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０４　 土木水利类

专业代码　 ０４０１００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施工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建筑工程施工的操作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建筑行业和建设类企业，从事工程施工、质量检查、安全管理、内业管

理、材料试验和建筑测量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施工、节能环保等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掌握建筑工程及其施工的基本知识；
３ 会选用建筑材料和构配件，能进行建筑材料取样、检测、保管；
４ 能识读建筑施工图，能进行测量定位放线；
５ 能正确使用常用建筑施工工具、设备，能制订主要工种的施工方案；
６ 掌握建筑工程主要工种施工方法及质量监控、检查验收、监理和安全管理的方法；
７ 具有建筑工程施工资料笔录、整理、建档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土木工程识图、土木工程力学基础、建材试验与检测、测量放线、建筑结构、建筑施工、施工组

织与管理、建筑法规、工程监理、建筑计量与计价、质量检查与验收、技术文件管理等。

在校内进行测量定位放线、材料试验、钢筋和墙体砌筑施工操作等专业能力的综合实训，职

业资格鉴定实训；在建筑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施工工艺与安全管理、工程质量与材料检测、工程监理

对应职业（岗位）

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制图员（３－０１－０２－０６）、工程测量员（６－０１－０２－０４）、监理员、材料
试验员、测量放线工（３－０１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制图员、工程测量员、监理员、材料试验员、测量放线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建筑工程技术、基础工程技术

本科：土木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４０２００
专业名称　 建筑装饰
基本学制　 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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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建筑装饰的施工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建筑装饰企业，从事设计绘图、装饰装修施工、装饰装修质量检查、建

筑模型制作和室内装饰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建筑装饰安全、节能环保等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掌握建筑装饰及其施工的基础知识；
３ 会选用装饰材料，能进行装饰材料取样、检测、保管；
４ 能识读装饰施工图，能绘制装饰工程方案图；
５ 正确使用常用装饰工程施工工具、设备，能制订主要工种的施工方案；
６ 掌握装饰工程主要工种施工方法；
７ 能根据设计要求选配室内成套设施；
８ 掌握装饰工程质量监控、检查验收、监理和安全的方法。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美术、画法几何与阴影透视、识图与构造、平立色构、ＡｕｔｏＣＡＤ、建筑效果图制作、室内设计与
配饰、建筑装饰材料、装饰施工技术、装饰施工质量检测、建筑模型制作等。

在校内进行建筑效果图制作、建筑模型制作、装饰施工等专业能力的综合实训，职业资格鉴

定实训；在建筑装饰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建筑装饰设计绘图、建筑装饰施工、建筑模型制作、室内配饰。

对应职业（岗位）

施工员、制图员（３－０１－０２－０６）、室内装饰设计员（２－１０－０７－０６）、建筑模型设计制作员（Ｘ２－
１０－０７－１３）、室内装饰装修质量检验员（Ｘ６－２６－０１－４４）、室内成套设施装饰工（６－２３－０７－０２）、装
饰装修工（６－２３－０７－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施工员、制图员、室内装饰设计员、建筑模型设计制作员、室内装饰装修质量检验员、室内成

套设施装饰工、装饰装修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本科：建筑学

专业代码　 ０４０３００
专业名称　 古建筑修缮与仿建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古建筑修缮与仿建施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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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古建筑修缮与仿建企业，从事古建筑及仿古建筑修缮、施工、装饰等

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古建筑保护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熟悉古建筑构造、建筑结构、营造与修缮的基本知识；
３ 能应用本专业技术标准、规范、规程，能识读古建筑图纸；
４ 掌握古建筑制图、古建筑测绘、古建筑木作、古建筑瓦石作、古建筑油漆彩画的基本技能；
５ 具有编制古建筑修缮、仿造施工方案的初步能力；
６ 具有编制古建筑修缮、仿造概预算的初步能力；
７ 具有古建工程信息资料管理的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古建筑制图，中外建筑史，中国古建筑营造技术，风景写生，中国古建筑木作技术，中国古建

筑瓦石作技术，中国古建筑油漆彩画技术，古建筑检测、鉴定与维修技术，古建筑工程预算等。

在校内进行古建筑考察实习、古建筑结构施工实习、古建筑装饰实习；在古建筑修缮与仿建

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古建筑保护与修缮、古建筑油漆彩画工艺技术、古建筑仿建、古建工程信息资料管理

对应职业（岗位）

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造价员（土建）、信息资料员、古建筑结构施工工（６－２３－０８－０１）、古
建筑装饰工（６－２３－０８－０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造价员（土建）、信息资料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中国古建筑工程技术、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本科：历史建筑保护工程、建筑学

专业代码　 ０４０４００
专业名称　 城镇建设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中小城镇建设施工和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区、县、镇等城镇建设单位，从事城镇建筑施工的操作、施工管理与村

镇建设规划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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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城镇建设及其施工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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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能应用本专业技术标准、规范、规程，能识读专业图纸；
４ 具有必要的制图、工程测量、材料检验的基本技能；
５ 具有城镇建设施工中 ２～３个职业岗位的操作技能；
６ 具有从事城镇建设施工和规划工作的初步能力；
７ 具有编制工程概预算的初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土木工程力学基础、土木工程识图、建筑绘画基础与制图、工程测量、工程材料、力学与结构、

房屋建筑学、房屋设备、村镇规划、村镇环境保护、城镇市政工程、城镇建设管理、建筑施工技术、

工程造价及管理等。

在校内进行测量实训、工种操作实训、施工工艺实训；在城镇建设企业进行综合生产实习和

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城镇建设施工、村镇规划、城镇建设估价

对应职业（岗位）

施工员、质量员、造价员（土建）、工程测量员、地籍管理员、测量放线工（３－０１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施工员、质量员、造价员（土建）、工程测量员、地籍管理员、测量放线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城镇规划、建筑工程技术

本科：城市规划

专业代码　 ０４０５００
专业名称　 工程造价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建筑工程造价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工程咨询、施工、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机构等单位，从事建筑工程预

决算、工程招投标及内业资料管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等意识；
２ 了解建筑施工、建筑装饰和建筑水电设备安装的知识，能正确识读相关图纸；
３ 了解工程材料以及施工技术的基本知识；
４ 能根据有关资料正确编制建筑工程、安装工程造价；
５ 能应用企业定额控制工程造价，利用清单编制工程投标报价；
６ 能对建筑工程施工资料进行笔录、整理和建档；
７ 会使用专业软件处理工程造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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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土木工程识图、土木工程力学基础、建筑材料、建筑装饰构造、建筑设备安装、建筑施工技术、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安装工程计量与计价、专业软件应用等。

在校内进行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安装工程计量与计价、专业软件应用等综合实训；在房地

产开发、施工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建筑计量与计价、安装计量与计价、装饰计量与计价

对应职业（岗位）

造价员（土建）、造价员（安装）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造价员（土建）、造价员（安装）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工程造价

本科：工程造价

专业代码　 ０４０６００
专业名称　 建筑设备安装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建筑水、暖、电等设备安装与维护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建筑施工企业、建筑设备专业公司、物业管理企业，从事水、暖、电等

设备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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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建筑设备安装的基础知识；
３ 能识读建筑电气、建筑给水排水与供热系统的工程图纸；
４ 会根据工程图正确选择材料、附件、安装机具与测试仪表；
５ 能按图正确制定施工措施，经济、合理、按时地完成安装任务及调试任务；
６ 能正确按照施工验收规范组织施工，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土木工程识图、房屋构造，土木工程力学基础，供配电技术，建筑给水排水设备、采暖设备、通

风设备、空调与制冷设备、建筑电气设备、建筑电气照明系统的安装与调试，安装工程计量与计

价，施工组织与管理等。

在校内进行钳工、管道工、焊工、电工等岗位的专业技能实训，职业资格鉴定实训；在建筑施

工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装饰计量与计价、供热系统的安装与调试、建筑水电设备的维护、建筑水电安装计量与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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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职业（岗位）

施工员、质量员、造价员（安装）、电气设备安装工（６－２３－１０－０２）、管工（６－２３－１０－０３）、维修
电工（６－０７－０６－０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施工员、质量员、造价员（安装）、电气设备安装工、管工、维修电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建筑设备工程技术、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本科：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４０７００
专业名称　 楼宇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行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楼宇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行的操作人员及楼宇智能化安装计量与计价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类建筑施工企业、智能化集成公司、房地产及物业管理企业，从事

楼宇智能化系统的安装、调试、检测、运行、维护、管理、工程预算、招投标、工程监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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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本专业必需的电工、电子、传感及接口技术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３ 能识读和绘制本专业施工图，并能绘制竣工图；
４ 能按图正确制定施工措施，并能经济、合理、按时地完成安装任务及调试任务；
５ 能对智能化工程进行工程报价和编制招投标文件；
６ 能对楼宇智能系统做初步维护；
７ 会操作与楼宇智能系统相关的计算机软件。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土木工程力学基础、工程制图、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传感技术及应用、消防联动系统工程施

工、综合布线系统工程施工、机房及局域网系统施工、电话电视系统施工、安防系统工程施工、建

筑设备控制系统施工、物业综合管理实务等。

在校内进行建筑智能化系统安装与调试、安防系统安装与调试等专业技能实训，职业资格鉴

定实训；在建筑施工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建筑智能化系统安装与调试、安防系统安装与调试、建筑智能化设备运行与管理、建筑智能

化工程计量与计价

对应职业（岗位）

施工员、质量员、造价员（安装）、智能楼宇管理师（Ｘ４－０７－０２－０２）、楼宇智能化安装调试工、
低压电工、物业管理员☆（４－０７－０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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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施工员、质量员、造价员（安装）、智能楼宇管理师（四级）、楼宇智能化安装调试工、维修电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本科：建筑设施智能技术

专业代码　 ０４０８００
专业名称　 供热通风与空调施工运行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供热、通风、空调与制冷系统施工与设备运行、管理、维护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建筑施工企业、智能建筑物业管理公司，从事建筑工程中室内采暖、

通风和空调系统的工程施工与建筑设备维护、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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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供热通风与空调施工运行的基础知识；
３ 能读懂给排水、采暖、通风施工图纸，能进行简单的建筑室内给排水、采暖、通风和空调工

程设计与绘图；

４ 正确使用与建筑设备安装与维修相关的工具、仪器、仪表；
５ 熟悉安装工程行业相关规范，熟悉相关安全常识；
６ 能进行供热、通风、空调系统运行与维护，能检验工程施工质量和进行资料整理。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土木工程识图、热工基础、流体力学、土木工程力学基础、ＣＡＤ 计算机辅助制图、建筑给排
水、区域供热工程、通风与空气调节、制冷技术、施工技术与组织管理、安装工程计量与计价、暖通

系统调试与运行管理、楼宇自动化等。

在校内进行采暖、通风、空调、制冷技术等专业技能实训，职业资格鉴定实训；在建筑施工企

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采暖通风系统施工与管理、空调制冷系统运行与管理

对应职业（岗位）

施工员、质量员、造价员（安装）、中央空调系统操作员（４ － ０７ － ０３ － ０５）、工程安装钳工
（１３－０２１）、管道工（１３－０２２）、通风工（１３－０２４）、制冷工（６－０３－０１－０６）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施工员、质量员、造价员（安装）、中央空调系统操作员、工程安装钳工、管道工、通风工、制

冷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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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代号　 ０４０９００
专业名称　 建筑表现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建筑效果图、建筑动画和后期特效制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建筑设计投标、房地产开发销售、城市规划、古建筑保护与旧城复原

等领域，从事建筑效果图、建筑动画和后期特效制作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和与人沟通的能力；
２ 具有一定美学修养和独立个性与观察力，有建筑空间想象力和创造力；
３ 具有建筑表现专业基础知识，能运用多种手段表达建筑设计构思；
４ 能正确运用色彩表现建筑室内外效果；
５ 了解 ＭＡＸ应用、建筑模型、建筑渲染、室内表现、建筑动画、动画后期制作的流程，并能在

某一方面熟练应用专业软件。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土木工程识图、美术、建筑摄影、画法几何与阴影透视、平立色构、ＡｕｔｏＣＡＤ、手绘效果图表现
技法、建筑装饰材料、室内设计原理、平面设计、建筑效果图制作（３ＤＳ ＭＡＸ 建模、渲染）、建筑动
画与后期制作等。

在校内进行 ＡｕｔｏＣＡＤ、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建筑效果图等专业能力的综合实训，职业资格
鉴定实训；在相关企业或专业公司进行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建筑建模与渲染、建筑动画与后期制作、建筑信息建模与管理

对应职业（岗位）

制图员（３－０１－０２－０６）、多媒体作品制作员（２－０２－１３－０７）、动画绘制员（Ｘ２－１０－０７－１５）、建
筑模型设计制作员（Ｘ２－１０－０７－１３）、装饰美工（６－２１－０８－０１）、建筑效果图制作＃、建筑平面图设
计＃、建筑动画制作＃、后期与特效制作＃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制图员、多媒体作品制作员、动画绘制员、建筑模型设计制作员、装饰美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建筑设计技术

本科：建筑学

专业代码　 ０４１０００
专业名称　 城市燃气输配与应用
基本学制　 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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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城市燃气输配与应用的操作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大燃气公司、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场站、加气站、燃气设备销

售服务企业、燃气具生产企业，从事燃气输配系统施工、安装、运行、维护、检修、质检、安检、管理、

客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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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识图和绘图能力，能读懂燃气施工图纸，能进行简单的燃气工程设计与绘图；
３ 能正确选择并使用燃气行业的相关工具、仪器、设备和材料；
４ 熟悉燃气行业相关规范，掌握相关消防安全技术；
５ 能够进行燃气输配系统的运行、维护、工程施工、检修、燃气具厂质检、安装等岗位群的基

本操作，并能解决简单技术问题；

６ 掌握销售与服务等岗位群的相关知识与礼仪，能从事燃气市场营销与服务。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常识与钳工、燃气输配基础、燃气燃烧与环保、燃气设计与绘图、液化石油气场站运行与

管理、天然气场站运行与管理、燃气管道施工技术、燃气具安装与检修、燃气检测技术、燃气设备

与仪表、燃气客户服务与营销、消防与安全技术等。

在校内进行液化石油气气站运行操作、压缩机烃泵维修维护、燃气具安装维修、ＰＥ阀连接等
综合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燃气输配的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燃气场站运行与管理、燃气管网运行与维护、燃气市场营销与服务

对应职业（岗位）

供气营销员、燃气场站工、燃气管道工、燃气具安装维修工（Ｘ４－０７－０３－０６）、液化石油气灌
区运行工、燃气调压工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燃气管道工、燃气具安装维修工、液化石油气灌区运行工、燃气调压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本科：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４１１００
专业名称　 给排水工程施工与运行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给水与排水工程施工与水处理运行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市政工程施工和建筑安装企业以及供水、排水和水处理单位，从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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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供水、污水处理以及水厂运行与维护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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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给排水工程施工、运行与维护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３ 具有制图、测量、材料检验和一般水质化验的基本技能；
４ 具有给水、排水工程施工与运行中 ２～３个职业岗位的操作技能；
５ 具有从事水处理运行和管理工作的能力；
６ 具有给排水工程施工管理和编制给排水工程造价的初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土木工程识图、工程测量、电气设备与运行、化学与水质分析、建筑给排水、给水与排水管网、

水处理技术、水处理厂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给水排水工程造价、给水排水工程施工技术、施工组

织与管理等。

在校内进行测量、工种操作、水处理技术等综合实训，职业资格鉴定实训；在市政工程施工与

建筑安装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给水排水运行与维护、给水排水工程施工、水处理厂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供水营销与管理

对应职业（岗位）

施工员、质量员、造价员（土建）、工程测量员（６ － ０１ － ０２ － ０４）、供水营销员、测量放线工
（３－０１５）、泵站运行工（６－９９－０２－００）、供水生产工（４－０７－０３－０１）、供水供应工（４－０７－０３－０２）、
净水工（１３－０５４）、管道工（１３－０２２）、水质检验工（１３－０５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施工员、质量员、造价员（土建）、工程测量员、供水营销员、测量放线工、泵站运行工、净水

工、管道工、水质检验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给排水工程技术

本科：给水排水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４１２００
专业名称　 市政工程施工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市政工程施工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城市市政工程行业的施工单位，从事市政工程测量、施工、质检、造价

及安全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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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市政工程施工专业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及其应用；熟悉城市道路、桥涵与管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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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基本结构，能识读工程图纸；

３ 能运用工程测量知识，进行仪器操作；
４ 掌握建筑材料基本知识，并能进行材料性能试验；
５ 具有路基路面、桥涵和管线工程施工能力；
６ 能根据有关资料进行市政工程预算；
７ 掌握计算机在市政施工中的应用。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土木工程识图、土木工程力学基础、工程测量、道路材料试验、地基基础、钢筋混凝土结构、桥

梁构造与施工、路面结构、给排水及管线工程、道路施工技术、公路养护与管理等。

在校内进行工程测量、建筑材料、管道施工等综合实训，职业资格鉴定实训；在市政工程施工

企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市政道路桥梁施工与维护、市政管道施工与维护、市政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市政工程质量安

全管理

对应职业（岗位）

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造价员（土建）、信息资料员、材料试验员、工程测量员（６－０１－０２－０４）、
测量放线工（３－０１５）、管工（６－２３－１０－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造价员（土建）、信息资料员、材料试验员、工程测量员、测量放线

工、管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市政工程技术

本科：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４１３００
专业名称　 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道路交通行业的施工和养护单位，从事道路工程测量、施工、质检、养

护及安全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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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专业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及其运用；
３ 熟悉常用道路与桥梁工程基本结构，能识读道路与桥梁工程图纸；
４ 能运用工程测量知识，进行相关仪器的操作；
５ 能运用建筑材料基本知识，进行材料的性能试验；



６ 具有公路路基路面、桥涵工程施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土木工程识图、土木工程力学基础、工程测量、工程地质与水文质、建筑材料与检测、地基基

础、钢筋混凝土结构、桥梁工程、路基与路面、道路工程施工技术、公路工程管理、公路养护与管

理等。

在校内进行工程测量、建筑材料等综合实训，职业资格鉴定实训；在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企

业进行综合实习和顶岗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造价员（土建），材料试验员，工程测量员（６－０１－０２－０４），测量放线
工（３－０１５），筑路、养护工（６－２３－０９－０２），沥青混凝土摊铺机操作工（６－２３－０９－０１），公路重油沥
青操作工（６－２３－０９－０１），压路机操作工（６－２３－０９－０１），水泥混凝土摊铺机操作工（６－２３－０９－
０１），平地机操作工（６－２３－０９－０１），混凝土泵工，工程机械装配与调试工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造价员（土建）、材料试验员、工程测量员、测量放线工、沥青混凝土

摊铺机操作工、公路重油沥青操作工、压路机操作工、水泥混凝土摊铺机操作工、平地机操作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本科：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４１４００
专业名称　 铁道施工与养护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铁道工程的施工、养护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铁路、城市轨道建设和管理单位，从事一般铁路线路、桥涵、隧道以及

城市轨道的施工、养护和基层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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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掌握一般铁路线路、桥涵、隧道以及城市轨道构造与施工的基础知识；
３ 能识读工程图纸，掌握工程测量的基本技能，并能进行施工放样；
４ 掌握工程材料的基础知识及实验技能；
５ 具有一般铁路线路、桥涵、隧道以及城市轨道施工和养护的能力；
６ 能完成一般工程的预算和结算工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土木工程力学基础、土木工程识图、工程材料、工程测量、地基基础、铁道桥涵、铁道隧道、铁

道线路、城市轨道工程、工程施工机械与工务养护机械、施工组织管理与概预算等。

在校内进行测量实训、工种操作实训、施工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综合生产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铁道桥隧施工与养护、铁道线路施工与养护、城市轨道施工与养护

对应职业（岗位）

施工员、造价员（土建）、工程测量员（６－０１－０２－０４）、试验员、铁路线路工、铁路桥隧工、道岔
制修工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施工员、造价员（土建）、工程测量员、试验员、铁路线路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铁道工程技术

本科：交通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４１５００
专业名称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水利水电工程的施工、管理与运行维护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单位和工程管理单位，从事水利水电土建工程施

工与管理、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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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水利水电工程建筑的基础知识；
３ 能识读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图，进行测量放线；
４ 能进行水利水电工程钢筋、模板、混凝土等施工和建筑材料、土工等试验；
５ 能编制中小型水利水电工程项目施工方案、工程造价；
６ 具有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施运行、维护的初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水利工程识图、水利工程测量、建筑材料、水利水电工程基础、工程力学与结构基础、水利水

电工程建筑设施、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与预算、水利工程管理、水利工程监理、水力学、水文学、工程

地质与土力学、水泵站等。

在校内进行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工种实训、工程预算编制实训；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进行

工程施工、运行维护综合实习或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施工工艺安全管理、工程质量与材料检测、施工监理、水利水电工程

造价

对应职业（岗位）

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材料试验员、造价员（土建）、信息资料员、工程测量员（６－０１－０２－０４）、
测量放线工（３－０１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材料试验员、造价员（土建）、信息资料员、工程测量员、测量放线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水利工程施工技术、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水利工程监理

本科：水利水电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４１６００
专业名称　 工程测量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工程测量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测绘、水利水电、地矿、公路、铁路、城镇规划、市政建设、房产、国土资

源利用等部门，从事各种工程建设的外业勘测、施工测量、地形测绘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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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识读工程图纸，运用计算机进行辅助制图；
３ 能进行文字处理、数据库管理，能编制简单的程序，处理测量计算数据；
４ 掌握平板仪法、经纬仪法、全站仪数字化法测绘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方法；
５ 能进行控制测量、地籍细部测量和房地产测绘；
６ 能对测量信息资料进行整理归档。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土木工程识图、工程制图、土木工程力学基础、测量基础、测量平差基础、控制测量、施工测

量、建筑物变形测量、地籍测量、数字化测图技术、ＧＰＳ测量技术、土木工程概论等。
在校内进行地形测量实训、控制测量实训、施工测量实训；在相关企业进行综合生产实习和

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工程勘测、地形地籍测绘

对应职业（岗位）

工程测量员（６－０１－０２－０４）、房产测量员（６－０１－０２－０６）、地籍测绘员（６－０１－０２－０５）、测量
放线工（３－０１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工程测量员、房产测量员、地籍测绘员、测量放线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工程测量技术

本科：测绘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４１７００



专业名称　 土建工程检测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土建工程检测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类土建施工企业和工程材料检测单位，从事常用工程材料检测和

施工质量控制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严格执行操作规范；
２ 掌握建筑工程的基础知识，会操作技能，能识读工程图纸；
３ 掌握土工试验检测、一般工程结构与施工的基础知识；
４ 了解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标准以及检查方法；
５ 会常用工程材料检测、试验和数据处理的技能；
６ 能运用常规测试技术进行工程和材料质量检测与评定。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建筑制图与识图、土木工程力学基础、土木工程识图、建筑材料与检测、工程测量、土工试验

与检测技术、建筑施工技术、无损检测与电测技术、工程质量检测与质量评定、近代测试技术等。

在校内进行工程测量实训、材料试验实训、工程质量控制实训；在土建施工企业进行综合生

产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土建工程材料检测、土建工程质量控制

对应职业（岗位）

材料试验员、室内装饰装修质量检验员（Ｘ６－２６－０１－４４）、管道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３６）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材料试验员、室内装饰装修质量检验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工程监理

本科：工程管理

专业代码　 ０４１８００
专业名称　 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培养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的操作、管理与营销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工程机械施工、工程机械管理、工程机械营销单位，从事工程机械的

运用、维修、管理、营销及售后服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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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典型工程机械基本结构，能识读机械零件图和装配图；
３ 具有典型工程机械的操作技能；
４ 能进行常用工程机械的保养、维护、调整与机务管理；
５ 能从事一般工程机械的营销和售后服务。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制图、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液压与液力传动、工程机械构造、工程机械维修、工程机械

运用、工程机械电器设备、工程机械设备管理等。

在校内进行工程机械驾驶实习、工程机械维修实训；在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企业进行综合生

产实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工程机械营销与租赁、工程机械维修与管理、建筑起重机械装卸与操作

对应职业（岗位）

机修钳工（６－０６－０１－０１）、工程机械修理工（１３－０３２）、机械设备安装工（６－２３－１０－０１）、建筑
机械管理员、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建筑起重机械司机、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机修钳工、工程机械修理工、机械设备安装工、建筑机械管理员、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建筑

起重机械司机、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工程机械运用与维护

本科：交通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