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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2  广播影视类 

专业代码   360201 
专业名称   播音与主持  
基本修业年限  四年  

职业面向  

面向播音、配音、讲解、节目主持、采访报道、活动主持、新媒体主持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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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发声、播音创作、

主持艺术等知识，具备较强的语言表达、作品演播、播音主持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

信息素养，具有新闻伦理与新闻道德，能够从事各类新闻播音、采访报道、音视频配音、

节目主持、活动主持、网络与新媒体口语传播及语言艺术培训等工作的高层次技术技能

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和语言沟通交流能力；  
2. 具有广播、电视、新媒体新闻的播音能力，具有信息获取和采访报道能力；  
3. 具有专题片配音和影视配音创作能力及对外传播能力；  
4. 具有音视频节目策划、主持、制作的能力；  
5. 具有企事业内外宣传、策划、统筹、主持的能力；  
6. 具有本专业需要的自我形象管理和塑造能力，具有个人礼仪修养和人际交往能力； 
7. 熟悉传媒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8. 具有现代数字信息处理及融媒体市场运营的能力；  
9. 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创新发展的能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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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主持艺术概论、形体与体态语、表演基础、新闻学概论、新媒

体传播、广播电视概论、基础写作、现代汉语。  

专业核心课程：语音与发声、播音创作基础、即兴口语表达、文艺作品演播、音频

节目播音与主持、视频节目播音与主持、现场报道、演播空间处理。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播音、配音、主持、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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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演播、新媒体直播等实训。在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网络直播基地等单位进行

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资格，新闻记者职业资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专业硕士学位授予领域举例：新闻与传播、广播电视  

接续硕士学位二级学科举例：戏剧与影视学  

 
 

专业代码   360202 
专业名称   影视摄影与制作  
基本修业年限   四年     

职业面向  

面向影视摄影、剪辑、包装与合成、全媒体制作与运营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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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摄影与制作、

全媒体运营等知识，具备影像拍摄、剪辑、特效与包装、新媒体内容生产等能力，具

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摄影摄像、影视剪辑、影像包装设计、影视合成特

效、全媒体运营等工作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对影视美学、视听语言、传播学、节目策划等方面的较强的整合知识和综

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2. 具有分镜头设计、影像拍摄等镜头画面创作的能力；  
3. 具有影像编辑、影视剪辑与画面后期处理的实践能力；  
4. 具有影视特效制作、画面调色等影视后期制作与包装能力；  
5. 具有短视频策划、制作、运营、新媒体编辑等新媒体内容生产的能力；  
6. 具有运用信息技术基础知识进行影视节目制作领域数字化创作的能力；  
7. 熟悉传媒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8. 具有一定的研究问题和创新发展的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33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摄影基础、视听语言、数字图形图像、影视制作技术、影视照明基

础、影视声音基础、色彩构成、视觉传达设计、传播学概论、新媒体概论。  

专业核心课程：影视摄像、摄影技术与艺术、无人机摄影摄像技术、影视编辑、影

视特技与合成、节目包装设计、数字校色、影视节目策划、剧情片创作、纪录片创作、

新媒体文案、新媒体运营。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节目策划、纪录片创作、

剧情片创作、影像剪辑与包装、新媒体运营等实训。在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影视

制作公司、视频网站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专业硕士学位授予领域举例：电影、广播电视、新闻与传播  

接续硕士学位二级学科举例：戏剧与影视学、新闻传播学  
 
 

专业代码   360203 
专业名称  数字广播电视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四年     

职业面向  

面向广播电视播控系统集成、技术支持与运维，传输与接收技术支持与运维、融媒

体系统集成与技术支持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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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广播电视系统技

术架构、媒体融合、云计算与大数据等知识，具备数字广播电视系统设计、施工、调试

与运维，融媒体平台系统集成与运维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广播

电视播控系统集成与运维，有线和无线广播电视信号传输与接收系统方案设计与运维，

融媒体系统集成与运维等工作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演播室、转播车、融媒体平台系统集成、调试与运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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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有有线数字电视前端和传输系统、卫星数字电视接收系统方案设计、施工、

调试与运维能力；  
3. 具有数字广播电视终端安装与调试能力；  
4. 具有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集成播控平台值机、传输网络检测与维护能力；  
5. 具有制播网络系统集成与运维能力；  
6. 具有熟练使用广播电视系统常用测量仪器的能力；  
7. 具有适应产业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数字技能、信息技术基础知识、专业信息

技术能力；  
8. 熟悉传媒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熟悉安全防护、质量管理等相关知识；  
9. 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创新发展的能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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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基础、电子技术、数字电路、信号与系统、数字通信原理、计

算机网络技术、光纤传输技术、现代电视原理。  

专业核心课程：数字电视技术、视频测量技术、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技术与应

用、有线数字电视技术、网络制播技术、数字卫星通信、融媒体技术与应用、数字电视

演播室技术。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数字电视前端系统集成与

设备参数设置，有线广播电视光传输网络的规划设计、设备安装、调试、维护与检修，

演播室、转播车、融媒体平台系统集成、调试与运维等实训。在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

心、广播电视网络公司、广播电视系统设备集成公司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专业硕士学位授予领域举例：通信工程  

接续硕士学位二级学科举例：通信与信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  
 
 

专业代码   360204 
专业名称   影视编导  
基本修业年限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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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面向  

面向编导、影视导演、剪辑、策划、撰稿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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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编导、摄影摄像、

策划等知识，具备广播影视及网络视听节目策划、制片、编导、剪辑等能力，具有工匠

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策划、编剧、影视导演、文案写作、节目编导、后期剪辑等

工作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影视编导、统筹项目、解决现场问题的能力；  
2. 具有视听节目创意、策划等能力；  
3. 具有影视剧本、创意提案、广告语、影视配文、宣传稿等各类文体写作能力； 
4. 具有拍摄指导、现场调度、前后期对接等影视摄制工作的能力；  
5. 具有完成广告片、宣传片、短视频、栏目、网络节目等剪辑和特效包装工作的

能力；  
6. 具有策划、制定并执行新媒体运营策略的能力；  
7. 具有适应产业数字化发展需求的数字技能，具有传媒文化领域需要的数字化

能力；  
8. 熟悉传媒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9. 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创新发展的能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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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艺术基础、视听语言、影视照明、影视录音、影视导播、影视

短片创作、摄影摄像、影视后期制作、影视美学、拉片分析。  

专业核心课程：影视节目策划、影视剧本创作、影视制片管理、影视导演实务、影

视文案策划与写作、节目编导执行、全媒体视听节目创作、影视广告创意、影视特效、

新媒体运营。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剧本创作、影视导演、节

目策划、文案写作、后期制作、新媒体投放等实训。在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影视

制作公司、新媒体公司、文化传媒机构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新闻记者职业资格、演出经纪人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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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新媒体运营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专业硕士学位授予领域举例：广播电视、新闻与传播  

接续硕士学位二级学科举例：戏剧与影视学  

 
 

专业代码  360205 
专业名称  全媒体新闻采编与制作  
基本修业年限   四年  

职业面向  

面向全媒体采访、写作、摄像、编辑、宣传、策划、评论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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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新闻传播、媒体融合等知识，具备全媒体新闻采写、全媒体新闻编辑制作、全媒体新闻

策划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摄像、新

闻编辑、新闻宣传、新闻策划、新闻评论及全媒体新闻传播工作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摄影、摄像、编辑等技术技能，具有全媒体音视频新闻制作的能力；  
2. 具有全媒体新闻采访、全媒体新闻写作的能力；  
3. 具有撰写新闻评论的能力；  
4. 具有完成出镜报道的能力；  
5. 具有较强的新闻敏感性及扎实的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表达能力与视听表达能力； 
6. 具有完成全媒体受众调查、新闻策划、媒体运营等工作的能力；  
7. 具有适应产业数字化发展需求的数字技能，具有传媒领域需要的数字化能力； 
8. 熟悉传媒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9. 具有研究和创新发展能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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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视听传播概论、

融合新闻概论、中外新闻史、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视听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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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课程：图片摄影、摄像技术、全媒体新闻采访、全媒体新闻写作、全媒体

新闻编辑、视频剪辑与特效、短视频创作、音频节目制作、新闻评论、出镜报道。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摄影摄像、全媒体新闻采

访写作、全媒体编辑策划、纪录片与短视频创作等实训。在报社、广播电视台、融媒体

中心、新媒体公司、传媒公司等单位及其他企事业单位宣传部门进行岗位实习。  

职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新闻记者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新媒体编辑、媒体融合运营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专业硕士学位授予领域举例：新闻与传播  

接续硕士学位二级学科专业举例：新闻学、传播学  

 
 
专业代码   360206 
专业名称   数字动画  
基本修业年限   四年  

职业面向  

面向动画编导、动画设计与制作、动画特效与合成、引擎动画制作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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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动画基本理论、

动画原理、动画编剧等知识，具备动画造型设计、数字动画设计与制作、动画项目创意

策划、动画编导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动画创意策划、动画编导、

三维动画设计与制作、动画特效与后期合成、动画制片与管理等工作的高层次技术技能

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进行动画项目创意策划、编导动画短片项目的能力；  
2. 具有空间透视的绘制能力、动静态角色的结构塑造能力，熟练运用美术手绘技

法进行创意设计的能力；  
3. 具有动画电影思维及熟练运用视听语言进行镜头设计的能力，能够根据剧本、

角色、导演要求进行动画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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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有数字动画制作、创作相关的数字化技能，具有将动画原理知识、艺术表现

与数字技术融合应用于数字动画设计、制作与创作的能力；  
5. 能够主动学习智能动画新技术，具有规范操作动作捕捉等先进设备的技能，具

有动作捕捉数据优化使用的能力；  
6. 熟悉传媒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7. 了解动画项目制片流程及各个生产岗位要求，具有辅助动画项目管理的能力；  
8. 具有根据各类新媒体特点与要求，推广动画项目或作品的能力；  
9. 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创新发展的能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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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动画概论、速写、数字色彩、动画写生、视听语言、计算机动

画基础、艺用解剖与透视、动画运动规律、版式设计。  

专业核心课程：动画创意策划、动画剧本创作、动画美术设计、动画分镜设计、三

维模型制作、动画绑定、角色动作设计、动画材质与灯光渲染、动画特效与后期合成、

动画制片管理、动画短片创作。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数字建模、动画绑定、动

画材质与灯光渲染、特效合成、引擎动画制作等实训。在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服务行业

的动画公司、游戏公司、校企合作实训基地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动画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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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广播电视、艺术设计  

接续硕士学位二级学科举例：戏剧与影视学、设计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