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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  计算机类 

专业代码   310201 
专业名称   计算机应用工程  
基本修业年限   四年  

职业面向  

面向计算机硬件工程技术、计算机软件工程技术、计算机网络工程技术、计算机程

序设计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计算机系统集成相关

基础理论等知识，具有一定的计算机技术研发、技术实践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

素养，能够从事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分析与设计、开发与集成、运行与维护、安全与测评

等工作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备项目管理、软硬件需求分析、软件设计的能力；  
2. 具备软件开发和 Web 设计与开发的能力；  
3. 具备服务器和网络设备的选型、安装、调试和维护的能力；  
4. 具备搭建云计算环境，进行虚拟化管理的信息技术能力；  
5. 具备设备选型、方案设计与实施的能力；  
6. 具备编写测试方案，进行软件测试的能力；  
7. 具备安全防护策略设计和实施的能力；  
8. 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计算机导论、计算机组成原理、离散数学、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与

算法、数据库原理及应用、操作系统原理、计算机网络与应用等。  

专业核心课程：软件工程、软件体系结构与架构技术、服务器管理与配置、网络

系统集成、软件测试技术、云计算与虚拟化、信息系统安全、Web 开发技术等。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云

计算和虚拟化、信息安全等综合实训。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信息集成、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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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服务平台搭建的企业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智能计算平台应用开发、云计算开发与

运维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专业硕士学位授予领域举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与信息安全  

接续硕士学位二级学科举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代码   310202 
专业名称   网络工程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四年  

职业面向  

面向信息和通信工程技术、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等职业，网络运维、网络系统集

成、网络规划设计与应用开发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计算机网络、操作系

统、程序设计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网络管理、网络工程施工、网络系统设计等

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网络运维、网络系统集成、网络工程规划设

计与应用开发等工作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程序设计、数据结构、操作系统、数据库、网络技术等专业基本技能；  
2. 具有网络工程的设计、实施、测试、管理与维护等技术技能；  
3. 具有网络系统集成、网络安全保障、云计算平台部署实施、网络自动化运维等

解决复杂网络工程问题的能力；  
4. 具有网络应用系统开发能力；  
5. 具有计算机网络工程领域数字化技能，具有适应产业数字化发展需求的能力； 
6. 具有参与制定技术规程与技术方案，从事技术研发、科技创新、科技成果或实

验成果转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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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计算机网络基础、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与应用、数据结构、信息

网络布线、信息安全基础、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Web 开发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路由交换技术、网络安全技术、无线网络技术、网络规划与系统集

成、虚拟化与存储技术、Linux 操作系统、SDN 与网络自动化技术、云计算技术。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网络工程规划设计、开发、

实施、测试、管理和维护等实训。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相关企事业单

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网络系统建设与运维、Web 前端开发、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

网络安全运维、WPS 办公应用、无线网络规划与实施、网络系统规划与部署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专业硕士学位授予领域举例：电子信息  

接续硕士学位二级学科举例：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代码   310203 
专业名称   软件工程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四年  

职业面向  

面向计算机软件工程技术、信息系统分析工程技术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计算机软件系统、软

件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分析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软件研究及项目实施、信息系

统分析与设计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软件研究、开发、测试、管

理和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等工作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备按照规范流程开发软件系统、组建模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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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备使用常见测试工具，依据软件测试方法进行软件测试的能力； 

3. 具备软件项目实施、运维、管理等能力；  
4. 具备从事软件工程职业提供中高端服务的能力；  
5. 具备参与信息系统设计，制定工程技术方案与技术路线的能力；  
6. 具备信息系统分析，技术研发、科技成果或实验成果转化的能力；  
7. 具备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遵守软件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能力；  
8.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离散数学、程序设计基础、计算机导论、计算机组成原理、数据结

构、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专业核心课程：Web 开发技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面向对象系统分析与设计、软件工

程、软件体系结构与架构技术、软件质量保证与测试、前端开发技术、智能终端应用软件开发。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Web

前端开发、智能终端应用软件开发、软件测试、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软件项目管理等

实训。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行业的企事业单位、生产性实习实训

基地等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Web 前端开发、移动应用开发、大数据分析与应用、3D 引擎

技术应用、虚拟现实应用开发、JavaWeb 应用开发、Web 应用软件测试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专业硕士学位授予领域举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  、软件工程、大

数据技术与工程  

接续硕士学位二级学科举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代码   310204 
专业名称   数字媒体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四年  

职业面向  

面向数字媒体开发与应用相关领域内策划与创作、产品设计与研发、运营与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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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硕士学位二级学科举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新闻传播学  
 
 

专业代码   310205 
专业名称   大数据工程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四年  

职业面向  

面向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数据分析处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大数据应用开发、

大数据分析与挖掘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大数据开发、大数据

分析与挖掘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数据采集、处理与可视化及大数据系统开发、

测试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大数据系统开发及运维、大数据分析

与挖掘等工作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备大数据采集、清洗、存储及管理、分析及挖掘、展现及应用的能力；  
2. 具备应用大数据平台体系架构，完成大数据系统的设计、开发、测试，以及性

能监控及调优的能力；  
3. 具备管理维护并保障大数据系统稳定运行的能力；  
4. 具备提供大数据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的能力；  
5. 具备开发或操作应用工具完成大数据工程领域的应用开发、数据分析、数据挖

掘和数字化应用的能力；  
6. 具备大数据工程领域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能力；  
7.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计算机基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大数据技术导论、数据库原理

与应用、Linux 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技术、Web 前端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数据采集技术、数据预处理技术、分布式数据库技术、Hadoop 应用

开发技术、Spark 应用开发技术、高性能系统架构、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数据可视化

技术。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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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与挖掘、大数据开发与运维等实训。在数据处理与分析、大数据平台运维、大

数据技术咨询与服务等企事业单位或生产性实训基地等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大数据工程化处理与应用、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专业硕士学位授予领域举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软件工程  

接续硕士学位二级学科举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  
 
 

专业代码   310206 
专业名称   云计算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四年  

职业面向  

面向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云平台部署运维、云应用开发、云安全管理等技

术领域。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私有云、公有云、虚

拟化、容器技术、云安全、云存储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云平台规划设计、云平

台部署和自动化运维、基于云平台的应用系统设计和开发、云安全管理等能力，具有工

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云平台设计、部署、运维、安全管理及自动化运维开发，

云应用系统设计与开发、开源系统的二次开发等工作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备云计算平台配置与管理、云平台运维、云应用系统的设计与开发能力；  
2. 具备私有云、容器云、公有云平台中计算、网络、存储、DevOps、云安全、云

原生等服务或产品的开发与运维能力；  
3. 具备云计算平台及组件的性能监控与调优、云应用开发的能力；  
4. 具备结合业务背景开展云平台业务需求分析、架构设计、部署运维、应用开发

的能力；  
5. 具备云计算工程技术领域中方案设计、项目管理、问题排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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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具备解决岗位现场较复杂的云计算应用问题、实施现场管理的能力；  
7. 具备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  
8.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计算机网络技术、程序设计、云计算技术、Linux 操作系统、数据库

设计、算法与数据结构。  

专业核心课：虚拟化技术、Web 前端开发技术、私有云技术、容器云技术、公有云

技术、云安全技术、云存储技术、自动化运维技术、Web 应用系统开发、云应用开发。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云平台设计部署、虚拟化

技术应用、自动化运维、云应用开发、安全管理等实训。在云计算厂商和企事业的云数

据中心等单位（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云服务操作管理、云计算平台运维与开发、云计算开发与运维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专业硕士学位授予领域举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接续硕士学位二级学科举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代码   310207 
专业名称   信息安全与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四年  

职业面向  

面向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网络安全应急服务、网络安全风险评估、数据灾备、数

字取证与司法鉴定等技术领域。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网络空间安全、计算

机组成、计算机网络、程序设计、数字逻辑电路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网络安全

风险评估、网络安全应急服务、网络安全测评、数据取证与分析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

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信息系统安全工程规划与建设、信息系统安全评估与管理等工作

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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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备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安全加固能力；  
2. 具备代码审计与系统渗透测试能力；  
3. 具备信息系统的安全策略部署实施和安全运维能力；  
4. 具备信息系统灾备方案制定、数据恢复与取证能力；  
5. 具备信息系统安全评估方案编制与安全测评能力；  
6. 具备信息安全事件应急响应与处置能力；  
7. 具备信息安全工程方案规划设计和工程实施能力；  
8. 具备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以及国产软件部署与适配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数字逻辑电路基础、C 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

网络原理及应用、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信息安全标准与法规、网络空间安

全导论。  

专业核心课程：操作系统原理及安全、数据库原理及安全、Web 应用安全审计、密

码技术应用、网络安全系统集成、数字取证与司法鉴定、数据灾备技术、软件逆向技术、

信息安全测评与风险评估、信息安全工程管理。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信息系统组建和安全运维、

系统安全测试和评估、网络攻防对抗、数字调查取证、数据安全管理等实训。在公安局

网安系统、国家保密系统、通信行业、信息安全设备厂商、信息安全服务等企业（单位）

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网络安全运维、网络安全评估、网络安全渗透测试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专业硕士学位授予领域举例：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接续硕士学位二级学科举例：网络空间安全、软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代码   310208 
专业名称   虚拟现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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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修业年限   四年  

职业面向  

面向虚拟现实产品设计师、虚拟现实软件工程师、虚拟现实系统实施及运维工程师

等职业，虚拟现实软硬件产品的设计、开发、测试、维护和服务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程序设计、虚拟现实

引擎使用、虚拟现实产品开发、虚拟现实软硬件运维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使用

开发虚拟现实软件及内容、进行相关软硬件运维操作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

能够从事虚拟现实相关硬件搭建、软件部署、产品设计、开发应用程序、测试应用、虚

拟现实三维场景设计、虚拟现实产品运维及软硬件集成、实施等工作的高层次技术技能

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备安装、操作和维护常见虚拟现实系统软硬件环境的能力；  
2. 具备虚拟现实应用开发和测试能力；  
3. 具备使用设计工具完成虚拟现实内容制作的能力；  
4. 具备分析现有虚拟现实应用和内容，优化性能和视觉表现的能力；  
5. 具备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和工具解决虚拟现实实际问题的能力； 
6. 具备需求分析、架构设计、团队协作等设计和管理虚拟现实项目的能力；  
7. 具备以用户体验、虚拟现实技术设计为核心的创新能力；  
8. 具有掌握本专业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从事工作的能力；  
9. 具备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设计基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计算机网络、

引擎技术基础、三维软件基础、界面设计。  

专业核心课程：虚拟现实应用策划、虚拟现实引擎技术、三维建模制作、虚拟现实

场景制作技术、人机交互技术、全景制作技术、数字图像处理、虚拟现实技术开发。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三维设计、虚拟现实引擎

应用、虚拟现实综合应用等实训。在虚拟游戏设计企业、软件开发企业、虚拟展馆制作

企业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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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虚拟现实应用设计与制作、虚拟现实应用开发、数字创意建模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专业硕士学位授予领域举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接续硕士学位二级学科举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专业代码   310209 
专业名称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四年  

职业面向  

面向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等职业，人工智能数据处理、产品实

现、应用集成与运维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人工智能数据技术、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框架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人工智能数据处理、模型构建、

系统研发与运维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人工智能数据处理与分析、

人工智能应用开发等工作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备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程序设计、数据库设计能力；   
2. 具备设计典型机器学习算法和深度学习模型，运用人工智能思维解决实际应用

问题的能力；   
3. 具备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等领域的业务分析与方案设计能力；   
4. 具备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与挖掘技能，数据业务分析设计、模型搭建及训练的

能力；  
5. 能够使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开发框架或工具，具备结合业务场景的模型评估、

调优、测试、推理的能力；  
6. 能够设计人工智能应用系统开发流程，具备业务系统实现及应用创新的能力；  
7. 具备人工智能系统的安装、部署、调测、运维等技能，能够提供人工智能技术

支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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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人工智能数学基础、电路设计基础、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

技术、数据结构与算法、程序设计。  

专业核心课程：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导论、数据采集与处理、数据分析与挖掘、机

器学习技术与应用、深度学习技术与应用、嵌入式技术与应用、人工智能应用系统开发。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机器学

习模型与应用开发、深度学习模型与应用开发等实训。在人工智能行业应用领域的企事

业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计算机视觉应用开发、Python 程序开发、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工

程应用、智能计算平台应用开发、人工智能数据处理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专业硕士学位授予领域举例：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接续硕士学位二级学科举例：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代码   310210 
专业名称   嵌入式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四年  

职业面向  

面向嵌入式系统设计工程技术人员、计算机软件工程技术人员、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人员等职业，嵌入式系统设计、开发、测试及系统集成等技术领域。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掌握电子电路、程序设

计、数据库、网络通信、嵌入式微处理器、嵌入式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等知识，具备嵌入

式硬件调测、嵌入式底层驱动开发、嵌入式系统应用程序开发、智能算法分析与应用、嵌

入式人工智能开发、嵌入式软件测试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嵌入式

系统设计、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产品测试、系统集成等工作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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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常用电子测量仪器使用、电路原理图识读与分析、计算机程序设计与数据

库应用的能力；  
2. 具有嵌入式系统硬件调测能力；   
3. 具有微处理器接口应用及嵌入式底层驱动开发的能力；   
4. 具有嵌入式应用软件开发与测试能力；   
5. 具有嵌入式操作系统移植、应用与开发能力；  
6. 具有智能算法分析与应用、嵌入式人工智能应用与开发的能力；  
7. 具有智能系统集成与实施、项目管理与运维等能力；  
8. 具有创新意识及信息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专业导论、电路分析基础、嵌入式 C 程序设计、电子技术与应用、

单片机技术与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数据结构与算法、Linux 操作系统基础、数据库

技术与应用、Python 与人工智能基础。  

专业核心课程：嵌入式微控制器应用开发、传感器技术与应用、嵌入式实时操作系

统、智能互联通信技术应用、嵌入式 Linux 驱动开发、嵌入式 Linux 应用开发、Android

嵌入式应用开发、嵌入式视觉识别技术与应用、嵌入式 AI 与边缘计算技术应用、智能

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开发、嵌入式软件测试技术。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电子电路调试与应用、嵌入

式微控制器技术应用、传感器技术应用、嵌入式 Linux 应用、智能嵌入式系统设计等实训。

在嵌入式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系统集成等企业或生产线实训基地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嵌入式边缘计算软硬件开发、物联网单片机应用与开发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专业硕士学位授予领域举例：电子信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人工

智能  

接续硕士学位二级学科举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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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310211 
专业名称   工业互联网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四年 

职业面向   

面向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计算机网络工程技术人员、计算机软件工程技术人

员等职业。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工业互联网络技术、

数据处理、安全防护等知识，具备工业互联网网络互联、数据采集与标识解析、边缘计

算应用、工业大数据分析、工业 App 开发与应用、安全防护运维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

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工业数字化工程设计、实施与维护、应用开发、数据分析等工作

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工业网络互联方案设计、设备选型、安装及调试的能力；  
2. 具有工业数据采集方案设计、边缘网关配置、边缘应用开发的能力；  
3. 具有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系统部署、运行监测、日常维护和故障排查的能力； 
4. 具有工业大数据采集处理、进行可视化展示及应用分析的能力；  
5. 具有工业应用软件需求分析、功能设计、开发调试的能力；   
6. 具有工业互联网安全防护方案设计、策略配置、安全审计及应急处理的能力； 
7. 具有工业数字化工程设计实施、技术支持、应用场景集成的能力；  
8. 具有将 5G、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工业互联网领域的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电工电子技术、程序设计基础、数据结构与算法、数据库应用技术、

网络与通信技术基础、工业控制技术基础、生产与运作管理、工业互联网基础。  

专业核心课程：工业网络互联技术、工业数据采集技术、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技术、

工业边缘计算与控制技术、工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工业 AI 智能技术与应用、工业 App

设计与开发、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工业区块链技术与应用、工业互联网实施与运维、

工业互联网工程管理。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工业网络互联、数据采集

与边缘计算、标识解析、数据分析、工业 App 设计、安全防护实施等实训。在工业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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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技术类、制造业类、软件开发类企业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工业互联网网络运维、工业互联网设备数据采集、工业互联网

实施与运维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专业硕士学位授予领域举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控制工程、软件工程  

接续硕士学位二级学科举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  

 
 

专业代码   310212 
专业名称   区块链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四年  

职业面向  

面向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区块链工程技术等职业，区块链设

计、区块链应用开发与测试、区块链运维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区块链底层研发、区

块链应用设计、区块链应用开发、测试和运维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区块链架构

设计、底层研发、应用开发、测试和运维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

区块链设计、区块链研发、区块链应用开发与测试、区块链运维等工作的高层次技术技

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备区块链架构设计、底层研发的能力；  
2. 具备区块链应用设计和研发的能力；  
3. 具备智能合约设计与开发的能力；  
4. 具备区块链应用测试设计、执行与分析的能力；  
5. 具备区块链应用运维的能力；  
6. 具备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密码技术、安全产品应用能力；  
7. 具备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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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具备依法从事区块链技术专业相关工作的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计算机网络基础、程序设计基础、区块链导论、数据结构与算法、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操作系统原理及应用、Web 前端开发技术、密码技术基础、信息安

全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区块链原理与设计、虚拟化技术与应用、区块

链部署与运维、智能合约设计与开发、区块链应用开发、DApp 应用开发、区块链项目

设计与实践。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区块链原理与设计、区块

链部署与运维、虚拟化技术与应用、智能合约设计与开发、区块链项目设计与实践等实

训。在区块链产业创新基地、区块链产教融合基地、区块链产业学院等单位或场所进行

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区块链系统应用与设计、区块链应用软件开发与运维、区块链

智能合约开发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专业硕士学位授予领域举例：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工程、计算机技术  

接续硕士学位二级学科举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