐施工的基本能力；
４ 初步具有防腐材料配方选择的能力；
５ 了解典型金属材料性能及热处理工艺，初步具有热处理方法选择和实施的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基础、金属加工基础、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物理化学、电化学、化工原理与化工分析、金

属表面处理工艺、腐蚀技术应用、耐腐蚀金属材料、安全生产及环境保护等。

在校内进行专业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镀层技术、涂装技术

对应职业（岗位）

镀层工（６－０４－０５－０１）、涂装工（６－０４－０５－０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镀层工、涂装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

本科：金属材料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５２５００
专业名称　 工业自动化仪表及应用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工业自动化仪表的操作人员与营销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工业自动化仪表生产和应用企业，从事工业自动化仪表装配、调试、

使用、维护和营销工作，也可从事控制系统中工业自动化仪表的安装、调试、运行和维护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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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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机械、电工电子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与应用常识；
３ 能识读工业自动化仪表整机装配图和系统安装接线图；
４ 能正确选择及使用常用工具、量具及工装设备，进行工业自动化仪表装配、调试、安装与

维护；

５ 能进行工业自动化仪表系统的运行与维护及常见故障的判断、简单分析与处理；
６ 能进行自动化仪表的营销和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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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原理及应用、ＰＬＣ 技术及
应用、自动化仪表原理及应用、自动化仪表装调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产品营销等。

在校内进行专业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工业自动化仪表制造、工业自动化仪表营销、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装配与调校

对应职业（岗位）

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与装置装配工（６－０５－０６－０７）、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与装置修理工（６－
０６－０２－０１）、电子仪器仪表装配工（６－０５－０６－０３）、电工仪器仪表装配工（６－０５－０６－０８）、精密仪
器仪表修理工（６－０６－０２－０３）、仪器仪表元器件装调工（６－０５－０６－０１）、力学仪器仪表装配工（６－
０５－０６－０２）、光电仪器仪表装调工（６－０５－０６－０４）、分析仪器仪表装配工（６－０５－０６－０５）、计时仪
器仪表装配工（６－０５－０６－０６）、热工仪表及控制装置试验工（６－０７－０１－０５）、衡器装配调试工（Ｘ６－
０５－１０－０７）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与装置装配工、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与装置修理工、电子仪器仪表装配

工、电工仪器仪表装配工、精密仪器仪表修理工、衡器装配调试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电子仪器仪表与维修、机械设计与制造、精密机械技术

本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５２６００
专业名称　 医疗设备安装与维护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通用医疗设备生产安装、维修、营销与售后服务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通用医疗设备生产、营销、使用单位，从事通用医疗设备生产、营销、

安装、售后服务、检测、维修和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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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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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掌握本专业必需的医学、机电、计算机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３ 能识读通用医疗设备的相关资料，能对典型医疗设备的一般常见故障进行应急处理；
４ 能从事通用医疗设备的生产、安装、检测、调试、养护和维修，并初步掌握医疗设备营销和

售后服务的一般能力；

５ 能解决与医疗设备相关的一般技术性问题。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常识与钳工、电工电子技术及技能、医疗设备概论、计算机与医用传感技术及应用、医疗

设备装配技术及应用、医疗设备产品营销技术、医疗设备检测与维修等。

在校内进行医疗设备检测、调试、拆装等综合基础实训；在医疗设备生产、经营、医疗机构等

相关单位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医疗设备维修与检测、医疗设备养护与管理、医疗设备产品营销

对应职业（岗位）

医疗器械装配工（６－０５－０９－０１ ）、医疗器械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２５）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机械设计与制造、医疗器械制造与维护、医用电子仪器与维护、医学影像设备管理与

维护

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医疗器械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５２７００
专业名称　 电机电器制造与维修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电机电器制造、维修人员及营销、售后服务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电机与电器制造企业，从事电机与电器的制造、测试和维修以及营

销、售后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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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电机与电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和测试技术，并能在生产制造和维修工作中应用；
３ 掌握电工材料的基本性能，并能在电机与电器制造与维修工艺中应用；
４ 能正确选择并使用常用电工仪器仪表及辅助设备；
５ 能按照电机与电器制造工艺规程进行操作；
６ 能对典型产品进行质量检测和测试，并具有常用电机与电器维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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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图、机械基础、电机与变压器、低压电器

和电器原理、电机与电器制造工艺、电机与电器测试技术、电机电器维修等。

在校内进行电工电子、电机与电器、变压器等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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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举例

电机制造与维修、电器制造与维修、变压器制造、电线电缆制造

对应职业（岗位）

电机装配工（６－０５－０３－０４）、常用电机检修工（６－０７－０６－０３），高低压电器装配工（６－０５－０４
－０６），变压器（６－０５－０４－０５），互感器装配工，线圈绕制工（６－０５－０４－０３），铁心叠装工（６－０５－０４
－０１），绝缘制品件装配工（６－０５－０４－０２），绝缘处理浸渍工（６－０５－０４－０４）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电机装配工、常用电机检修工、高低压电器装配工、铁心叠装工、绝缘制品件装配工、电子变

压器线圈绕制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电机与电器、电气工程技术

本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５２８００
专业名称　 光电仪器制造与维修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光电仪器加工装配与维修的操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光电仪器制造与使用单位，从事光电器件加工装配、调试、检测等工

作，以及光电仪器的使用、维修与销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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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光电仪器的工作原理及光电器件制造的基本知识，并能在光电产品生产和使用中

应用；

３ 能识读简单的光电产品的原理图及工艺文件；
４ 能正确选择并使用相关仪器仪表及常用工具，进行光电仪器的安装、调试、检测、故障诊

断与排除；

５ 能进行光电仪器的加工与装配；
６ 能进行光电仪器产品的营销和售后服务。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光学基础、机械常识与钳工、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光电转换与检测技术、仪器机构与零件、

光电器件制造工艺、光电仪器结构工艺、光电仪器维修等。

在校内进行光电器件加工工艺、光电仪器整机装配与检验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

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光电器件制造与应用、光电仪器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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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职业（岗位）

光电仪器仪表装调工（６－０５－０６－０４）、仪器仪表元件制造工（６－０４－９９－０２）、激光头制造工
（６－０８－０２－１６）、光学晶体制造工（８０００００７０６）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激光头制造工、光学晶体制造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精密机械技术

本科：光电信息工程、光电子技术科学、信息显示与光电技术

专业代码　 ０５２９００
专业名称　 制冷和空调设备运行与维修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制冷和空调设备运行与维修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相关行业和技术服务机构，从事制冷与空调设备的安装、调试、操作

及维修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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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运用机械、电工、电子知识识读制冷与空调设备相关的图纸和技术资料；
３ 掌握热工与传热、制冷原理与工艺、制冷压缩机、制冷与空调自动化等知识在制冷与空调

设备中的应用；

４ 掌握制冷和空调设备的结构与工作原理，并能在实际工作中应用；
５ 掌握制冷和空调设备常用测试仪器和维修工具的使用方法；
６ 能安装、调试、操作、管理、维修冷库等制冷设备；
７ 能安装、调试、操作、管理、维修中央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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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原理与工艺、制冷与空调设

备安装、维修及实训、制冷与空调系统给排水、制冷与空调自动化等。

在校内进行制冷与空调技术综合训练；在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空调设备安装与维修、中央空调运行管理

对应职业（岗位）

制冷工（６－０３－０１－０６）、中央空调系统操作工（４－０７－０３－０５）、空调器装配工（６－０５－１０－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制冷工、中央空调系统操作员、空调器装配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制冷与冷藏技术、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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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５３０００
专业名称　 电气运行与控制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电气安装、运行与控制、维护的操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制造业以及各相关行业，从事电气控制设备安装、调试、运行与维修，

以及供用电系统的运行与维护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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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电工、电子、机械等基本知识在电气控制设备中的应用，了解常用电气控制设备的基

本结构与工作原理；

３ 能识读电气原理图，并能绘制一般电气控制线路图；
４ 能正确选择并使用常用电工仪器仪表及辅助设备；
５ 能进行常用电气控制设备的安装、调试、运行和维修；
６ 能对供用电设施进行基本维护和常规运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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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常识与钳工、电机与拖动、工厂供电、电力

电子技术、自动检测与转换技术、单片机技术与应用、电气控制与 ＰＬＣ技术等。
在校内进行单片机应用、电气控制以及 ＰＬＣ 技术的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典型电气控

制设备的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电气控制系统运行与维修、电气设备安装与维护、供用电系统运行与维护、电梯运行与维护

对应职业（岗位）

电气设备安装工（６－２３－１０－０２）、变电设备安装工（６－０７－０６－０１）、常用电机检修工（６－０７－０６－
０３）、维修电工（６－０７－０６－０５）、电梯安装维修工（１３－０３６）、电气值班员（１１－０３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电气设备安装工、变电设备安装工、常用电机检修工、维修电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供用电技术、建筑电气工程技术、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本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５３１００
专业名称　 电气技术应用
基本学制　 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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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通用电气技术应用的操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电气技术应用企事业单位，从事通用电气设施的安装、使用、值守、维

护与维修工作及内外线安装、维护和变配电室值班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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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电工、电子、机械等基本知识在通用电气设施中的应用，了解通用电气设施的基本结

构与工作原理；

３ 掌握企业供用电系统和常用电气设备、通用电器的有关知识；
４ 能正确选择并使用常用电工仪器仪表及辅助设备；
５ 能进行企事业单位供用电系统的运行、值守、维护和改造；
６ 能安装、维护通用电气控制设备；
７ 具有基层用电管理和安全用电的知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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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常识与钳工、电机与拖动、企业供电、电力

电子技术、工厂电气控制设备等。

在校内进行电工电子、电气设备装配与调试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

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电气设备安装与维护、变电设备安装与维护、企业供电技术、建筑电气安装与维护

对应职业（岗位）

电气设备安装工（６－２３－１０－０２）、变电设备安装工（６－０７－０６－０１）、变配电室值班电工（６－０７
－０６－０２）、常用电机检修工（６－０７－０６－０３）、维修电工（６－０７－０６－０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电气设备安装工、变电设备安装工、变配电室值班电工、常用电机检修工、维修电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电气自动化技术、建筑电气工程技术、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供用电技术、建筑电气工

程技术、农村电气化技术

本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５３２００
专业名称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电子电器产品生产、应用的操作人员及销售与服务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电子电器产品的生产企业、销售和服务部门，从事音视频电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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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电器产品或办公自动化设备的装配、调试、检验、维修和营销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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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电子电器产品基本结构、工作原理、主要性能指标，并能在音视频电器产品、日用电

器产品、办公自动化设备等生产、维修中应用；

３ 能正确使用常用仪器仪表与检修工具，能识别与检测电子电器产品中的常用元器件；
４ 能识读电子电器产品的电气原理图和装配图；
５ 能进行电子电器产品的装配、调试、检验、安装和维修；
６ 能进行电子电器产品的营销和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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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常识与钳工、电子测量与仪器、电子 ＣＡＤ、
音视频产品或日用电器产品或办公自动化设备的原理与维修、电机与控制、单片机技术与应用、

电子电器产品营销等。

在校内进行电子电器产品安装、调试、维修，单片机（微处理器）技术应用综合实训；在相关

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音视频产品应用与维修、日用电器产品应用与维修、办公自动化设备应用与维修

对应职业（岗位）

家用电器产品维修工（４－０７－１０－０２）、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４－０７－１０－０１）、办公设备维修
工（４－０７－１１－０１）、音视频设备检验员（６－２６－０１－３１）、电子设备装接工（６－０８－０４－０２）、维修电
工（６－０７－０６－０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家用电器产品维修工、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办公设备维修工、音视频设备检验员、电子设备

装接工、维修电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电子声像技术、计算机硬件与外设、应用电子技术

本科：电子信息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５３３００
专业名称　 电子材料与元器件制造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电子材料和电子元器件的生产人员与销售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电子材料、电子元器件生产企业以及经销单位，从事电子材料、电子

元器件产品的生产、移植、改性、筛选和销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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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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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了解物理、化学原理在电子材料、电子元器件制造中的应用；
３ 掌握常用电子材料、电子元器件的功能与性能，具有电子材料、电子元器件的测试、检验

和筛选的能力；

４ 了解新型电子材料、电子元器件的制造技术和工艺；
５ 具有操作和维护电子材料、电子元器件生产设备的基本能力；
６ 能从事电子材料与电子元器件产品的销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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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常识与钳工、电子 ＣＡＤ、电子元器件制造
技术、电子材料与元器件工艺基础、电子元器件测量等。

在校内进行电子整机装配、电子元器件应用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

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电光源技术、电子器件制造技术、电子元件制造技术

对应职业（岗位）

电子器件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３３）、电容器制造工（６－０８－０２－０２）、真空电子器件化学零件制
造工（６－０８－０１－０１）、电极丝制造工（６－０８－０１－０２）、真空电子器件金属零件制造工（６－０８－０１－
０３）、真空电子器件装配工（６－０８－０１－０５）、真空电子器件装调工（６－０８－０１－０６）、电子用水制备
工（６－０８－０１－１１）、电子设备装接工（６－０８－０４－０２）、单晶片加工工（６－０８－０１－０８）、电子真空镀
膜工（６－０８－０１－０４）、电阻器制造工（６－０８－０２－０１）、电子产品制版工（６－０８－０２－１３）、印制电路
制作工（６－０８－０２－１４）、电子绝缘与介质材料制造工（６－０３－９９－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电子元器件检验员、真空电子器件化学零件制造工、真空电子器件金属零件制造工、真空电

子器件装配工、真空电子器件装调工、电子设备装接工、电子产品制版工、印制电路制作工、接插

件制造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电子工艺与管理

本科：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５３４００
专业名称　 微电子技术与器件制造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微电子器件和电子产品的生产人员与销售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微电子器件、电子产品生产企业和经销单位，从事集成电路芯片和半

导体器件生产、检测、试验、筛选及销售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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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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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掌握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芯片知识，并能在微电子器件生产制造中应用；
３ 能操作、维护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
４ 能使用仪器仪表检测和筛选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芯片的生产材料、试剂及其成品；
５ 熟悉微电子产品的生产工艺，并能从事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的相关生产工作；
６ 能从事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芯片等产品的销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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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常识与钳工、半导体器件制造基础、集成电

路制造与工艺、电子设计自动化 ＥＤＡ、单片机技术与应用等。
在校内进行半导体器件与集成电路工艺实训、半导体器件与集成电路工艺课程综合实训；在

相关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电子器件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３３），液晶显示器件制造工（６－０８－０１－０７），半导体芯片制造工
（６－０８－０１－０９），半导体分立器件（６－０８－０１－１０）、集成电路装调工，单晶片加工工（６－０８－０１－
０８），电子真空镀膜工（６－０８－０１－０４），集成电路测试员（Ｘ６－０８－０４－１７）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电子元器件检验员，半导体芯片制造工，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装调工，集成电路测试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电子工艺与管理、微电子技术

本科：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学、微电子制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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