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０３　 能源与新能源类

专业代码　 ０３０１００
专业名称　 石油钻井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石油与天然气钻井生产作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石油天然气的钻探企业，从事钻井、固井与完井、油气井控制、设备维

修与基层管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较强的安全意识和质量意识；
２ 掌握特殊作业、完井、试油、油气层保护、钻井液、完井液等钻井技术的基础知识；
３ 掌握钻井设备的结构、性能、工作原理和操作规范；
４ 能选择、使用、安装、维护保养钻井设备、仪器仪表、井下工具和辅助设备及排除设备

故障；

５ 了解质量管理体系，能按照钻井作业各施工工序进行操作；
６ 能识读和绘制简单的工具草图，编制矿井的施工进度图表；
７ 具有一定的钻井事故分析、判断及处理的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制图、石油地质学基础、井场电器安全技术、钻井泥浆、钻井机械与维护、钻井工程、井控

技术等。

在校内进行钻井基本技能操作实训；在石油钻探企业进行钻井生产综合实训或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海洋钻井

对应职业（岗位）

井架安装工（６－０１－０５－０１）、钻井工（６－０１－０５－０２）、固井工（６－０１－０５－０３）、钻探灌浆工（６－
２３－０１－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井架安装工、钻井工、固井工、钻探灌浆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钻井技术

本科：石油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３０２００
专业名称　 石油天然气开采
基本学制　 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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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石油与天然气开采生产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石油、天然气的采输企业，从事油气开采、测试、注水、增产增注、油气

集输技术工作和油、气井开采生产现场的维修与管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较强的安全意识和质量意识；
２ 掌握油气水在地层和管道中流动、采输油工艺、采输气工艺、采输配井站工艺流程，油气

井设备的结构、性能、工作原理和维护保养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３ 具有管理油气井、水井、计量间、配水间，调整运行参数以及油气采输操作的基本技能；
４ 能收集、整理油气水井地质资料，进行工况分析和动态分析，填写生产报表；
５ 能安装、调试、运行和维护保养石油、天然气开采设备，会进行常见故障的分析、判断、处

理，能解决简单的技术问题；

６ 具有分析和选择油、气井开采方法的初步能力；
７ 能制定简单的油气井、水井增产增注措施及管线维护措施，组织施工和管理油气集输。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石油地质基础、水力学基础、采油地质、采气地质、采输油工艺、采输气工艺、采输仪表及自动

化、采输机械及维护等。

在校内进行采输基本技能操作实训；在石油采输企业进行采输生产综合实训或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石油开采、天然气开采

对应职业（岗位）

采油工（６－０１－０６－０２）、采气工（６－０１－０６－０３）、井下作业工（６－０１－０６－０４）、液化天然气操
作工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采油工、采气工、井下作业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钻井技术

本科：石油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３０３００
专业名称　 石油地质录井与测井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石油地质录井与测井作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石油、天然气地质勘探和测井企业，从事油、气井的钻井地质、综合录

井、测井和井下作业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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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较强的安全意识和质量意识；
２ 掌握常规地质录井设备、综合录井仪与测井设备、仪器仪表的结构、性能、工作原理等基

础知识；

３ 能选择、使用、安装、维护保养地质录井与测井设备、工具、仪器仪表、传感器及辅助设备，
填写地质录井与测井生产报表；

４ 掌握常规地质录井、综合录井、测井资料采集、整理、处理、解释操作的基本技能；
５ 具有正确操作常用地质录井与测井工具软件的能力；
６ 能排除常见设备、仪器仪表及各种传感器的故障，能解决简单的技术问题；
７ 能分析、判断及处理常见地质录井与测井事故。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石油地质基础、钻采概论、普通地质、矿物岩石学、构造地质、油气地质录井、地质录井设备与

仪表、地球物理测井等。

在校内进行地质认识实习、地质录井与测井基本技能操作实训；在石油、天然气地质勘探和

测井企业进行地质录井与测井生产综合实训和顶岗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油气井测试工、综合录井员、测井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油气井测试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钻井技术

本科：石油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３０４００
专业名称　 石油与天然气储运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石油与天然气贮备与运输的作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石油、天然气行业，从事管道油气集输泵站、场矿原油库、气库的油气

长输管线的运行、维护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石油与天然气储运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等意识，遵守石油与天然气储运操作规范；
２ 掌握油气储运、管道输送、储运设备的结构与工作原理，能进行管道油气集输泵站、场矿

原油库、气库的油气长输管线的运行、维护；

３ 能操作石油储运仪器设备，会维修、保养油气输运设备，能调整设备运行参数；
４ 会分析油气储运状况并采取措施提高运行效率；
５ 会对油、气进行计量，能录入、整理原始资料，填写生产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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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能初步判断、分析和排除石油与天然气储运生产过程中的常见异常现象和故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热工及传热、流体力学、油气储运设备、油气储运工艺、自动化仪表、油品性质、油气管道输

送等。

在校内外进行泵阀炉拆装实训、油气储运仿真实训、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石油储运、天然气储运、油气管道保护

对应职业（岗位）

油气输送工（６－０１－０６－０６）、油气管道保护工（６－０１－０６－０７）、汽车加气站操作工（Ｘ４－０７－
９９－０６）、液化天然气操作工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油气输送工、油气管道保护工、汽车加气站操作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油气储运技术。

本科：油气储运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３０５００
专业名称　 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火力发电厂热力设备的运行与检修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火力发电厂，从事热力设备的运行与检修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等意识，严格遵守运行与检修操作规范；
２ 掌握热力设备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
３ 掌握火力发电厂水处理及化学监督的基础知识；
４ 能识读热力系统图；
５ 具有热力设备运行和检修维护的基本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制图、金属加工与钳工、热力系统识绘图、热工基础、热工仪表、水泵与风机、锅炉设备及

运行、汽轮机设备及运行、火电厂热力系统、电厂化学等。

在校内外进行热力设备及热力系统识绘图综合实训、火力发电厂热力系统仿真运行实训、火

力发电厂热力系统顶岗运行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锅炉设备运行与检修、汽轮机设备检修

对应职业（岗位）

锅炉运行值班员（６－０７－０２－０３）、锅炉本体设备检修工（６－０７－０４－０１）、锅炉辅机检修工、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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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机运行值班员、汽轮机本体设备检修工、汽轮机调速系统检修工、汽轮机辅机检修工、管阀检修

工、除灰设备检修工、电除尘设备检修工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锅炉运行值班员、锅炉本体设备检修工、汽轮机运行值班员、汽轮机本体设备检修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电厂设备运行与维护、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本科：热能与动力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３０６００
专业名称　 火电厂热力设备安装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火力发电厂热力设备的安装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火力发电厂，从事热力设备的安装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等意识，严格遵守热力设备安装的操作规程与规范；
２ 掌握热力设备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工作原理；
３ 能识读热力设备结构图和热力管道的安装图；
４ 具有初级钳工以及起重、焊接的基本技能；
５ 能安装、调试热力设备。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制图、机械基础、金属加工与钳工、热力设备识绘图、热工基础、水泵与风机、锅炉设备及

安装、汽轮机设备及安装、火电厂管道与阀门等。

在校内外进行起重综合实训、焊接综合实训、热力设备识绘图综合实训、锅炉本体安装综合

实训、汽轮机本体安装综合实训、火电厂辅机与管阀安装综合实训、火力发电厂热力设备现场安

装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锅炉设备安装、汽轮机设备安装

对应职业（岗位）

锅炉设备安装工（６－０７－０１－０２）、锅炉钢架安装工、锅炉受热面安装工、汽轮机本体设备安
装工、汽轮机调速设备安装工、汽轮机辅机安装工、锅炉辅机安装工、电厂管道安装工、电厂筑炉

保温工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锅炉设备安装工、汽轮机设备安装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热能动力设备与应用、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本科：热能与动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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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０３０７００
专业名称　 火电厂热工仪表安装与检修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火力发电厂热工仪表安装与检修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火力发电厂，从事热工仪表安装与检修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等意识，严格遵守热工仪表安装与检修操作规范；
２ 掌握常用热工仪表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并能现场运用；
３ 能识别电子元器件的规格、型号，了解其应用；
４ 能识读热工仪表原理图、安装接线图；
５ 能使用各种热工检测仪表和自动监控设备；
６ 具有热工仪表自动控制系统安装与检修的基本能力；
７ 具有解决本专业仪器仪表常见故障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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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发电厂生产过程、热工仪

表及测量、热工保护和程序控制等。

在校内外进行热工仪表综合实训、火力发电厂热力系统识绘图综合实训、火力发电厂热工系

统现场安装与检修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火电厂热工仪表及控制装置安装与试验、热工计量

对应职业（岗位）

热工仪表检修工、热工自动装置检修工、热工程控保护工、热工仪表及控制装置安装试验工

（６－０７－０１－０５）、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与装置修理工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热工仪表检修工、热工仪表及控制装置安装试验工、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与装置修理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电厂热能动力装置、热能动力设备与应用

本科：能源动力系统及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３０８００
专业名称　 火电厂集控运行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火力发电厂热力与发电系统集中控制运行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火力发电厂，从事火力发电机组及热力设备集中控制运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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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等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与规范；
２ 掌握热力设备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等基础知识；
３ 掌握火电厂汽轮发电机组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等基础知识；
４ 能识读热力系统图；
５ 具有汽轮发电机组、热力设备集控运行的基本技能。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热工基础、电工技术基础与技能、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自动控制基础、锅炉设备及系统、汽

轮机设备及系统、热工自动控制系统、计算机控制系统、火电厂集控运行等。

在校内外进行电工综合实训、电子综合实训、金工综合实训、火电厂热力系统识绘图综合训

练、火电厂集控运行顶岗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集控值班员（６－０７－０２－０８）、集控巡视员（６－０７－０２－０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集控值班员、集控巡视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火电厂集控运行

本科：能源工程及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３０９００
专业名称　 火电厂水处理及化学监督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火力发电厂水处理及化学监督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火力发电厂，从事水处理运行及煤、油、水、气、汽化验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等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范；
２ 掌握煤、油、水、气、汽化学分析的基础知识及其应用；
３ 掌握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化学药品的保管方法、安全使用及注意事项；
４ 能识读火力发电厂化学水处理系统图及热力系统图；
５ 能正确使用化学分析仪表、在线化学监控仪表及其自动化控制装置；
６ 具有在火力发电厂等单位从事水处理的基本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化学基础、分析化学、火力发电厂燃料、火力发电厂水处理、电厂化学仪表及自动化、火力发

电厂生产过程等。

在校内进行电厂化学分析综合实训、电厂化学仪表综合实训、火电厂热力系统识绘图综合训

练、电厂水处理综合实训；在火电厂进行水处理、化学监督综合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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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方向

火电厂水处理、火电厂化学监督

对应职业（岗位）

电厂水处理值班员（６－０７－０２－１０）、电厂化学设备检修工（６－０７－０４－１５）、脱硫值班员（６－０７
－０２－１２）、脱硫设备检修工（６－０７－０４－１７）、电厂水化验员（１１－００９）、燃料化验员、油务员、电机
氢冷值班员、环境保护监察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电厂水处理值班员、电厂化学设备检修工、脱硫值班员、脱硫设备检修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电厂化学

本科：水质科学与技术

专业代码　 ０３１０００
专业名称　 水电厂机电设备安装与运行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水电厂机电设备安装与运行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水电厂，从事水轮发电机组及相关机电设备的安装、运行与维护

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等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范；
２ 掌握水轮发电机组和相关机电设备的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的基本应用；
３ 能识读水电厂电气一次接线图，油、水、气系统图；
４ 能正确选择和使用水电行业机电设备安装与维护的常用工具、仪器仪表；
５ 具有水轮机及辅助设备、水轮发电机的安装、运行和维护的基本能力；
６ 能处理水电厂机电设备运行常见故障与事故；
７ 具有触电应急处理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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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力学、电机与变压器、水轮机及辅助设备、

水电厂电气设备、继电保护与二次回路、水轮发电机组安装与运行等。

在校内进行钳工及焊接工艺综合实训、电机维修综合实训、水电厂运行仿真实训；在水电厂

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水电厂机电设备安装、水电厂机电设备运行与维护

对应职业（岗位）

水轮机检修工（６ － ０７ － ０４ － ０６）、闸门运行工（６ － ２４ － ０５ － ０４）、水电站水力机械试验工
（６－０７－０４－０７）、微水电利用工（Ｘ５－９９－０２－０６）、水轮机及辅助设备运行工、水电厂电气运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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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水轮机检修工、闸门运行工、水电站水力机械试验工、微水电利用工、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

（高压类）、电工操作证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水电站动力设备与管理

本科：水利水电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３１１００
专业名称　 水泵站机电设备安装与运行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水泵站机电设备安装、运行与维护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水泵站，从事水泵站机电设备的安装、运行与维护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等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范；
２ 掌握水泵站机电设备的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等基础知识；
３ 能识读水泵站电气一次接线图、水系统图；
４ 能正确选择和使用水、电行业机电设备安装与维护的常用工具、仪器仪表；
５ 具有水泵站机电设备的安装、运行和维护的基本能力；
６ 具有处理水泵站机电设备运行常见故障与事故的基本能力；
７ 具有触电应急处理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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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力学、电机与变压器 、泵与水泵站、水泵站

电气设备等。

在校内外进行钳工及焊接工艺综合实训、电机维修综合实训、水泵拆装综合实训、水泵站运

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水泵站机电设备安装、水泵站机电设备运行与维护

对应职业（岗位）

泵站运行工（６－９９－０２－００）、水电站水力机械试验工（６－０７－０４－０７）、水泵安装工、水泵运行
与维护工、水泵站电气设备安装工、水泵站电气设备运行与维护工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泵站运行工、水电站水力机械试验工、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高压类）、电工操作证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机电设备运行与维护

本科：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水利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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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０３１２００
专业名称　 反应堆及核电厂运行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反应堆及核电厂设备运行与维护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反应堆及核电厂，从事反应堆及核电厂设备的运行与维护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等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范；
２ 掌握反应堆基本结构、反应堆材料和反应堆工作原理；
３ 掌握核电厂一回路和二回路的工作过程；
４ 具有反应堆运行与维护的基本技能；
５ 具有核电厂核动力部分设备运行与维护的基本技能；
６ 能使用核电行业常用的仪器、仪表进行安全监察；
７ 具有处理反应堆常见故障的基本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常识与钳工、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反应堆物理导论、反应堆化学、反应堆材料、反应堆

热工、反应堆控制、反应堆热工测量、核辐射防护基础、核电厂汽轮机等。

在校内外进行反应堆测量综合实训、热工综合实训、反应堆及核电厂仿真运行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核电生产、环境放射性检测

对应职业（岗位）

反应堆本体运行工、核电厂发电运行工、核辐射检测工、环境放射性检测工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反应堆本体运行工、核电厂发电运行工、环境放射性检测工、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高压类）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本科：核工程与核技术、反应堆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３１３００
专业名称　 风电场机电设备运行与维护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风力发电机组运行、维护与检修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风力发电场，从事风电场机电设备运行、维护与检修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等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范；
２ 了解风力发电的基础知识和空气动力学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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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熟悉风力发电机组的基本构造和工作原理的基本应用；
４ 掌握风力发电机组的使用和维护的基本技能；
５ 掌握风力发电机组组装的基本技能和风力发电场建设流程的基本常识；
６ 具有从事风力发电场运行工作的基本技能；
７ 具有触电应急处理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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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传动、

ＰＬＣ控制技术、风力发电概述、高电压技术、风力发电机组结构及原理、风力发电机组控制技术、
风力发电机组调试与维护、风电场建设及运行管理等。

在校内进行液压技术综合实训、电气设备与电气控制综合实训、风能发电机组安装与调试综

合实训；在风力发电场进行风力发电场建设、运行、维护综合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风力发电运行检修员（６－０７－０４－１６）、小风电利用工（Ｘ５－９９－０２－０７）、维修电工（６－０７－０６－
０５）、机修钳工（６－０６－０１－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风力发电运行检修员、小风电利用工、维修电工、机修钳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电厂设备运行与维护

本科：风能与动力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３１４００
专业名称　 太阳能与沼气技术利用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太阳能、沼气利用与推广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太阳能和沼气利用资源较丰富的地区，从事太阳能设备安装、调试和

沼气生产设备建设、维护的推广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与节能环保的意识；
２ 熟悉能源的基础知识和能量转换的基本原理；
３ 熟悉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基本原理；
４ 掌握太阳能利用设备的基本构造和工作原理；
５ 掌握沼气生产设备的建设和维护的基本技能；
６ 具有因地制宜开发和利用新能源的基本能力；
７ 具有推广、应用节能技术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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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热学、工程力学、天文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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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节能技术、太阳能利用及其设备、沼气利用等。

在校内进行节能技术综合实训、太阳能设备安装与调试综合实训、沼气生产设备安装与维护

综合实训；在农村能源开发与利用示范基地进行毕业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太阳能技术利用、再生能源技术利用

对应职业（岗位）

太阳能利用工（５－９９－０２－０５）、沼气生产工（５－９９－０２－０１）、农村节能员（５－９９－０２－０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太阳能利用工、沼气生产工、农村节能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城市热能应用技术、农村能源与环境技术

本科：热能与动力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３１５００
专业名称　 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发电厂、变电站的电气运行、变电运行、变电检修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发电厂及变电站，从事电气运行、变电运行及电气设备检修、安装与

维护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等意识，严格执行操作规范；
２ 能识读发电厂及变电站一、二次电路图；
３ 具有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检修、安装与维护能力；
４ 具有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运行维护、巡视检查能力；
５ 具有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倒闸操作的能力；
６ 具有处理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运行常见异常与故障的能力；
７ 具有触电应急处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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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基础、电工仪表与测量、发电厂及变电站

电气设备、继电保护与二次回路、电力系统自动装置、电气设备检修等。

在校内进行室内线路安装综合实训、电气设备安装、检修综合实训、发电厂及变电站仿真运

行实训；在发电厂及变电站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运行与维护、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检修

对应职业（岗位）

变电站值班员（６－０７－０３－０２）、变压器检修工（６－０７－０４－１０）、电气试验员（６－０７－０４－１２）、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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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员（１１－０３２）、变电设备检修工、厂用电值班员、电机检修工、变电带电检修工、换流站值班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变电站值班员、变压器检修工、电气试验员、变电设备检修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发电厂及电力系统、电厂设备运行与维护

本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３１６００
专业名称　 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调试维护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安装、调试、运行与维护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发电厂、变电站、电力调度所，从事继电保护、自动装置的安装、调试、

运行、检修和管理等技术工作；也可到继电保护、自动装置生产企业从事产品的生产、组装、调试

和营销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意识，并有触电应急处理的能力；
２ 熟悉电工技术、电子技术、电机的基础知识；
３ 了解电力系统的基础知识及安全知识；
４ 熟悉电力系统微机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的基本原理；
５ 具有电工工艺、电子工艺的基本技能；
６ 具有识读和绘制电气二次回路图的基本能力；
７ 具有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调试与维护的基本能力；
８ 具有继电保护异常处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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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仪表与测量、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电机基

础、电力系统基础、发电厂及变电站二次回路、电力系统故障分析、微机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原

理、继电保护调试技术、变电站综合自动化技术、直流系统基本知识等。

在校内进行电子工艺综合实训、变电运行仿真实训、直流系统综合实训、继电保护及自动装

置调试综合实训、二次线路安装实训、课程设计；在发电厂、变电站、电力调度所进行继电保护及

自动装置调试与维护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安装调试、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运行维护

对应职业（岗位）

继电保护工（６－０７－０４－１３）、直流设备检修工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继电保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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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与自动化

本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３１７００
专业名称　 输配电线路施工与运行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输配电线路施工与运行、内线安装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输配电线路施工与供配电企业，从事输配电线路施工与运行、内线安

装、带电作业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等意识，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２ 能识读电气一次图、线路施工图、机械装配图及线路器材加工图；
３ 具有钳工工艺、内外线电工工艺的基本技能；
４ 具有输配电线路施工与运行的基本技能；
５ 具有输配电线路登杆作业的基本能力；
６ 具有高压线路带电作业的基本能力；
７ 具有触电应急处理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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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基础与施工机械、内线安

装、电气设备、电力线路基础、输配电线路施工与运行、带电作业等。

在校内进行线路基本工艺综合实训、架空线路登杆与作业综合实训、带电作业综合实训；在

输配电线路施工与供配电企业进行架空输配电线路施工与运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架空输配电线路施工与运行、电力电缆线路施工与运行

对应职业（岗位）

高压线路带电检修工（６－０７－０４－０９）、电力电缆安装工（６－０７－０１－０７）、送电线路工（１１－０４６）、
配电线路工（１１－０４７）、内线安装工（１１－０４９）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高压线路带电检修工、电力电缆安装工、送电线路工、配电线路工、电力工程内线安装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

本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３１８００
专业名称　 供用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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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供、用电技术应用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供配电企业，从事用电检查、抄表核算收费、装表接电等工作；也可以

在企业、城镇和农村供配电单位，从事供配电电气设备的安装、运行与维护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用电、节能环保等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２ 掌握供配电设备及系统、电能计量和变配电运行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３ 能识读供用电系统电气图；
４ 能正确选择并使用常用供电仪器仪表及辅助设备；
５ 会安装电能计量装置，处理其常见运行故障；
６ 会抄表核算收费；
７ 具有触电应急处理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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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配电网络及设备、工厂供电、电能计量、变配

电所电气运行、用电管理、安全用电等。

在校内进行电子工艺综合实训、内线安装实训、外线安装实训、电能计量装置安装综合实训；

在供配电单位进行供配电实习、供配电设备维护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城乡供用电、农网配电、工矿企业供用电

对应职业（岗位）

维修电工（６－０７－０６－０５）、农网配电营业工（６－０７－０５－０６）、电力负荷控制员（６－０７－０５－
０１）、装表接电工（６－０７－０５－０４）、电能计量装置检修工（６－０７－０５－０５）、抄表收费核算员（６－０７－
０５－０３）、内线安装工（１１－０４９）、用电监察员、用电稽查员、电能表修校工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维修电工、农网配电营业工、电力负荷控制员、装表接电工、电能计量装置检修工、抄表收费

核算员、内线安装工、用电监察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供用电技术

本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０３１９００
专业名称　 电力营销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基层电力营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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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电力企业，从事电力营销、电能计量、抄表核算与收费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用电、节能环保等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与规范；
２ 具有营销、统计、财务和电力法规的基础知识；
３ 掌握配电设备的基础知识，并能在实际工作中应用；
４ 能正确使用电能计量装置及其控制仪器仪表；
５ 能识读供、配、用电系统电气图；
６ 能进行供电企业电能计量与营业管理、一般事故处理和电量综合分析；
７ 具有触电应急处理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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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配电系统、企业财务与成本、安全用电、电力

营销、电力法规、礼仪与公关、电能计量、电力需求管理等。

在校内进行电能计量综合实训、供配电综合实训；在电力企业进行电力营销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电力营销管理、电力营销服务、农网营销

对应职业（岗位）

用电客户受理员（６ － ０７ － ０５ － ０７）、农网配电营业工（６ － ０７ － ０５ － ０６）、电力负荷控制员
（６－０７－０５－０１）、抄表收费核算员（６－０７－０５－０３）、装表接电工（６－０７－０５－０４）、电能表修理工（１１
－０６４）、电能表校验工（１１－０６５）、用电监察员、电力营销服务员（９５５９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用电客户受理员、农网配电营业工、电力负荷控制员、装表接电工、抄表收费核算员、电能表

修理工、电能表校验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供用电技术

本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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