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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3  水上运输类 

专业代码   500301 
专业名称   航海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甲板部技术人员等职业，船舶驾驶、货物载运、通信导航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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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操纵、航行避碰、

货物运输、航海气象、航海仪器等知识，具备船舶定位与导航、船舶操纵与避碰、航海

仪器操作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船舶航行值班、货物操作作业监

督、船舶污染防范、通信导航设备操作与维护保养、消防救生设备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在船舶遇到威胁时采取妥善的保安措施等船舶保安意识和履行保安职责的

能力；  
2. 具有正确使用电子海图、航海雷达、计程仪等航海仪器设备获取相关信息的

能力；  
3. 具有正确拟定船舶航线等船舶定位和引导船舶航行的能力；  
4. 具有对驾驶台资源进行管理，并能确保船舶安全航行等船舶操纵与避碰的能力； 
5. 具有根据货物特点制订货物积载与系固方案的能力；  
6. 具有运行维护 GMDSS 等各种通导设备的能力；  
7. 具有良好的英语口语、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的能力；  
8. 具有安全防护和质量管理的能力；  
9. 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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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通概论、轮机概论、水手工艺、海事案例分析、航海数学、

船舶信号识别、船舶保安意识与职责。  
专业核心课程：船舶定位与导航、航海仪器操作与维护、船舶值班与避碰、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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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货运、船舶管理、船舶操纵、航海英语、航海气象观测与分析、GMDSS 综合

业务。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海员基本安全、精通救生

艇筏与救助艇、驾驶台资源管理、GMDSS 设备操作、高级消防、精通急救、航线设计、

货物积载等实训。在航运公司、港航企业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船员资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航海技术、水路运输与海事管理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航海技术、海事管理  
 
 

专业代码   500302 
专业名称   港口与航道工程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造价编制、工程项目管理和试验检测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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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工程测量、建

筑材料、混凝土结构、工程项目管理、施工技术等知识，具备工程识图、施工测设、施

工管理、预决算编制、试验检测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港口与航

道工程测量、施工管理、造价编制、安全管理、工程监理、试验检测等工作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识读水运工程类专业施工图和专业绘图软件应用的能力；  
2. 具有港口工程、航道工程常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方案编制的能力；  
3. 具有对工程施工进行测设等测量仪器和测量软件应用的能力；  
4. 具有应用工程造价软件编制水运工程造价文件的能力；  
5. 具有施工安全检查与监控、工程质量评定、验收等工程安全和质量管理的能力； 
6. 具有应用 BIM 软件，按照现场施工流程进行工程项目管理的能力；  



37 

7. 具有绿色施工和标准化施工的能力；  
8. 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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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测量、工程制图与 CAD、土木工程材料、工程力学、土力学与

地基基础、钢筋混凝土结构、水力学、工程地质与水文。  
专业核心课程：BIM 技术应用、土木工程施工、港口水工建筑物施工、航道工程施

工、渠化工程施工、工程项目管理、水运工程造价编制、水运工程质量检测。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土木工程识图、CAD、工

程测量、疏浚与吹填、水运工程施工、港航专业识图、工程造价等实训。在水利和水运

工程建筑行业的水运工程施工、咨询、检测类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建筑信息模型（BIM）、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治河与港航工程、建设工程管理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土木工程、工程管理  
 
 

专业代码   500303 
专业名称   轮机工程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轮机部技术人员等职业，船舶轮机管理、机舱设备操作维护、机舱设备检测维

修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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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原理、船舶动力

装置、轮机辅助系统、船舶电气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对船舶轮机设备进行操作、

检测、调试、保养和维修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机舱设备操作与

管理、轮机设备维护与修理、船舶作业管理、船舶人员管理、海上安全与救生等工作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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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正确操作、管理船舶主、辅机及其各相关系统等轮机安全值班的能力；   
2. 具有完成车工、钳工、焊工、电工等船舶机械加工的基本能力；  
3. 具有检测、保养、维护和修理船舶机电设备等轮机维护和修理的能力；  
4. 具有对机舱人员和技术设备管理的基本能力；   
5. 具有正确识别应变信号，熟练使用船舶内部通信系统的能力；  
6. 具有制订和执行应急程序，熟练操作应急设备的能力；  
7. 具有熟练操作防污染设备的船舶污染防范处置的能力；  
8. 具有船舶机舱安全防护和质量管理的能力；  
9. 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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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工基础、电路与电子技术、航海概论、轮机工程基础、自动控制

基础、液压与气压传动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船舶动力装置操作与维护、船舶辅机操作与维护、轮机英语、船舶

电气设备操作与维护、轮机自动控制与维管、船舶管理。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金工工艺、动力装置拆装

与操作、船舶电工工艺与电气测试、电气与自动化、机舱资源管理等实训。在远洋运输

企业、船舶修造企业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船员资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轮机工程技术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轮机工程  
 
 

专业代码   500304 
专业名称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邮轮酒店部门宾客服务与管理、客舱服务与管理、餐饮服务与管理、休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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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与管理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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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行业规范、安全

运营、岗位服务等知识，具备邮轮宾客服务与管理、客舱服务与管理、餐饮服务与管理、

休闲娱乐服务与管理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邮轮礼宾、前台、餐

厅、酒吧、客舱、休闲娱乐对客服务与基层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协助乘客办理登船离船手续、前台咨询、投诉处理等宾客接待服务的能力； 
2. 具有做好日常客舱清扫、设备维护、住客服务等工作的客舱清洁保养的能力；  
3. 具有在邮轮餐厅、酒吧、咖啡厅等场所提供就餐及酒水服务的餐饮服务的能力； 
4. 具有在邮轮剧场、健身场所、水疗中心等提供对客服务与秩序管理的休闲娱乐

服务的能力；  
5. 具有根据乘客消费需求及消费心理对邮轮产品进行推荐与销售的产品销售

的能力；  
6. 具有对邮轮场所进行清洁消毒，做好卫生健康防护等卫生防疫工作的能力；  
7. 具有在紧急情况下应急、疏导乘客避险避难、求生救生等船员基本安全和安保

的能力；  
8. 具有熟练使用邮轮管理信息系统，适应邮轮产业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数字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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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运营管理、邮轮旅游地理、邮轮服务礼仪、邮轮跨文化沟通、

邮轮职业道德与素养、邮轮卫生与健康。  
专业核心课程：邮轮宾客服务与管理、邮轮客舱服务与管理、邮轮餐饮服务与管理、

邮轮酒吧服务与管理、邮轮休闲娱乐服务与管理、邮轮旅游市场营销、邮轮安全管理、

邮轮实用英语。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邮轮宾客服务、客舱服务、

餐饮服务、休闲娱乐服务、船员基本安全等实训。在国际邮轮企业、本土邮轮企业或高

星级酒店等企业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船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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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邮轮运营服务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国际邮轮运营管理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酒店管理、旅游管理  
 
 

专业代码   500305 
专业名称   水路运输安全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水上交通安全管理、体系运行监控、船舶管理、船员管理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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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安全、航运业务、

船员人力资源管理等知识，具备管理水上交通环境与秩序，保障船舶适航等能力，具有

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水上交通秩序管理、海事调查与分析、安全体系管理、

船舶日常管理、船舶证书管理、船舶货运管理、船员调配、船员健康管理等工作的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开展通航环境和秩序的监督管理、拟定和发布航行通告或警告等水上交通

安全监管的能力；  
2. 具有编制水上交通安全事故和污染事故报告书的水上交通事故分析、评估、处

理的能力；  
3. 具有辨识和评估危险源，编制航运企业安全管理体系或标准的体系运行监控

的能力；  
4. 具有确保船舶证书持续有效，在结构、装备、供应品等所有方面保持适合于出

港航行的状态等保障船舶适航的能力；  
5. 具有办理船舶配载、水尺公估、单证操作、货物检验、货损货差处理等船载货

物管理的能力；  
6. 具有组织船员调配与培训，管理船员证书，管理船员健康等船员管理的能力；  
7. 具有对船舶运营实施安全管理工作，确保客货运输质量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等

安全防护和质量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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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具有相关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应用的能力；  
9. 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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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基本安全、数据统计与分析、航海概论、船舶文化、海事公约

与法规、管理学基础、HSE 管理体系基础、计算机辅助制图。  
专业核心课程：水上交通安全管理、海事调查与分析、船舶安全生产管理、船舶业

务管理、船员管理、船舶货运管理、船员心理健康管理。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船舶基本安全、货物配积

载、船舶安全评价与管理等实训。在海事航管、航运企业、船舶管理公司、船员管理公

司、港口企业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船员资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水路运输与海事管理、安全工程技术、应急管理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海事管理、交通管理、安全工程  
 
 

专业代码   500306 
专业名称   港口机械与智能控制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港口设备管理、港口设备操控、港口设备检修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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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设备机电基础理

论、生产工艺、操控管理、检测维修以及智能控制等知识，具备实施安全生产、应急处

置、操作管理、检测维修、新技术应用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港

口设备的操作与维护、诊断与检修、运行与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分析和掌握港口机械设备结构与工作原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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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有对港口机械设备进行检测维修、安装调试的能力；  
3. 具有对港口机械设备进行故障诊断和智能技术应用的能力；  
4. 具有对港口智能设备进行操作与维护的能力；  
5. 具有对现代化港口进行安全生产管理和实施应急保障的能力；  
6. 具有执行港口企业绿色生产、安全防护、环境保护和质量管理的能力；  
7. 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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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图与计算机绘图、机械基础、工程力学、电工与电子技术、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PLC 与变频器技术、内燃机构造与原理、港口机械概论。  
专业核心课程：港口机械液压系统检测与维修、港口起重机械操作、港口输送与集

装箱机械运行与管理、智能装卸搬运机械运用、传感器与物联网技术应用、港口电气设

备故障诊断与检修、港口起重机远程操控、港口机械检测与修理。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车钳焊工实训、CAD 考证

训练、柴油机电控技术实训、PLC 与变频器实训、液压与液力传动实训、现代港口电气

设备实训、起重运输机械检修实训、维修电工考证训练、叉车考证实训、起重机远程操

控仿真实训、自动化码头装卸管理系统仿真等实训。在集装箱港口企业、散货码头、港

机制造企业、虚拟仿真实习基地等单位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智能制造单元维护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港口智能工程技术、机械电子工程技术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  
 
 

专业代码   500307 
专业名称   港口与航运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港口和航运业务操作及管理、货运代理、船舶代理、进出口通关等岗位（群）。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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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管理、航运管理、

船舶代理、货运代理、通关等知识，具备港航业务操作、国际货运代理、船舶代理及进

出口关务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码头泊位策划、中控调度、船舶

配载、揽货、订舱、制单、进出口通关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处理业务函电和制作单证等专业英语交流能力；  
2. 具有维护港口信息和数据处理等港航信息系统分析和数字技术基本能力；  
3. 具有进行码头泊位策划、中控调度、安全管理、港口理货等港口业务操作和管

理的能力；  
4. 具有进行船舶调度、船舶配载、放货与箱务管理等航运业务操作和管理的能力； 
5. 具有揽货、制单、客服、订舱等国际货运代理和船舶代理能力；  
6. 具有处理进出口通关业务等关务的能力；  
7. 具有在工作中做好安全监管，确保生产科学化和规范化等安全生产管理能力；  
8. 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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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港航概论、港口装卸工艺、船舶原理与配载、海运地理、航运

经济与市场、市场营销、港航政策与法规。  
专业核心课程：港口业务操作与管理、国际航运业务管理、国际货运代理实务、国

际船舶代理实务、港航业务英语、进出口通关实务、港口信息系统运行和维护、港口安

全生产管理。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港口业务、航运业务、国

际货运和船舶代理、进出口通关等实训。在港口、船公司、货运代理和船舶代理企业、

国际物流公司等单位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港口理货、多式联运组织与管理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水路运输与海事管理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交通运输、海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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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500308 
专业名称   船舶电子电气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轮机部技术人员等职业，船舶电子电气设备运维、船舶操作控制系统运维等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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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电子电气设备、

船舶操作控制系统等知识，具备船舶电子电气设备运维、船舶操作控制系统运维等能力，

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船舶电子电气、自动化及通信、导航设备及系统运

行监控、维护、修理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船舶电子电气、自动化及通信、导航设备的识图、运行监控和维护的能力； 
2. 具有信息技术应用、船舶控制计算机及网络系统管理相关设备维修的能力；  
3. 具有海上个人求生、消防、急救、救生艇筏操作能力和保安设施维护的能力；  
4. 具有航运企业初级岗位的安全及人员管理的能力；  
5. 具有对涉及船员、航运及海事的相关法律事件进行分析的能力；  
6. 具有对水上运输设备管护领域进行数字化管理的能力；  
7. 具有节能环保意识、安全防护和质量管理的能力；  
8. 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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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基础、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基础、计算机原理、轮机概论、船

舶保安、基本安全、电子电气工艺。  
专业核心课程：船舶电气设备及控制系统运行与维护、船舶电站及高压电力系统运

行与维护、船舶机舱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局域网管理、船舶通信系统运行与维护、船

舶导航设备操作与维修、船舶管理、电子电气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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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工艺、船舶电气

设备维护与修理、船舶电站及高压电力系统操作与维护、船舶机舱自控系统维护、计算

机局域网管理、船舶通信系统维护、船舶导航设备维修等实训。在水上运输企业的船舶

上进行岗位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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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船员资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船舶电气工程技术、船舶智能制造技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船舶电子电气工程、轮机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业代码   500309 
专业名称   船舶检验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船体建造检验、船舶修理检验、船舶动力装置测试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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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结构制图、船舶

建造、测试检验等知识，具备识读工程图样、检验船体结构件、测试船舶设备、评定焊

接样件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船舶及其设备的技术状况检验、审

核、测试、鉴定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船舶工程图样的识读、绘制的能力；  
2. 具有船体结构件加工质量检验、品质审核的能力；  
3. 具有船舶相关设备测试、检修和船舶动力装置工作状态鉴定的能力；  
4. 具有焊接样件的质量评定和船舶焊接缺陷成因分析的能力；  
5. 具有船舶建造尺寸检测和精度数据采集分析的能力；  
6. 具有船舶结构和设备监督检测的能力；  
7. 具有安全防护、监管和质量管理的能力；  
8. 具有相关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应用的能力；  
9. 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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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工程制图、船舶原理、船舶结构制图、船舶材料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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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英语应用。  
专业核心课程：现代船舶生产建造、船舶动力装置安装、船舶智能焊接、船舶建造

精度控制、船体结构检验、轮机检验、船舶焊接检验、船舶检修。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钳工工艺、电焊工艺、气

焊工艺、造船精度测量、无损探伤、船舶动力装置安装调试等实训。在船舶制造、船舶

修理和船舶检修检测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特殊焊接技术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船舶智能制造技术、船舶动力工程技术、船舶电气工程

技术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船舶与海洋工程  
 
 

专业代码   500310 
专业名称   集装箱运输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集装箱装卸与运输业务管理、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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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装卸业务管理、

集装箱运输业务管理、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等知识，具备装卸与运输现场组织、运输业

务代理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集装箱装卸与运输作业计划编制、

堆场管理、运输单证办理、运输揽货配货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潮汐表、船期表、船舶规范、船图等信息的识读能力；  
2. 具有集装箱港口、铁路场站等的作业计划的编制能力；  
3. 具有托书、提单、码头十联单、集装箱设备交接单、作业申请单、危险品申报

单、装箱证明书等单证的缮制与审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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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有各类集装箱运输进出口业务单证流转的能力；  
5. 具有运输代理揽货、报价、订舱配货的能力；  
6. 具有运输代理单证操作及客户服务的能力；  
7. 具有安全生产意识；  
8. 具有相关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应用的能力；  
9. 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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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管理、交通运输经济、物流统计实务、货物学基础、海运

地理、绿色低碳交通技术。  
专业核心课程：集装箱运输业务管理、集装箱装卸与工艺、集装箱危险品管理、集

装箱验箱、国际贸易实务、货物运输与保险、国际货运代理、客户关系管理。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集装箱码头业务管理、国

际货运代理业务、客户沟通情景模拟等实训。在集装箱码头、堆场、铁路场站等场所和

运输代理企业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多式联运组织与管理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水路运输与海事管理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交通运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