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6 

5602  广播影视类 

专业代码   560201 
专业名称   播音与主持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播音、配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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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播、主持艺术

等知识，具备即兴口语表达、文艺作品演播、现场报道、音视频节目主持等能力，具有

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新闻播音、音视频配音、节目主持、采访报道、活动主

持、网络直播等媒体传播及有声语言艺术培训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  
2. 具有新闻播报基本能力；  
3. 具有专题片配音和影视配音创作的基本能力；  
4. 具有音视频节目策划、主持、制作和现场报道的基本能力；  
5. 具有节目解说、主持能力和企事业单位宣传活动策划、统筹、主持能力；  
6. 具有本专业需要的自我形象管理和塑造能力；  
7. 具有适应产业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数字技能，具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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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表演基础、新闻学概

论、新媒体传播、广播电视基础、基础写作。  
专业核心课程:语音与发声、播音创作基础、即兴口语表达、现场报道、文艺作品演

播、音频节目播音与主持、演播空间处理、视频节目播音与主持。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朗诵、解说、采访、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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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音等实训。在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新媒体文化传播公司、展馆、语言艺术培训

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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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播音与主持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播音与主持艺术、新闻学、传播学  
 
 

专业代码   560202 
专业名称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剪辑、节目包装、摄像、全媒体内容生产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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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新媒体内容制作与传播等知识，具备影像拍摄、数字视音频剪辑与合成、节目包装、现

场节目制作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视音频剪辑与合成、节目包装、

影像拍摄、全媒体内容生产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熟练使用专业拍摄设备，独立完成拍摄任务的实践能力；  
2. 具有熟练使用影视后期编辑软件，进行视音频剪辑制作与合成的实践能力；  
3. 具有熟练使用影视特效制作与合成软件，进行影视画面特效制作、后期合成与

节目包装的能力；  
4. 具有现场节目制作、包装，音视频信号推流与直播的实践操作能力；  
5. 具有面向全媒体生产、传播视音频节目和创新创业的实践能力；  
6. 具有进行适应传媒产业数字化发展需求的信息生产与传播能力；  
7. 熟悉传媒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8.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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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摄影艺术基础、数字图形图像、视听语言、数字音乐音响、影视文

体写作、影视作品赏析。  
专业核心课程：数字摄像技术、数字视频编辑、现场节目制作、影视后期特效与合

成、节目包装、新媒体节目制作。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影视节目拍摄、影视节目

剪辑与包装、现场节目制作、新媒体节目制作等实训。在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影

视制作公司、广告公司、新媒体网站、企事业单位宣传部门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影视摄影与制作、影视编导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影视摄影与制作、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技术  
 
 

专业代码   560203 
专业名称   数字广播电视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广播电视播控技术支持与维护、传输与接收技术支持与维护、融媒体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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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传

输、媒体融合技术、云计算与大数据等知识，具备数字广播电视系统和融媒体平台的施工、

调试与维护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广播电视播控机房值机和维护、

广播电视传输与接收网络系统的维护、融媒体平台技术支持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地面数字电视信号的接收与调试能力；  
2. 具有卫星数字电视接收系统施工调试与维护能力；  
3. 具有有线数字电视系统施工、调试与维护及相关设备的检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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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有数字电视播控系统主要设备、节目上载、编单及自动播控系统操作能力，

具有节目直播/录播值机能力；  
5. 基本具有融媒体平台搭建、调试、运行与维护能力；  
6. 掌握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具有专业信息技术能力，基本掌握广播电视领域数字

化技能；  
7. 熟悉传媒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熟悉绿色生产、安全防护、质量管理等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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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基础、电子线路、数字电路、电视原理与应用、数字通信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广播电视法规。  
专业核心课程：数字电视技术、数字卫星通信、数字电视节目制作技术、数字电视

节目播控技术、有线数字电视技术、融媒体技术应用与实战。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广播电视设备的安装调试

与维护、广播电视信号传输与接收、融媒体平台调试与运行等实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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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数字广播电视技术、网络工程技术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广播电视工程、网络工程  
 
 

专业代码   560204 
专业名称   影视编导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编剧、导演、策划、剪辑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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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创作、影视

导演、视听内容制作等知识，具备剧本创作、影视导演、新媒体视听节目策划制作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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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影视剧本创作、导演、策划、视听节目剪辑、

影视制片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进行微电影、微短剧、宣传片等剧本创作的能力；  
2. 具有从事微电影、微短剧、宣传片等作品构思、创作、艺术元素整合，并组织

指导拍摄制作的能力；  
3. 具有完成新媒体短视频、纪录片、专题片、影视广告、新媒体营销等内容策划

及文案写作的能力；  
4. 掌握各类后期剪辑软件运用技巧，具有根据策划文案完成视频拍摄及后期制作

的能力；  
5. 掌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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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熟悉传媒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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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艺术概论、视听语言、拉片分析、摄影摄像、画面编辑、媒体

文案写作、非线性编辑、影视特效。  
专业核心课程：影视剧本创作、影视导演艺术、视听节目创意与策划、纪录片创作、

新媒体内容策划与创作、新媒体推广及运营、视频剪辑编导、影视制片管理。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影视剧本创作、影视短片

创作、文案写作、摄影摄像、后期制作、视听节目创意与策划、平台运营等实训。在广

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影视制作公司、新媒体公司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演出经纪人员资格、新闻记者职业资格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影视编导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  
 
 

专业代码   560205 
专业名称   新闻采编与制作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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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面向  

面向采访、写作、编辑、摄像、制作、宣传、策划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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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理论、新闻

采编等知识，具备新闻策划、新闻采写、新闻编辑制作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

养，能够从事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摄像、新闻制作、新闻宣传、新闻

策划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图片摄影、电视摄像、音视频编辑等技术技能，具备新闻拍摄和新闻编辑

的能力；  
2. 具有新闻采访实践能力，具备各类新闻写作能力；  
3. 具有一定的全媒体新闻采编与制作能力；  
4. 具有完成受众调查、新闻策划、媒体运营等工作的基本能力；  
5. 具有利用各类信息资源，有效采集信息、加工信息、发布信息等整合、处理信

息的基本能力；  
6. 具有适应传媒领域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技能；  
7. 熟悉传媒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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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概论、广播电视概论、传播学概论、基础

写作、新闻伦理与法规、视听语言。  
专业核心课程：图片摄影、电视摄像、新闻采访与写作、全媒体新闻编辑、视听节

目策划、纪录片创作。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摄影摄像、采访写作、编

辑策划、纪录片创作等实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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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新闻记者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融媒体内容制作、新媒体编辑  
 



 

372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全媒体新闻采编与制作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  
 
 

专业代码   560206 
专业名称   影视动画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动画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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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动画的相关理论

等知识，具备动画角色模型制作、动画场景制作、三维特效制作等能力，具有数字工匠

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动画制作、后期合成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掌握动画角色造型的创作方法，具备转面图、表情图、比例图等设计能力；  
2. 掌握场景中构图、透视、光影、氛围的表现能力，能熟练运用不同的美术风格

绘制动画背景；  
3. 熟练掌握动画运动规律，具有根据角色性格、分镜需要制作原画和动画的能力； 
4. 掌握影视动画的视听语言，具有根据剧本要求，熟练使用相关软件进行短视频

创作的能力；  
5. 掌握角色的比例关系与结构特点，具有运用三维软件进行建模、贴图、灯光、

材质、渲染的制作能力；  
6. 了解影视动画项目制作流程，具有熟练使用相关软件进行后期剪辑、合成、特

效制作的能力；  
7. 有一定的美学基础，具有熟练运用图形图像软件进行平面设计的能力；  
8. 熟悉传媒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熟悉绿色生产、安全防护、质量管理等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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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概论、摄影摄像、视听语言、动画素描、动画色彩、动画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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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漫写、平面设计基础。  
专业核心课程：动画角色设计、动画场景设计、动画运动规律、动画分镜设计、二

维动画制作、三维动画制作、影视后期合成、主题创作。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摄影摄像、二维动画制作、

三维动画制作、影视后期剪辑合成等实训。在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服务公司和游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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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数字动画、数字媒体艺术、视觉传达设计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动画、数字媒体艺术、视觉传达设计  
 
 

专业代码   560207 
专业名称   影视制片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影视制片、院线经营与管理、影展策划、数字电影放映系统操控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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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院线经营管理、

影视剧制片管理发行等知识，具备影视项目管理、影展组织实施、影视作品发行策划与

营销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院线营运与管理、影视项目规划与管

理、影展项目调研策划运营、影视片发行策划营销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经营管理电影院线，制订营运管理制度、营销战略，进行市场开发的能力； 
2. 具有影视剧项目规划管理能力，具有熟知影视剧组各工作部门的工作内容和工

作职责、管理影视剧知识产权的能力；  
3. 具有现代企业管理、资金筹集营运管理、电影电视片发行与市场营销能力；  
4. 具有影视作品的生产流程、制作、成本预算控制及项目组织管理能力，具有数

字电影放映设备的操控维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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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具有对影展项目主题进行可行性研究、编写影展项目方案、策划影展相关活动

的能力；  
6. 具有了解影视产业发展趋势，对影视产业运行环境进行分析，对影视产业投融

资案例进行分析与项目策划的能力；  
7. 具有适应传媒产业数字化发展需求的数字技能，具备专业信息技术与传媒领域

数字化能力；  
8. 熟悉传媒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熟悉绿色生产、安全防护、质量管理等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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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技术概论、影视制作基础、企业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视听

语言、演艺经纪事务、知识产权法、办公软件高级应用。  
专业核心课程：制片管理、数字电影技术、电影发行与市场营销、院线经营与管理、

影视财务管理、影展策划与运营、影视投融资。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影视项目策划、影视行业

调查研究、影院经营与管理实务、数字电影放映系统操控、影展项目方案编写等实训。

在影视公司、影视文化传媒公司、电影院线、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演出经纪人员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数字媒体交互设计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暂无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文化产业管理  
 
 

专业代码   560208 
专业名称   影视多媒体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数字视频策划制作师、数字视频合成师、剪辑师等职业，音视频创意策划、制

作、剪辑、包装等岗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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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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剪辑、视频后期

包装、影视特效制作等知识，具备文案撰写、镜头剪辑与组接、动画包装与特效制作等

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新媒体视频制作、影视包装、视频剪辑等工

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掌握音视频媒体制作的知识，熟悉各类新媒体视频的表现特征及内容形式的表

现特点；  
2. 具有视频制作创意与策划的能力，能够根据视听语言特点撰写文字及分镜头稿本； 
3. 具有影视拍摄、画面造型的能力，熟悉视频制作流程与技巧，能熟练使用摄像

设备独立完成短视频拍摄；  
4. 掌握数字视频剪辑、影视调色、声音处理的理论，能切合主题完成视频素材剪

辑及视频环境气氛的营造；  
5. 能熟练使用音视频软件完成视频的合成、特效与二维、三维动画的视频包装，

具有视频视觉形象规范与刻画的应用能力；  
6. 掌握适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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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熟悉传媒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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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基础、摄像基础、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数字影像编辑、视听

语言、影视特效。  
专业核心课程：影视包装三维动画、影视包装全案设计、MG 动态图形、新媒体短

视频制作、新媒体广告制作、数字合成技术。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视频拍摄、视频剪辑、三

维建模、数字合成、视频包装等实训。在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广告公司、文化传

播公司、新媒体平台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数字影视特效制作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数字媒体艺术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数字媒体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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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560209  
专业名称   影视照明技术与艺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演艺设备工程技术人员、灯光师、照明工等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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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色彩构成及立体

构成、影视及舞台光线效果设计、布光、摄影摄像等知识，具备影视及舞台灯光效果设

计与呈现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演艺灯光及特效设备销售与维护、

演出灯光系统搭建、影视及舞台灯光效果设计与效果呈现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备影视及舞台灯光系统搭建能力；  
2. 具备根据艺术效果要求，区别使用不同类型的灯具及其他演艺设备的能力；  
3. 具有影视及舞台照明艺术效果的设计能力；  
4. 具备使用制图软件完成灯光设计施工图纸、静态或动态模拟效果图纸制作的数

字技术应用能力；  
5. 具备使用调光控制设备控制灯具及其他舞台演出设备完成预期艺术效果呈现的

能力；  
6. 具有根据影视摄影创作意图和需求，完成一般影视拍摄任务的能力；  
7. 具有理解音乐节奏、情绪，提炼、理解文学作品或项目文案主题思想的审美能力； 
8. 熟悉传媒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熟悉绿色生产、安全防护、质量管理等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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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基础、摄影摄像基础、照明基础理论、影视艺术概论、用电常

识、音乐赏析。  
专业核心课程：舞台演出设备维护与系统搭建、调光控制设备应用、舞台艺术作品

用光赏析、影视艺术作品用光赏析、影视光线处理技巧、舞台灯光设计、灯光设计软件。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调光控制设备使用、舞台

灯光系统搭建、影视光线造型效果处理、舞台灯光设计、摄影摄像技术等实训。在演出

剧场、剧院团、广播电视台、演艺工程公司、广告公司、舞台或影视灯光设备生产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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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影视特效制作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舞台艺术设计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影视摄影与制作  
 
 

专业代码   560210 
专业名称   音像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音响调音师、灯光师、舞台机械技术员、舞台系统工程师、音视频系统技术员

等职业，舞台灯光音响设计、舞台工程系统设计、安装、调试和维护、网络音视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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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声光等知

识，具备舞台音响、灯光、机械的系统应用，舞台系统工程设计，网络音视频系统集成

应用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舞台音响调音、灯光设计、机械操控、

网络音视频系统集成及舞台系统工程集成安装、调试、维护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基本的弱电、强电系统维护与检修能力；  
2. 具有读图、绘图及计算应用能力；  
3. 具有演出现场扩声系统和灯光系统的连接调试能力；  
4. 具有较强的调音、灯光设备操作应用能力；  
5. 具有较强的声音及灯光设计和审美能力；  
6. 具备音响、灯光、机械等项目工程系统设计、施工能力；  
7. 具备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等应用能力，掌握网络音视频系统集成的操作技能；  
8. 熟悉传媒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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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电工基础、视唱练耳、演艺场馆概论、工程制图、电子技术基础、

色彩构成、计算机辅助绘图、声光基础知识。  
专业核心课程：音响技术、灯光技术、舞台机械、舞台灯光设计、音响工程设计、

灯光工程设计、数字音频技术、音视频系统集成。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电工电子、音响技术、灯

光技术、音响灯光综合等实训。在剧场、院团、学校、舞台工程、音视频集成等单位进

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装表接电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舞台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专业代码   560211 
专业名称   录音技术与艺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录音、混音、声音制作、音响调音、音频系统技术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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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广播影视、声

学与电声学等知识，具备声音质量评价、操作录音相关设备进行声音创作与制作、运用

音频新技术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音乐录音与混音、影视录音与

声音制作、现场音响调音、音频系统安装与调试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音质判断，并用语言准确表述出来的能力；  
2. 掌握录音与音响领域前沿科技的发展现状，具有熟练使用录音音响器材的能力； 
3. 具有一定的影视声音设计能力，和良好的影视录音及声音制作的能力；  
4. 具有熟练的独唱、独奏音乐录音与混音的能力，并具有良好的合唱、合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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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与混音能力；  
5. 具有现场演出音响调音扩音的能力；  
6. 具有录音音响系统集成、安装、调试，并培训他人正确使用的能力；  
7. 掌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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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乐理与视唱练耳、音乐艺术常识、影视艺术常识、声学基础、

音频设备原理与操作、主观音质评价。  
专业核心课程：音乐录音、音乐混音、影视剧录音、听觉节目录制、视觉节目声音

录制、调音扩音。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音乐录音与混音、影视录

音与声音制作、综艺晚会音响调音等实训。在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剧场剧院、节

目制作公司、影视摄制组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数字广播电视技术、影视编导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录音艺术、广播电视编导、音乐学  
 
 

专业代码   560212 
专业名称   摄影摄像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电影电视摄影师、摄影记者、商业摄影师、电视摄像员等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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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摄像、灯光造型、

影视后期制作等知识，具备使用照相机、摄像机、后期编辑软件、灯光造型设备及各类

辅助拍摄器材完成图片摄影与影像拍摄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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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师、摄像师、摄影记者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使用照相机、摄像机、后期编辑软件、灯光造型设备及各类辅助拍摄器材

的技术技能；  
2. 具有图片新闻与影像新闻的制作能力，具有使用照相机、摄像机、手机进行艺

术创作的能力；  
3. 具有综合运用灯光进行影视造型的能力；   
4. 具有新闻摄影、人像摄影、商业摄影等不同类型摄影作品的拍摄能力；  
5. 具有运用数字技术对摄影作品进行修正、美化的能力；  
6. 具有识读剧本、分镜头稿本及领会和执行编导意图的能力，掌握不同类型影像

的拍摄能力与后期编辑能力；  
7. 基本掌握影视传媒领域数字化技能，具有适应产业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技术

和服务能力；  
8. 熟悉传媒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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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语言、摄影摄像技术基础、美术基础、摄影构图、图形图像处

理、影视照明基础、分镜头设计、影视剪辑。  
专业核心课程：新闻摄影、人像摄影、商业摄影、影视灯光造型、讯道拍摄技术、

影视摄像。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人像摄影、商业摄影、摄

像机及相关设备的使用、电视新闻摄像、专题片和纪录片摄像、讯道拍摄、影视灯光造

型、短视频创作、微电影创作等实训。在报刊社、广播电视台、文化传媒公司、影视制

作公司、商业摄影服务公司、新媒体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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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数字影像处理、新媒体编辑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影视摄影与制作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影视摄影与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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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560213 
专业名称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全媒体运营师等职业，融媒体采编、融媒体运营、互联网信息审核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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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策划、采编、

审核发布、运营等知识，具备融媒体内容策划采编、管理与运营、信息审核等能力，具

有敏锐的职业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融媒体采编、融媒体运营、互联网信息审核等

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新媒体文案创意策划和写作能力；  
2. 具有摄像机等音视频采集设备的使用和维护能力；  
3. 具有对网络文字、声音、视频、动画、H5 页面等进行编辑处理的能力；  
4. 能够构建新媒体矩阵，具有对新媒体账号进行数据采集、分析与监控、宣传与

推广、营销与变现、运营与管理的能力；  
5. 具有策划直播方案、布局直播网络与机位、申请与装修账号、预热与推广直播

内容、汇总与分析直播数据、进行多场景直播的能力；  
6. 具有互联网信息识别、信息审核、网络风险防控的能力；  
7. 基本掌握传媒领域数字化技能，具有适应产业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技能与服

务能力；  
8. 熟悉传媒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熟悉行业生产标准与规范等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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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实务、新媒体文案策划与写作、图形图像处理技术、摄影摄

像技术、视频剪辑技术、新媒体技术应用、流媒体技术应用、网络传播法规。  
专业核心课程：H5 融媒体动画制作技术、直播技术、短视频制作与运营、新媒体营

销与运营、互联网信息审核、新媒体数据分析、网络舆情分析、融媒体制作发布实战。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融媒体内容采集、融媒体

内容制作、融媒体运营等实训。在融媒体中心、互联网公司、传媒公司等单位进行岗位

实习。  



 

382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媒体融合运营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全媒体新闻采编与制作、影视摄影与制作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网络与新媒体  
 
 

专业代码   560214 
专业名称   网络直播与运营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网络直播运营、网络直播编导、全媒体运营、网络主播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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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策  划运营、

有声语言表达等知识，具备开展网络直播、进行全媒体运营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

息素养，能够从事网络直播运营、网络直播编导、全媒体运营、网络主播等工作的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能够熟练操作直播工具，完成网络直播流量、账号的运营，对直播运营效果进

行评估与优化；  
2. 具有较好的文案撰写能力及活动策划能力，能够根据不同平台特性策划直播内容； 
3. 具有一定的采编、策划、摄影、摄像与剪辑包装的能力，能够从事全媒体运营

工作；  
4. 能够适应互联网特性进行网络播音、主持与表演，具有开展网络直播的能力；  
5. 熟悉绿色生产、安全防护、质量管理等相关知识，具有运营新技术分析直播数

据和网络直播态势的信息技术能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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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新媒体概论、摄影摄像基础、普通话语音、视觉设计、音视

频编辑、新媒体运营、网络传播伦理与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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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课程：网络直播文案与策划、网络直播运营实务、数据分析与直播推广、

短视频策划与制作、网络主持与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网络直播导播技术。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网络直播运营实务、短视

频策划与制作、网络主持与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网络直播导播技术等实训。在媒体机

构、宣传文化机构、传媒公司、电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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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编辑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全媒体电商运营、播音与主持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网络与新媒体、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学  
 
 

专业代码   560215 
专业名称   传播与策划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全媒体运营师、公关员、剪辑师、广告设计师等职业，全媒体内容策划、全媒

体内容制作及全媒体运营与维护等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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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播、全媒体内

容策划与运作等知识，具备受众市场数据收集与整理、全媒体内容创意策划与编辑加工、

媒体渠道运营与维护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视听内容的创意策划、

编辑加工、传播运营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掌握数据采集与分析的基本技能，能够运用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受众和内

容分发渠道进行数据监控、分析及评价；  
2. 掌握媒体布局的基本技能，能够搭建全媒体传播矩阵，面向目标受众开展视听

内容的精准分发、传播和营销；  
3. 具有图形图像处理、摄影摄像、视听内容剪辑、分镜头脚本 /剧本撰写等技能，

能够对全媒体内容进行创意设计和编辑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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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够策划和实施广告、短视频、品牌、活动、公关等项目，熟练撰写各类策划

书、调研报告、广告文案、推广软文等相关文本；  
5. 具有较强的沟通协作和危机处理能力，能胜任媒体 /客户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并

具有一定的渠道管理和开拓能力；  
6. 能够熟练运用线上、线下信息传播渠道，开展整合营销传播，组织实施营销推

广，展开和推动商务谈判；  
7. 具有互联网思维和较强的现代化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能够在数字化信息平台上

开展视听内容策划、制作与运营相关业务；   
8. 熟悉传媒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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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数据分析与应用、市场营销、商务应用文写作、图形图像处

理技术、摄影摄像基础、新媒体文案写作与传播、商务谈判。  
专业核心课程：全媒体广告策划、融媒体视听节目策划、活动策划、品牌策划、影

视后期处理技术、短视频创作、新媒体平台运营与推广。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新媒体文案写作与发布、

平面广告制作、活动策划、短视频策划、全媒体全案策划与营销等实训。在新媒体公司、

文化传播公司、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媒体融合运营、融媒体内容制作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全媒体新闻采编与制作、网络与新媒体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新闻学、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  
 
 

专业代码   560216 
专业名称   全媒体广告策划与营销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广告设计师、全媒体运营师等职业，广告策划、图片及音视频制作、新媒体编

辑、数据采集与分析、全媒体运营与推广等岗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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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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媒体传播

等知识，具备全媒体广告策划、制作与运营推广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

够从事广告策划、图片及音视频制作、新媒体编辑、数据采集与分析、全媒体运营与推

广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广告策划、文案写作能力；  
2. 具有根据广告策划文案进行图片拍摄处理、短视频制作、影视广告制作的能力； 
3. 具有对新媒体数据进行分析与应用的能力；  
4. 具有组合使用多种媒体构建传播矩阵，制订全媒体平台推广和流量变现策略的能力； 
5. 具有适应广告行业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数字技能和信息化能力；  
6. 具有互联网思维，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沟通和审美能力；  
7. 熟悉传媒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熟悉绿色生产、安全防护、质量管理等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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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摄像基础、图形图像设计、广告法律法规、广告实务、市场营

销、消费心理与行为、新媒体营销传播。  
专业核心课程：广告策划与创意、广告文案写作、短视频创意与制作、影视广告创

意与制作、H5 设计与制作、新媒体营销、新媒体数据分析与应用、新媒体平台运营与推广。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广告素材数字化采集、图

形图像视频制作、广告文案写作、新媒体编辑、全媒体运营与推广等实训。在融媒体中

心、传媒公司、互联网公司、品牌运营企业、电子商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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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编辑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全媒体电商运营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广告学、市场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