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０２　 资源环境类

专业代码　 ０２０１００
专业名称　 国土资源调查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土地资源调查和矿产资源调查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土地资源调查、地质勘察、矿产管理等企事业单位，从事土地资源、地

质矿产资源调查的辅助性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能承担相关的野外作业；
２ 掌握土地资源、地质矿产资源的基本知识；
３ 掌握土地资源调查、矿产资源调查的一般工作程序和方法；
４ 能进行土地资源、矿产资源调查和初步评价；
５ 能进行地质测绘和地理信息技术处理，具有对测量仪器进行维护和保养的能力；
６ 能进行土地资源、矿产资源资料收集和处理；
７ 能进行国土资源基层管理。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综合地质、水文地质、测量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国土资源管理概论、国土资源法律法规、矿业

权评估、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等。

在校内外进行地质野外综合实习、地质测绘实习、地籍测绘实习、国土资源调查实训、国土资

源调查综合实训。

专业（技能）方向

矿产资源调查与管理、土地管理、地籍测绘

对应职业（岗位）

地籍测绘员（６－０１－０２－０５）、地质测量工（６－０１－０２－９９）、采样工（６－０１－０１－０４）、矿山地质
工（６－０１－０１－０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地籍测绘员、地质测量工、采样工、矿山地质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国土资源调查

本科：资源勘查工程、土地资源管理

专业代码　 ０２０２００
专业名称　 地质调查与找矿
基本学制　 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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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地质调查与找矿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地质勘察企事业单位，从事地质调查、矿产勘察和开发的辅助性

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能承担野外地质工作；
２ 掌握地质、矿床、找矿的基本知识；
３ 掌握地质调查与找矿的一般工作程序和方法；
４ 具有较强的野外踏勘、剖面测制、地质填图、矿产普查初步评价、原始编录等实践技能；
５ 能进行野外地质资料收集和处理；
６ 能使用计算机处理地质资料；
７ 能合理选择探矿手段和布置探矿工程。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综合地质、矿物基础、岩石基础、古生物与地史、构造地质基础、区域地质调查、找矿勘探方

法、矿山生产技术等。

在校内外进行普通地质认识实习、地质填图实习、地质生产、矿业生产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矿山地质、矿产开发、地球化学探矿、放射性矿产普查与勘探

对应职业（岗位）

采样工（６－０１－０１－０４）、矿山地质工（６－０１－０１－０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采样工、矿山地质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区域地质调查及矿产普查

本科：资源勘查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２０３００
专业名称　 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勘察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水文地质与水利工程地质勘察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地质、水利、水电、城建等行业，从事农田、矿山、环境等水文地质勘察

与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工作，以及工业与民用建筑、水利水电、道路、桥梁等工程的地质勘察、施

工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能承担野外地质工作；
１１



２ 掌握地质、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的基础知识；
３ 掌握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勘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
４ 掌握地基及基础施工的基础知识和施工方法；
５ 能进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和编写报告；
６ 具有矿井涌水量预测、矿井和地面排水设计的初步能力；
７ 具有地质环境分析与评价的初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制图基础、环境地质基础、工程测量基础、地下水动力基础、水文、工程地质钻探、水文地质基

础、工程地质基础、基础工程与地基处理、工程岩土学基础、工程测量基础等。

在校内外进行地质认识及填图实习、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勘察实习、基础施工与地基处理实

习 、毕业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水文地质勘察、工程地质勘察

对应职业（岗位）

水文地质工（６ － ０１ － ０１ － ０５）、岩土工程地质工（６ － ０１ － ０１ － ９９）、地勘钻探工（６ － ０１ －
０１－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水文地质工、岩土工程地质工、地勘钻探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水文地质与勘查技术

本科：资源勘查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２０４００
专业名称　 地球物理勘探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地球物理勘探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地质、冶金、石油等企事业单位，从事基础地质调查、固体矿产勘查、

石油与天然气勘查、地下水资源勘查、地热资源勘查等物探地质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能承担野外物理探矿工作；
２ 掌握地球物理探矿的基础知识；
３ 掌握电法勘探、地震勘探、磁法勘探、重力勘探、井中物理探矿等项工作的方法、原理和

技能；

４ 具有物理探矿工程施工、组织、管理的初步能力；
５ 具有计算机应用能力和物理探矿基础软件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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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地质基础、工程测量、水文与工程地质基础 、普通物理勘探、地震勘探、重磁法勘探、电法勘

探、钻井地球物理勘探、工程与环境物理勘探、物理勘探新方法新技术、物理勘探软件应用等。

在校内外进行地质认识实习、物探教学实习、毕业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工程物探 、物探测井

对应职业（岗位）

物探工（６ － ０１ － ０１ － ０３）、地震物探爆炸工（６ － ０１ － ０１ － ０３）、海洋勘探震源工（６ － ０１ －
０１－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物探工、地震物探爆炸工、海洋勘探震源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地球物理测井技术、地球物理勘查技术

本科：勘查技术与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２０５００
专业名称　 钻探工程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钻探工程现场施工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地质勘探行业及水利、公路、铁路等工程建设部门，从事钻探工程的

现场施工与辅助性管理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熟知各项安全操作规程，能承担野外地质工作；
２ 掌握与本专业有关的机械基础、电工电子基础知识；
３ 掌握地质基础知识；
４ 掌握钻探工程的基本知识；
５ 能运用钻探技术进行钻探工程现场施工；能操作、维护和保养钻探设备；
６ 具有钻探工程施工现场管理的初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基础、电工电子技术与技能、地质基础、钻探工程施工、钻探技术、钻探设备、安全技术与

安全管理等。

在校内外进行地质基础实习、金属工艺实习、钻探工程施工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固体矿产钻探、水文水井钻探、工程地质施工钻探

对应职业（岗位）

固体矿产钻探工（６－０１－０１－０１）、水文水井钻探工（６－０１－０１－０１）、工程地质工程施工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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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１－０１－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固体矿产钻探工、水文水井钻探工、工程地质工程施工钻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钻探技术

本科：勘查技术与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２０６００
专业名称　 掘进工程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掘进工程的施工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地质勘探、水利、矿山、公路、铁路等工程建设部门，从事掘进工程的

现场施工与管理、工程爆破与辅助性管理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熟知各项安全操作规程，具有安全生产、节能环保等意识，具有良好的职业习惯；
２ 掌握工程力学和机械的基础知识；
３ 掌握地质基础知识；
４ 掌握掘进工程的基本知识；
５ 能进行掘进工程施工，能操作、维护、保养相关设备；
６ 具有掘进工程施工现场管理的初步能力；
７ 具有工程爆破施工和现场管理的初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地质基础、机械基础、工程测量技术、工程材料、掘进技术、掘进机械、工程爆破技术、安全技

术与安全管理等。

在校内外进行地质基础实习、金属工艺实习、工程测量实习、掘进工程实习、爆破工程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爆破工程技术

对应职业（岗位）

掘进工、爆破工（６－２３－０１－０２）、工程凿岩工（６－２３－０１－０１）、土石方机械操作工（６－２３－０１－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掘进工、爆破工、工程凿岩工、土石方机械操作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钻探技术

本科：勘查技术与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２０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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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岩土工程勘察与施工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岩土勘察、基础施工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地勘、城建、交通、水利水电等行业的工程施工企事业单位，从事岩土

工程勘察、基础施工、地基处理、深基坑支护和边坡治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能承担工程施工的野外作业；
２ 掌握工程制图和识图、工程地质、工程施工的基本知识；
３ 掌握岩土工程勘察的基本理论、一般工作程序和方法；
４ 掌握岩土工程钻探设备、工具、仪器仪表的基本知识与操作技能；
５ 掌握地基基础施工、地基处理、深基坑支护和边坡治理等基础知识和施工方法；
６ 具有处理岩土工程施工中的常见技术问题和事故的初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综合地质、水文地质、土力学地基基础、岩土工程、工程钻探、岩土工程勘察、桩基础工程施工

技术、施工组织管理、锚固技术、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工程预决算等。

在校内外进行地质野外综合实习、岩土工程勘察实训、岩土工程施工综合实训。

专业（技能）方向

岩土工程勘察 、岩土工程施工

对应职业（岗位）

水文地质工（６－０１－０１－０５）、岩土工程地质工（６－０１－０１－９９）、工程凿岩工（６－２３－０１－０１）、土石
方机械操作工（６－２３－０１－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水文地质工、岩土工程地质工、工程凿岩工、土石方机械操作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工程地质勘察、水文与工程地质

本科：勘查技术与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２０８００
专业名称　 地质灾害调查与治理施工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地质灾害调查与治理施工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地矿、国土资源、水利水电、交通、城建、环保等部门的基层单位，从事

地质灾害调查与评估，以及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施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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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能承担工程施工的野外作业；
２ 掌握地质灾害的基本知识；
３ 掌握地质灾害调查、评估与治理的基本方法，能对地质灾害进行调查分析；
４ 能对地质灾害进行初步评价与评估；
５ 具有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的初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普通地质与构造地质基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程测量、钻探概论、岩土工程勘察、工程概

预算、地质灾害调查与评价、地质灾害防治技术等。

在校内外进行工程测量实习、水文地质测绘实习、工程地质测绘实习、地质灾害实训、毕业综

合实习等。

专业（技能）方向

地质灾害评价与评估 、地质灾害防治

对应职业（岗位）

灾害信息员（Ｘ４－０７－９９－１２）、工程测量员（６－０１－０２－０４）、水文地质工（６－０１－０１－０５）、支护
工（６－０１－０３－０６）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灾害信息员、工程测量员、水文地质工、支护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工程地质勘察

本科：灾害防治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２０９００
专业名称　 地图制图与地理信息系统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地图制图与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管理、维护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国防、公安、国土资源、环保、水利、规划、交通等部门的地理信息中

心、测绘单位，从事地图制图与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的数据采集、编录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能承担野外测量工作；
２ 掌握地理、地貌、测量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３ 掌握地理信息系统的基础知识，能够进行该系统的数据采集、编录等建库与管理工作；
４ 具有地形图测图、编制普通地图、专题地图和制作三维模型的能力；
５ 具有一定的美工基础和绘制地图的基本技能；
６ 能熟练操作计算机，会使用常用绘图与制图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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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地理地貌基础、地形测量、航空测量、地图绘制与整饰、地图编制、数字制图、地理信息系统基

础、计算机地图绘制、ＧＩＳ应用技术、印刷技术等。
在校内外进行地貌认识实习、普通地图编制实习、专题地图编制实习、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实

习、毕业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地图制图、地理信息系统、测绘信息数字化

对应职业（岗位）

地图制图员（６－０１－０２－０３）、地籍测绘员（６－０１－０２－０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地图制图员、地籍测绘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地理信息系统与地图制图技术、地籍测绘与土地管理信息技术

本科：遥感科学与技术、地理信息系统

专业代码　 ０２１０００
专业名称　 地质与测量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地质测量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矿山企业及城镇建设、水利、交通、地质勘察等单位，从事矿山地质、

矿山测量以及地形测绘、工程测量、地质普查、地质勘探等地质测量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能承担野外测量工作；
２ 掌握采矿、工程施工等基本知识；
３ 能正确、熟练使用水准仪、经纬仪、罗盘等常用地质、测量仪器工具；
４ 能运用计算机初步处理工作信息和进行技术交流；
５ 能进行图纸测绘、矿山测量、工程施工测量；
６ 会识读地质图；会使用地质罗盘测量地层产状、判断地质构造、编制地质说明书，处理矿

井日常地质工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地质基础、构造地质、矿井地质、地质勘探、矿图、测量基础、工程测量、现代测量技术、地质

ＣＡＤ、采煤基础等。
在校内外进行地质基础实习、测量基础实习、构造地质实习、矿井地质实习、工程测量实习、

数字化测图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矿山地质、矿山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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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职业（岗位）

工程测量员（６－０１－０２－０４）、地籍测绘员（６－０１－０２－０５）、地质测量工（６－０１－０２－９９）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工程测量员、地籍测绘员、地质测量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矿山地质、矿山测量

本科：勘查技术与工程、测绘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２１１００
专业名称　 水文与水资源勘测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水文与水资源勘测、水质检验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水利、水文、水电系统企事业单位，从事水文与水资源勘测、水质检测

和资料整理编制工作以及基层水资源管理和水政监察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能承担野外工作；
２ 掌握河流泥沙、治河与防洪的基础知识；
３ 掌握水资源分析与评价、水文统计、水文预报的基础知识；
４ 具有工程测量、水化学分析、水质检测的技能；
５ 具有基层水资源管理、水政监察的基本能力；
６ 具有水文测验、资料整理和使用计算机管理水文数据库的初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水利工程测量、水文统计基础、水文学基础、水文测验与资料整编、水文预报、水文水利计算、

水文遥感遥测仪器、水质检测与评价、水资源评价与管理等。

在校内外进行测量实习、水文测验实习、水文资料整理实训、水质监测实习、毕业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水文监测、水质检测、基层水政管理

对应职业（岗位）

水文勘测工（５－０５－０４－０１）、水环境监测工（６－２５－０１－０２）、水政管理员（５－０５－９９－００）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水文勘测工、水环境监测工、水政管理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水文与工程地质、水文与水资源、水政水资源管理

本科：水文及水资源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２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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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采矿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煤矿、金属矿及非金属矿等采矿生产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煤矿、金属矿及非金属矿，从事采矿、爆破、测尘等操作和基层管理

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掌握采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严格遵守采矿的安全规范；
２ 了解采矿生产的全过程、采掘工作面生产的实际操作知识和组织方法；
３ 掌握采掘工作面各工种的基本操作技能，能正确使用和操作采掘常用设备并进行基本的

维护和保养；

４ 识读采掘工程图，能处理受地质构造等因素影响的一般采矿技术问题；
５ 能按照设计方案组织施工，编制采掘工作面作业规程；
６ 能编制安全技术措施，并能处理一般灾害事故；
７ 会处理矿山采掘工作面生产中的一般技术问题。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矿图、矿山地质、矿山测量技术、矿山电气设备使用技术、矿井巷道布置、巷道施工技术、采矿

生产技术、矿井通风与安全、回采掘进作业规程编制等。

在校内进行煤矿生产系统、通风安全系统的模拟实习，测量、矿图等实习；在煤矿企业主要进

行采煤工艺、巷道掘进、通风安全等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煤矿开采、铀矿开采、金属矿开采、非金属矿开采

对应职业（岗位）

矿井开掘工（６－０１－０３－０４）、井下采矿工（６－０１－０３－０５）、支护工（６－０１－０３－０６）、矿井通风
工（６－０１－０３－０９）、矿山安全监测工（６－０１－０３－１０）、矿山检查验收工（６－０１－０３－１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矿井开掘工、井下采矿工、支护工、矿井通风工、矿山安全监测工、矿山检查验收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煤矿开采技术、金属矿开采技术

本科：采矿工程、安全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２１３００
专业名称　 矿山机械运行与维修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矿山机械运行与维护生产一线的操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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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矿山企业生产一线，从事矿山机械设备的安装、调试、运行、维修与检

测、技术改造，以及矿山机械产品的销售与技术服务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及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范；
２ 了解采矿生产的全过程，掌握矿山机械设备的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
３ 具有机械零部件的测绘能力；了解金属加工、制造方法以及工量具使用和维护的基本

方法；

４ 掌握矿山机械设备的安装、调试、运行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操作；
５ 具有维修钳工、机械加工的操作技能；
６ 具有矿山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行、维护、检修能力；能分析、判断、处理矿山机械设备运行中

的一般故障；

７ 能进行矿山机械设备产品的营销和售后一般技术服务。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机械制图、机械基础、采煤概论、矿山流体机械、液压传动与采掘机械、矿山机械修理与安装、

矿山运输与提升设备、矿山电工等。

在校内进行金属加工与实训、矿山机械设备拆装实习；在采矿企业进行矿山认识实习、生产

实习、毕业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矿山机械运行、矿山机械维修、矿山机械设备营销与服务

对应职业（岗位）

露天采矿挖掘机司机（６－０１－０３－０１）、钻孔机司机（６－０１－０３－０２）、矿山提升机操作工（６－０１
－０３－０７）、矿井机车运输工（６－０１－０３－０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露天采矿挖掘机司机、钻孔机司机、矿山提升机操作工、矿井机车运输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矿山机电

本科：采矿工程、机械电子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２１４００
专业名称　 矿山机电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矿山机电设备安装、运行与维护的操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矿山企业生产一线，从事矿山机电设备的安装、调试、运行、维修与检

测、技术改造，以及矿山机电产品的销售与技术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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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及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意识，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
２ 了解采矿生产的全过程，掌握矿山机械、电气设备、自动控制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３ 了解金属加工、制造方法以及工量具使用和维护的基本方法；
４ 具有机械零部件的测绘能力；
５ 掌握矿山机电设备的安装、调试、运行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操作；
６ 具有维修钳工、维修电工、机械加工的实际操作技能；
７ 具有矿山机电设备的正常运行、维护、检修能力；能分析、判断、处理矿山机电设备运行中

的一般故障；

８ 能进行矿山机电设备产品的营销和售后一般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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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煤概论、矿山流体机械、电力拖动与控制、可编

程控制、液压传动与采掘机械、煤矿机械修理与安装、矿山运输与提升设备、矿山信号与通信等。

在校内进行金属加工与实训、煤矿机电设备拆装实习；在采矿企业进行矿山认识实习、生产

实习、毕业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矿山机电设备安装与调试、矿山机电设备运行与维护、矿山机电设备营销与服务

对应职业（岗位）

矿山固定设备的操作与维护人员、矿山供电及电气设备操作与维护人员、采煤机（掘进机）

操作与维护人员、矿山机电设备营销人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矿井维修钳工、矿井维修电工、煤矿输电线路工、煤矿机械安装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矿山机电

本科：采矿工程、机械电子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２１５００
专业名称　 矿井通风与安全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矿井通风与安全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煤矿及其他矿业，从事矿井通风作业与安全管理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矿山生产的安全规范，严格执行国家煤矿安全规程；
２ 具有矿山通风与安全技术的基本知识，掌握矿井及采区通风系统的组成、形式和要求；
３ 了解常用通风仪器仪表的原理、性能及矿山安全仪器的原理；
４ 掌握矿山主要灾害事故的分析处理方法及现场急救技术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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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能正确使用常用通风仪器仪表，具有基本的矿井通风参数测定能力；具有一般的通风设
施设备布置和施工能力；

６ 具有基本的矿井及采区通风系统的分析、优化和设计能力；具有初步的通风管理能力；
７ 能鉴别简单的矿山主要灾害发生征兆；能初步分析灾害事故的发生原因；能及时采取合

理有效的防治措施预防事故的发生。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矿井通风基础知识、矿井通风系统、矿井通风管理、矿井瓦斯、矿井火灾、矿井粉尘、顶板灾

害、矿井水灾、矿山救护、煤矿现代化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及维护、煤矿法律法规等。

在校内进行煤矿生产系统、通风安全系统模拟实习、安全仪器仪表使用等实习；在煤矿企业

进行测风测压、瓦斯检测、矿尘检测和一氧化碳检测等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矿井安全技术、救护技术

对应职业（岗位）

矿山安全监测工（６－０１－０３－１０）、火工品管理工（６－０１－０３－１３）、矿井通风工（６－０１－０３－
０９）、矿山救护工（６－０１－０３－１４）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矿山安全监测工、火工品管理工、矿井通风工、矿山救护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矿井通风与安全、援救技术、安全技术管理

本科：采矿工程、安全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２１６００
专业名称　 矿井建设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矿井建设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矿山及其他矿业，从事矿井建设的操作与管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遵守矿井建设安全法规，节能减耗，具有良好的矿井建设职业道德；
２ 具有矿井建设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３ 具有处理矿井建设生产中一般技术问题的基本知识；
４ 能识读采掘工程图；
５ 能处理受地质构造等因素影响的一般矿井通风与安全技术问题；
６ 能按照设计方案组织施工，编制掘进工作面作业规程；
７ 具有编制安全技术措施、处理一般灾害事故的能力；
８ 具有建井各工种的基本操作技能，能正确使用常用掘进设备并进行基本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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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矿山地质、矿山测量、矿图、矿井巷道布置、采矿技术、井巷工程、建井机械、矿井巷道施工、井

筒特殊施工等。

在校内进行模拟巷道、测绘、建井机械、进筒施工、井底车场施工组织等实训；在煤矿企业进

行煤矿地质认识实习、开拓系统认识实践，矿井建设岗位实践。

对应职业（岗位）

支护工（６－０１－０３－０６）、井筒冻结工（６－０１－０３－０３）、钻孔机司机（６－０１－０３－０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支护工、井筒冻结工、钻孔机司机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矿井建设

本科：采矿工程、土木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２１７００
专业名称　 煤炭综合利用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煤炭综合利用的生产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选煤厂、焦化厂、化工厂等企业，从事选煤、焦化、煤化工产品生产等

操作与管理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意识，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
２ 掌握煤质化验的基本知识；
３ 具有选煤、炼焦工艺、煤加工工艺、选煤和焦化机械等专业知识；
４ 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环境保护知识；
５ 具有煤加工中洗煤、焦化方面主要技术工种的操作能力及进行煤炭质量评价的能力；
６ 具有中小型选煤厂、焦化厂车间的生产管理及煤质管理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有机化学、煤化学、分析化学、化工机械、选煤概论、选煤机械、化工基础、炼焦、煤气化工艺、

煤炭综合利用、焦化产品回收等。

在校内外进行选煤及焦化综合实训、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选煤、煤炭焦化及产品回收、煤化工、煤层气抽采技术

对应职业（岗位）

备煤工（６－０３－０３－０１）、焦炉调温工（６－０３－０３－０２）、煤制气工（６－０３－０３－０４）、采气工（６－０１
－０６－０３）、加氢精制工（Ｘ６－０３－０３－０７）、干法熄焦工（Ｘ６－０３－０３－０６）、煤气变压吸附制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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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备煤工、焦炉调温工、煤制气工、采气工、加氢精制工、干法熄焦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煤炭深加工与利用

本科：矿物加工工程、煤及煤层气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２１８００
专业名称　 环境监测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环境监测的操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级环境监测机构、环保公司、工矿企业，从事水与废水监测、大气与

废气监测、噪声监测、土壤与固废监测、室内环境检测工作，污水处理与自来水厂的水质分析工

作，化工、冶金、医药、卫生、食品等行业相关分析测试与质量控制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遵守环境监测系统职业道德规范；
２ 了解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
３ 掌握分析化学与环境监测的基础知识和主要分析监测方法；
４ 具有本专业常用分析仪器的使用和维护能力；
５ 具有现场环境监测采样、样品保存与样品预处理的能力；
６ 具有对环境质量、污染源进行监测、分析和综合评价的初步能力；
７ 具有编写环境监测报告的初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环境化学、环境微生物、化学分析、仪器分析、环境监测技术、环境法规、环境评价等。

在校内外进行分析化学综合实训、环境监测综合实训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水与废水监测技术、空气与废气监测技术、土壤与固废监测技术、噪声与振动监测技术、生态

环境监测技术、辐射监测与防护技术、室内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对应职业（岗位）

化学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０１）、海洋环境监测工（６－２５－０２－０１）、大气环境监测工（６－２５－０１－０１）、
水环境监测工（６－２５－０１－０２）、环境噪声及振动监测工（６－２５－０１－０５）、固体废物监测工（６－２５－
０１－０６）、土壤环境监测工（６－２５－０１－０３）、环境生物监测工（６－２５－０１－０４）、环境辐射监测工（６－
２５－０１－０７）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化学检验工、海洋环境监测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环境监测与评价、水环境监测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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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环境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２１９００
专业名称　 环境管理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环境管理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工矿企业、乡镇环保机构，从事环境监督、环境污染纠纷与污染事故

处理工作，工矿企业日常环境管理与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吃苦耐劳，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２ 了解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
３ 掌握环境管理、环境监察的基本知识和一般工作程序；
４ 具有一定的环境保护与生产安全技术基本知识；
５ 具有从事环境监察执法、环境污染纠纷处理的初步能力；
６ 具有一般污染事故应急处置与处理的初步能力；
７ 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环境保护概论、环境管理、环境法规、环境监察、生产安全管理、清洁生产、环保设施运营与管

理、环境监测概论、环境工程概论等。

在校内外进行生产安全管理、清洁生产、环保设施运营与管理等综合实训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企业环境管理、基层环境管理

对应职业（岗位）

ＩＳＯ１４００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试行）、企业环境监督员（试行）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ＩＳＯ１４００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试行）、企业环境监督员（试行）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资源环境与城市管理、城市监测与工程技术、环境监测与评价

本科：环境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２２０００
专业名称　 环境治理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城市及工矿企业环境治理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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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环保公司、工矿企业、污水处理厂，从事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及噪声

污染治理设备操作、运行管理与维护工作；或面向环境工程公司，从事设备营销、安装、调试与维

护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吃苦耐劳，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２ 了解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
３ 掌握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及噪声污染控制与治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４ 具有独立操作一般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处理设备与配制相关处理药剂的能力；
５ 具有维护环保治理设备正常运行及排除一般故障的能力；
６ 具有运营、管理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初步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环境化学、环境工程微生物、大气污染控制技术、水污染控制技术、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技术、

噪声控制技术、城市水处理系统运营、环境工程施工、环境法规等。

在校内外进行大气、水、固体废物、噪声等环境污染治理技术综合实训、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废水污染治理技术、废气污染治理技术、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技术

对应职业（岗位）

固体废物处理工（６－２５－０３－０１）、废水处理工（６－２５－０３－０２）、废气处理工（６－２５－０３－０３）、除尘
设备运行工（６－２５－０３－０４）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城市水净化技术

本科：环境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２２１００
专业名称　 生态环境保护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生态环境保护、水土保护等单位，从事生态环境监测、生态环境保护

技术的推广应用、水土保持项目编报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为公众利益服务、环保节能等意识，严格遵守标准规定；
２ 掌握与生态恢复、生态建设、生态工程技术相关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３ 能在特殊功能区生态保护及流域管理中应用相关技术；
４ 能对常见污染进行调查、监测、分析和综合评价，能进行生态监测；
５ 能进行资源环境遥感调查与处理、３Ｓ 图件的分析处理，能进行环境数据的分析、处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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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６ 能初步进行工程分析、环境现状评价和环境影响预测，能提出环保建议方案；
７ 能够进行水土保持项目的前期工作，编制并实施水土保持方案；
８ 能从事生态环境保护各类工程的维护与业务推广服务。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环境生态基础、环境微生物、资源遥感与信息技术、生态监测、环境工程基础、环境监测、流域

管理与实践、区域生态功能及其保护、环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土壤学基础、普通水文学、水土保

持法规、水力学基础、水土保持工程等。

在校内进行资源遥感与信息技术、环境影响评价、生态监测综合实训；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水

土保持等单位进行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

对应职业（岗位）

自然保护区巡护监测员（５－０２－０３－０３）、水土保持防治工（５－０５－０３－０１）、水土保持测试工
（５－０５－０３－０２）、水土保持勘测工（５－０５－０３－０３）、水域环境养护保洁员（Ｘ５－０５－０１－０６）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自然保护区巡护监测员、水域环境养护保洁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水土保持

本科：环境工程

专业代码　 ０２２２００
专业名称　 气象服务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气象服务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县级气象部门，从事气象观测、气象信息咨询、气象灾害调查、农业气

象服务、气象自动观测仪器维护维修、气象影视制作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严格遵守行业职业道德规范，具有较好的礼仪素养和公共服务意识；
２ 了解以天气预报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气象服务体系和工作流程，掌握气象预报产品的制作

规范，能理解并解释其实际意义；

３ 能运用气象学、天气学、农业气象学等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处理气象服务过程中的一般性
问题；

４ 能进行自动观测仪器的基本维护维修；
５ 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能力、沟通能力和视频处理能力，能从事天气预报产品的编辑加工

和宣传发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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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大气科学概论、大气探测基础、天气预报方法与技术、应用气象、气象信息服务、专业气象服

务、气象灾害调查与评估、自动观测仪器维护维修、气象影视动画制作等。

在校内进行地面气象观测、专业气象服务、天气预报综合实训；在气象服务部门进行顶岗

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农业气象服务、自动观测仪器维护、气象影视制作

对应职业（岗位）

气象观测人员（２－０２－２９－０１）、气候监测预测人员（２－０２－２９－０３）、应用气象人员（２－０２－２９
－０４）、气象服务人员（２－０２－２９－０５）、多媒体作品制作员（Ｘ２－０２－１３－０７）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多媒体作品制作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应用气象技术、大气科学技术

本科：应用气象学

专业代码　 ０２２３００
专业名称　 雷电防护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雷电防护作业人员及相关产品营销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气象系统的防雷中心、防雷工程设计施工企业和避雷设备生产销售

企业，从事防雷工程施工、避雷设备检测、避雷设备营销与维护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意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工作规程；
２ 掌握雷电产生、监测与防护的基本原理，国家及省级防雷技术标准，避雷产品的基本结构

与工作原理；

３ 能正确选择并使用避雷器及避雷设备检测工具，并运用检测工具对各种防雷设施进行
检测；

４ 能识读一般的防雷工程设计施工图，并能按图纸要求正确施工；
５ 能从事避雷产品及检测设备的营销、安装、调试和售后服务工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建筑制图、雷电监测与预警、防雷设计规范与技术标准、防雷工程检测与仪器使用、防雷工程

设计与施工、雷电防护技术、避雷器工作原理及使用等。

在校内进行防雷设施检测综合实训、简单防雷工程设计综合实训；在气象服务部门进行顶岗

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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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方向

防雷工程施工、避雷设备检测、避雷产品营销

对应职业（岗位）

防雷装置施工员、防雷装置检测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防雷技术

本科：雷电防护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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