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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一）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二）专业代码 

540301 

二、入学要求 

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力。 

三、修业年限 

全日制专科，3年。 

四、职业面向 

本专业属于土建施工大类，专业代码为 54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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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面向岗位 

序号 岗位类别 企业 

1（核心岗位） 施工员 土建施工企业 

2（相关岗位） 

测量员 

土建施工企业、建筑咨询公

司 

安全员 

资料员 

监理员 

二手车鉴定评估 

3（相关岗位）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人员 建筑设计单位 

 

表 2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技能等级证书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

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

力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本专业是建筑工程系的重点专

业，是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紧紧围绕河南区域经济发展，

立足土建行业，旨在为建筑行业输送优质的施工技术人员和

序号 职业资格证书 颁证机构/企业 等级 

1 BIM员 中国建协 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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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远期目标，学生利用 5-10 年时间，达到项目经理、

项目总工的水平。 

（二）培养规格 

1.素质 

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

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

会参与意识。 

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

精神、创新思维。 

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

划的意识，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

识和 1 至 2 项运动技能，养成良好的健身和卫生习惯以及良

好的行为习惯。 

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 1 至 2 项艺术特

长与爱好。 

2.知识 

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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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

等知识。 

掌握投影建筑识图与绘图、建筑材料应用与检测、建筑

构造的基本理论与知识 

掌握建筑施工测量、建筑施工技术、建筑施工组织与管

理、建筑工程质量检验、建筑施工安全与技术资料管理、建

筑工程计量与计价、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方面的知识。 

掌握建筑信息化技术和计算机操作方面的知识。 

了解土建专业，主要工艺与操作知识。 

了解建筑水电设备及智能建筑等相关专业的基本知识。 

熟悉建筑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方面的基本

知识。 

3.能力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能熟练识读土建专业施工图，能准确领会图纸的技术信

息，能绘制土建工程竣工图和施工图纸，能识读建筑设备的

主要施工图 

能对常用建筑材料进行选择，进场验收、保管与应用，

能进行建筑材料的常规检测。 

能应用测量仪器，熟练的进行施工测量与建筑变形观

测。 

能编制建筑工程常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方案并进行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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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交底，能参与编制常见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能够按照建筑工程进度、质量安全、造价、环保和职业

健康的要求，科学组织施工和有效的指导施工作业，并处理

施工中的一般技术问题。 

能对建筑工程进行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检查与监控。 

能正确的实施并处理施工中的建筑构造问题。 

能对施工中的结构问题做出基本判断和定性分析，能处

理一般的结构构造问题。 

能根据建筑工程实际，收集、整理、编制、管理和移交

工程技术资料。 

能编制建筑工程量清单报价，能参与施工成本控制及竣

工结算、能参与工程招投标。 

能应用 BIM 等信息化技术、计算机及相关软件完成岗位

工作。 

能够进行 1 至 2 个土建主要工种的基本操作。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课和专业（技能）课程。 

(一）公共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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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公共基础课程描述 

课程 

名称 

教学 

学时 
课程目标及教学要求 教学内容 

《思

想道

德修

养与

法律

基础》 

45 

通过该课程学习： 

描述人的本质和人生观的基本内容，评价人

生价值的标准，正确分析实现人生价值的主

客观条件； 

描述理想信念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意

义，分析共同理想和最高理想的关系；认识

到实现理想的艰巨性和曲折性。 

描述掌握爱国主义的内涵和爱国主义的优

良传统，能够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和拥

护祖国统一。 

描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基

本内容，熟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底

蕴、现实基础； 

描述道德的基本含义、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

内容和优良道德传统的主要内容以及以为

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

主义道德的内容，做诚信公民。 

描述社会主义法律的内涵，弄懂我国的法律

体系和运行机制，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法治思维、法制观念。 

本课程内容包括：

坚定理想信念、弘

扬中国精神、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 

《毛

泽东

思想

和中

国特

色社

会主

义理

68 

通过该课程学习： 

正确描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

其理论精髓，会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具备

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准

确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能够坚定“四个自

本课程内容包括：

毛泽东思想及其

历史地位、新民主

主义革命理论、社

会主义改造理论、

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初步探索的理

论成果、邓小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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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

系概

论》 

信”，全面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做一个新时代有知识

有文化有社会责任感的有志青年；懂得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

选择；能够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的重要内容；正确分析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实现高质量增长的必要性。 

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及其历

史地位、“五位一

体”和“四个全面”

总体布局、坚持和

加强党的领导。 

《体

育》 
107 

通过该课程学习： 

养成自觉参与锻炼的行为习惯；能够科学实

施体育锻炼的方式方法；形成健康的心理品

质，表现出良好的人格特征，积极的竞争意

识与团队合作态度。能够在实践中运用常见

运动竞赛规则与裁判、竞赛组织方法。能够

在教学比赛中运用所学运动技术、战术；正

确叙述运动有关的损伤产生原因及保健知

识；能根据课堂所学的的基本知识，制订简

便的运动处方； 

学会教学内容项目的运动规则与裁判方法

并能在实践中组织简单的基层比赛,具有一

定的体育欣赏能力；能够能利用体育锻炼调

节与改善自身心理状态，正确处理运动损

伤。 

本课程内容包括:

科学体育锻炼的

原则和方法、运动

性伤病的预防和

急救、运动与营养

关系、运动处方；

篮球、排球、足球、

乒乓球、羽毛球的

运动发展史、规

则、运用技术、技

战术；田径项目的

基本基础及成绩

进展。 

《计

算机

应用

基础》 

68 

通过该课程学习： 

能描述计算机的应用领域及其功能； 

能够会计算机操作的基本技能； 

能描述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基本知识和操作

技能； 

会使用办公自动化常用工具，具有进行日常

事务处理的能力； 

Windows 7、Word 

2010、Excel 2010、

PowerPoint 2010

和 Internet 的基

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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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出 Internet 的一般知识，具有使用网

上常用工具的能力。 

《应

用文

写作》 

34 

通过该课程学习： 

能够运用竞聘辞、社会实践报告、实习报告、

毕业设计、学术论文、求职函、简历等 15

种文书知识对具体的交往任务和环境进行

分析、判断，明确交往对象，确定写作的文

种； 

能够应用写作基本要求:主题正确集中、材

料充实有针对性、结构符合文种体式、语言

表达简洁明确、严谨得体，对给定材料进行

分析、提炼、运用； 

能够在分析、处理材料的基础上，应用比较、

分类等方法，采取记叙、议论、说明等表达

方式写作出格式正确、语言规范的应用文

书； 

能够用询问调查法、直接调查法、统计调查

法等多种调查手段进行调查研究； 

能够简单描述 15种文书的基本概念、特点、

类别和作用，领会写作要求； 

能够准确描述 15种文书的体式和处理程序； 

能够简单描述同一模块中不同文种的区别。 

本课程内容包括：

应用写作理论知

识、大学生通用文

书、公文、常用工

作文书。 

 

《职

业发

展与

就业

指导》 

34 

通过该课程学习： 

正确描述职业的特性、功能及分类；正确撰

写合格的求职材料及职业生涯的规划；准确

分析当前就业形势与政策法规；正确叙述基

本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相关的职业分类知识

等；能够利用理论知识形成自我探索及职业

环境探索技能、信息搜集与管理技能、生涯

决策技能、求职技能、维权技能等方面的能

力。 

本课程内容包括：

大学学习与生涯

规划、个人需求与

人生发展、自我探

索的方法与途径、

生涯决策与规划

制定等、大学生就

业形势分析、大学

生就业心理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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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就业权益维护、

大学生求职信息

的搜集与整理等。 

《音

乐鉴

赏》 

30 

通过该课程学习： 

描述音乐的基本要素、常用的音乐记号；表

述音乐对情绪的影响，并能运用合适的音乐

进行自我调节；分析和探究音乐作品的要

素、结构、形式、情绪和人文内涵；准确、

敏锐地从整体上感受、体验音乐表现内容；

正确评价音乐内容和形式中所反映的真、

善、美与假、丑、恶。 

本课程内容包括：

乐理知识、音乐欣

赏知识、声乐知

识、中国民族民间

音乐、中国音乐概

述与作品赏析、外

国音乐概述与作

品赏析 

《心

理健

康教

育》 

30 

通过该课程学习： 

正确描述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和基本概念，明

确心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叙述大学阶段人

的心理发展特征及异常表现；描述自我调适

的基本知识。正确认识自身的心理特点和性

格特征；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条件、心理状况、

行为能力等进行客观评价；在遇到心理问题

时能够进行自我调适或寻求帮助，积极探索

适合自己并适应社会的生活状态。 

本课程内容包括：

心理学基本知识、

自我认知、环境适

应、心理调适、应

对挫折、择业心

理。 

《创

新创

业教

育》 

26 

通过该课程学习： 

能清晰地认识到创新创业的重要性，正确描

述一些基本的创新技法，并且在学习生活中

能积极主动去创新；通过对创新创业案例分

析与讨论，树立正确的创业成败观；正确叙

述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敢于承

担风险、挑战自我的进取意识；形成面对困

难和挫折不轻易放弃的态度；能够识别机

会、快速行动和善于解决问题；更够善于合

作、诚实守信、懂得感恩。 

本课程内容包括：

创新思维及其重

要性、创新技法、

创业素养的提升、

创业机会的识别、

全面认识“互联网

+”、如何设计商

业模式及整合资

源、设立你的企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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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技能）课程 

（1）专业（技能）基础课程 

1.建筑结构 

建筑结构 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 

学期 2 总学时 68 讲授学时 54 实训学时 14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描述多层砖混结构、钢筋混凝土梁板结构和多层

框架结构的基本构造知识；使学生能够描述高层建筑的定义、发展、设计特点及

常用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承重体系；使学生能够运用结构抗震的设计原则和抗震

构造要求；使学生能够查阅规范、标准。 

教学要求 

（1）具备运用结构基本理论，解决结构构件设计、施工中的常见问题的能力 

（2）具备应用建筑结构设计方法的能力 

（3）具备绘制竣工施工图及钢筋翻样的能力 

教学内容： 

（1）建筑结构基本计算原理 

（2）混凝土结构 

（3）砌体结构 

（4）建筑结构抗震设计 

学习组织形式 

第二学期在建工专业多媒体教室完成理论教学及实训教学。做到“教、学、做”

一体化 

教学方法 

课堂讨论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 

教学基本条件 

多媒体教室、模型室、仿真实训室、计算机中心、建筑施工实操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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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工程造价 

建筑工程造价 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 

学期 3 总学时 68 讲授学时 60 实训学时 8 

课程目标： 

（1）使学生会读土建施工图 

（2）使学生能够编制工程量清单编制 

（3）使学生会建筑工程与装饰工程量的计算 

教学要求 

（1）具备施工图预算的编制的能力； 

（2）建筑概预算审查的编制方法和步骤的能力； 

（3）能正确使用广联达造价软件； 

课程内容 

（1）工程概预算总论 

（2）建筑工程定额与费用 

（3）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4）建筑工程施工图预算的编制 

（5）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价与施工招标、投标 

（6）建筑工程设计概算的编制 

（7）建筑工程结算及竣工决算的编制 

（8）工程概预算的审查 

（8）计算机在编制概预算中的应用  

学习组织形式 

第二学期在建工专业多媒体教室完成理论教学及实训教学。做到“教、学、做”

一体化 

教学方法 

课堂讨论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 

教学基本条件 

主讲教师：造价工程师 

多媒体教室、模型室、仿真实训室、计算机中心、建筑施工实操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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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筑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建筑工程招投标

与合同管理 
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 

学期 3 总学时 51 讲授学时 43 实训学时 8 

课程目标： 

学生应达到施工过程中对该门课程基本知识描述这一基本要求。使学生描述与合

同有关的法律和知识、经济合同原理和工程招投标的程序和有关文件；同时描述

工程项目招标和施工项目投标及施工索赔方法，并应用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的工

程问题，对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和职业素养养成起着主要的支撑作用。 

教学要求 

使学生能够运用建设项目招标和施工项目投标的方式 

使学生能够描述招标程序及有关文件的编制要求 

使学生能够描述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及应用 

具备参与施工项目投标和规范编制施工合同相关文件的能力 

具备综合运用招投标知识进行工作的能力 

培养分工协作和组织协调能力 

培养学生在工程实际中合理的运用有关的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的能力 

培养认真、负责的工作态 

课程内容 

（1）绪论 

（2）建设项目招标 

（3）施工项目投标 

（4）合同法原理 

（5）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6）FIDIC 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 

（7）施工合同的签订与管理 

（8）施工索赔 

学习组织形式 

经典板书、多媒体电子课件、图片讲解、音频资料、网络课堂、现场讲解等手段。

每位主讲老师均灵活应用以上方法进行直观及实践教学，以便加深学生对知识点

的记忆、理解并能熟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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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案例分析、课堂讨论 

4.建筑安全管理 

建筑安全管理 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 

学期 4 总学时 39 讲授学时 35 实训学时 4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理论知识和相关软件的学习，学生应达到施工安全员资格证书中相关

技术考证的基本要求。使学生描述和描述国家现行的法规及标准，运用安全生产

的重要涵义并以此为依据，采取预防、分析、处理等办法，切实学会具体问题、

具体对待，以各个环节抓好工程建设中的的安全管理，对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和职

业素养养成起着主要的支撑作用 

教学要求 

描述建设工程管理的方针、原则； 

描述现场安全管理的原则和目标； 

描述有关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 

描述现场安全管理的各项要求、规定及措施； 

能够制定现场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能够进行现场安全管理； 

能够参与编制施工安全技术方案； 

会进行建筑工程安全检查与验收； 

会进行建筑工程安全事故的处理； 

能对班组进行安全生产交底； 

能进行日常的安全知识教育、培训、考核； 

培养学生沟通能力，养成认真、负责、严谨的工作态度； 

培养分工协作和组织协调能力； 

培养土建施工风险识别能力； 

具有良好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 

课程内容 

（1）认知建筑工程安全管理的原理 

（2）建筑安全管理的方法和规划 

（3）建筑安全管理安全检查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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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筑工程安全事故处理及案例分析 

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法、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直观教学法、讨论交流法、激励教学法 

教学基本条件 

主讲教师：一位 

教室：配有多媒体教学设备 

辅助教学条件：计算机网络资源 

5.建筑 CAD 

建筑 CAD 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 

学期 2 总学时 51 讲授学时 24 实训学时 27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运用 AutoCAD应用软件的基本操作命令及绘制工程

图的基本方法和技巧的前提下,能够顺利地绘制各种工程图,培养学生计算机绘

制工程图的技能,从而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本专业学生应达到施

工过程中对该门课程基本知识运用这一基本要求。 

教学要求 

能查阅有关国家制图标准及行业规范； 

能正确识读建筑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 

能运用 AutoCAD绘图软件的使用方法； 

能运用基本的绘图和编辑命令以及绘图的一般操作步骤；  

能应用 AutoCAD、天正建筑绘图软件，正确、规范地绘制工程图样； 

具有熟练运用 CAD软件进行建筑图形设计能力； 

具有熟练运用 CAD软件进行结构图形设计能力； 

培养学生沟通能力，养成认真、负责、严谨的工作态度； 

培养分工协作和组织协调能力； 

具有较强的口语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 

具有团队合作工作能力。 

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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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AD 技术概况 

（2）CAD 基本概念 

（3）基本绘图命令 

（4）基本编辑命令 

（5）实体属性 

（6）显示控制 

（7）高级绘图命令 

（8）高级编辑命令 

（9）图块 

（10）图块的填充与编辑 

（11）文字的标准与编辑 

（12）工程标准 

（13）应用实例 

教学方法 

任务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法。 

教学基本条件 

主讲教师：一位。（兼《建筑识图与构造》） 

教室：配有多媒体教学设备。 

辅助教学条件：计算机网络资源。 

6.建筑力学 

建筑力学 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 

学期 1 总学时 60 讲授学时 50 实训学时 10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描绘建筑工程施工一线技术人员所必须的力学基

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习运用力学方法分析和解决施工工程中简单的力学问题，

并为后续的专业课提供必要的工具，是实施素质教育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

途径，更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本保障，凸显其基础性地位

和工具性作用。 

教学要求 

描述力学基本概念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 

具备后续课程必需的力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的运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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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 

描述力学建模的思想和方法，能运用力学知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培养学生的力学素质，逐步培养学生观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用严谨的工作态度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内容 

（1）理论力学 

（2）材料力学 

（3）结构力学 

（4）力学实验 

教学方法 

经典板书、多媒体电子课件、图片讲解、音频资料、网络课堂、现场讲解等手段。

每位主讲老师均灵活应用以上方法进行直观及实践教学，以便加深学生对知识点

的记忆、理解并能熟练应用。 

教学基本条件 

建工专业教室，配备有多媒体等设备， 

7.建筑材料与检测 

建筑材料与检测 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 

学期 1 总学时 60 讲授学时 42 实训学时 18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描述建筑材料的技术要求、技术性质，能够经济而合

理地选用建筑材料和正确使用建筑材料，同时培养学生具备对常用建筑材料的主

要技术指标进行检测的能力。本课程除了培养学生具备建筑材料与检测的知识和

能力之外，也为进一步学习建筑识图与构造、建筑结构、建筑施工、建筑工程计

量与计价等课程提供有关建筑材料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分析解决施工中建筑材

料方面问题的能力和基本素质。本专业学生应达到施工过程中对该门课程基本知

识描述这一基本要求。 

教学要求 

描述有关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中对材料的技术要求； 

根据工程要求能够合理地选用材料；描述材料使用方法要点： 

学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描述混凝土采用统计法和非统计法进行质量控制的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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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常用建筑材料检测的取样方法、试验目的、试验步骤、试验数据处理及试验

结果分析； 

描述建筑材料在生产、储存、使用和处理过程中的绿色环保性； 

培养诚实、守信、善于沟通和合作的品质，为发展职业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础。 

课程内容： 

（1）绪论及建筑材料基本性质 

（2）建筑石材 

（3）气硬性胶凝材料 

（4）水泥 

（5）混凝土 

（6）建筑砂浆 

（7）墙体材料 

（8）金属材料 

（9）合成高分子材料 

（10）防水材料 

（11）木材及制品 

教学方法 

任务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法。本课程是专业基础课程，以理论教学为

主，以实验为载体。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讲解，学生提问、教师解答有机结合，

让学生在“教”与“学”过程中，认识建筑材料的特点。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积极

引导学生提升职业素养，提高职业道德。 

教学基本条件 

理实一体化教室，建筑材料实验室 

8.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 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 

学期 4 总学时 39 讲授学时 35 实训学时 4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描述建筑给排水、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电气工程的基

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能阅读建筑给排水施工图、供暖施工图、通风

施工图、空调施工图、建筑电气施工图；运用设计和施工规范。描述建筑设备基

本知识对工程中相关实际问题能很好认识及解决。本专业学生应达到施工安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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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证书中相关技术考证的基本要求。对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和职业素养养成起着

主要的支撑作用。 

教学要求 

描述室内给水排水系统、采暖通风系统、建筑供电系统及燃气供应系统的基本组

成和工作原理。描述其设计基本方法。描述建筑设备基本类型，描述其工作原理。

描述建筑设备的施工方法。描述安全用电知识及建筑防火和防雷措施。 

具备在一定的建筑环境内，选用适当的建筑设备的能力。 

具备在各个系统布臵建筑设备的基本设计能力。 

具备灵活应用知识，自主主动获取新的知识的能力。 

具备安装建筑设备的基本技能。 

具备在工作中自觉进行安全防护的能力。 

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职业精神； 

培养学生诚恳、虚心、勤奋好学的学习态度和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爱岗敬业、

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 

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公共道德、健康的心理和乐观的人生态度、遵纪守法

和社会责任感；  

培养学生树立质量意识、安全意识、标准和规范意识以满足专业岗位的要求； 

培养学生自觉把建筑设备知识应用到自己生活中的意识和能力。 

课程内容 

（1）建筑给水系统 

（2）建筑排水系统 

（3）建筑采暖系统 

（4）建筑通风与空调系统 

（5）建筑电气系统 

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法、直观教学法、讨论交流法，参观学习法 

教学基本条件 

主讲教师：一位。 

教室：配有多媒体教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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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技能）核心课程 

1. 基础工程施工 

基础工程施工 课程类型：专业核心课 

学期 4 总学时 52 讲授学时 26 实训学时 26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学会阅读工程地质勘察报告、组织土方开挖施工、编

制基础工程施工方案、指挥基础施工、深基坑支护与开挖的能力，还要初步培养

作业现场基本的管理与控制能力。基础工程施工是高职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建筑施

工方向大部分学生就业后从事的主要工作岗位必须描述的专业技能。 

课程目标： 

能够准确地说出常规土工试验的试验步骤及其相应的设备仪器的名称、操作方法 

能够陈述土方旌工准备的工作内容、土方开挖与填土压实的一般要求、常用土方

机械的名称及其适用范围，相关的质量控制要点与构造，能陈述基础设计的原则

与方法 

能够描述桩基础的适用原则、设计原则及方法、桩的检测技术阻及桩的施工质量

检查与验收标准等 

能够描述基坑防水、降水的方法及基坑支护工程施工安全要点 

能说出软弱地基处理的方法与步骤 

能阅读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能够做常规土工试验，填写试验报告 

能够制定工程现场场地平整、基坑开挖与回填压实的施工方案 

能编制浅基础施工方案 

能阅读并编制桩基础施工方案，能够指导桩基础的施 

能阅读深基坑支护与开挖的施工方案 

能按换土垫层法编制软弱地基处理方案 

培养分工协作和组织协调能力 

培养土建施工风险识别能力 

培养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培养“主人翁”精神 

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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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地质勘察 

（2）地基基础施工准备 

（3）地基处理 

（4）浅基础施工 

（5）桩基础施工 

（6）基坑工程施工 

学习组织形式 

本课程按照“知识讲授（集中）——任务分工（分组）——模拟演练（真实场景、

角色扮演，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分组）——随堂考核（随机）——课堂总结

（集中）——场地整理（分组）”的流程组织实施教学。 

教学方法 

本课程的教学根据实际情况多采取任务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法、角色

扮演法、项目教学法等。 

教学基本条件 

多媒体教室、建筑实操场、建筑仿真实训室 

2.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

工 

课程类型：专业核心课 

学期 3 总学时 102 讲授学时 46 实训学时 56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各类建筑类的组成，熟悉混凝土工程常见的工艺

工法，掌握混凝土工程施工验收标准，满足施工员、安全员等岗位要求。 

教学要求 

使学生能够识读土建施工图； 

使学生能够进行土建施工算量； 

使学生能够编制施工方案； 

使学生能够查阅规范、标准； 

具备土建施工放样的能力； 

具备钢筋加工的施工控制与质量验收的能力； 

具备混凝土的施工控制与质量验收的能力； 

具备模板搭设的施工控制与质量验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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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脚手架搭设的施工控制与质量验收的能力； 

具备施工简图的绘制能力； 

培养分工协作和组织协调能力； 

培养土建施工风险识别能力； 

培养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培养“主人翁”精神； 

课程内容 

（1）测量放样 

（2）脚手架 

（3）钢筋混凝土基本知识 

（4）框架结构 

（5）剪力墙结构 

（6）模板工程 

（7）综合实训 

学习组织形式 

本课程按照“知识讲授（集中）——分组讨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任务

实施（真实场景、角色扮演）—— 现场考核（随机）——课堂总结（集中）—

—场地整理（分组）”的流程组织实施教学。 

教学方法 

（1）分组训练 

将一个班分为 6组，每组 6-8名学生。设立组长（项目经理）、副组长、监理员

（检查别组）、质检员、领料员、安全员，确保每位同学都有岗位，描述岗位职

责。同时，实训练习题目做到 1组 1份。 

（2）理实一体化教学 

每个学习模块都有实训练习，将理论成果与实践相结合，做到融会贯通。 

（3）分阶段教学 

集中 8周时间将进行《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的授课，确保实训的连续性。 

（4）项目教学 

将课程设计的知识点分解开，按照内容并入各教学模块， 

教学基本条件 

多媒体教室、建筑实操场、建筑仿真实训室 



 

 22 

3.砌体结构工程施工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 课程类型：专业核心课 

学期 3 总学时 102 讲授学时 36 实训学时 66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建筑工程项目中的关于砌体施工部分的规范、标

准，学会砌体结构施工中的实用操作技术，并能够应用砌体结构施工中的新技术。

该课程也是学生今后考取施工员、建造师的核心内容 

课程目标： 

使学生能够识读砌体结构工程施工图； 

使学生能够进行砌体结构工程施工算量； 

使学生能够编制砌体结构工程施工方案； 

使学生能够查阅相关规范、标准； 

具备施工放样的能力； 

具备钢筋加工的施工控制与质量验收的能力； 

具备混凝土的施工控制与质量验收的能力； 

具备模板搭设的施工控制与质量验收的能力； 

具备脚手架搭设的施工控制与质量验收的能力； 

具备施工简图的绘制能力； 

培养分工协作和组织协调能力； 

培养土建施工风险识别能力； 

培养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培养“主人翁”精神； 

课程内容 

（1）基础知识 

（2）基础构造施工 

（3）墙、柱构造施工 

（4）门窗、洞口构造施工 

（5）各类砌体施工 

（6）施工管理及施工方案编制 

（7）课程设计 

学习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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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的授课主要在多媒体教室完成，实训内容一方面安排到仿真实训室和建

筑实操场。 

教学方法 

（1）分组训练 

将一个班分为 6组，每组 6-8名学生。设立组长（项目经理）、副组长、监理员

（检查别组）、质检员、领料员、安全员，确保每位同学都有岗位，描述岗位职

责。同时，实训练习题目做到 1组 1份。 

（2）理实一体化教学 

每个学习模块都有实训练习，将理论成果与实践相结合，做到融会贯通。 

（3）分阶段教学 

集中 8周时间将进行《砌体结构工程施工》的授课，确保实训的连续性。 

（4）项目教学 

将课程设计的知识点分解开，按照内容并入各教学模块， 

教学基本条件 

建工专业仿真实训室、建筑实操场 

4.屋面及防水工程施工 

屋面及防水工程施

工 

课程类型：专业核心课 

学期 4 总学时 39 讲授学时 20 实训学时 19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学能描述建筑工程建设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具备

建筑屋面与防水工程施工与现场管理的能力；具备建筑屋面与防水工程施工的基

本技能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满足从事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各岗位对该类知识能

力的基本要求。 

教学要求： 

描述屋面与防水工程的施工技术要点。 

描述屋面与防水工程的施工组织方案编制。 

描述屋面与防水工程的技术处理。 

能对屋面及防水工程施工人、材、机等配备的计划； 

能对屋面及防水工程施工组织方案的编制； 

能对屋面及防水工程的工种操作；能够完成一般性民用建筑的地下防水工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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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防水工程及屋面防水工程的处理； 

能对屋面及防水工程施工中简单施工问题的处理； 

能对屋面及防水工程施工安全保护、环境保护技术； 

能对屋面及防水工程成品保护； 

能对屋面及防水工程施工技术资料的编制。 

培养分工协作和组织协调能力； 

培养土建施工风险识别能力； 

培养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培养“主人翁”精神； 

课程内容 

（1）卫生间防水工程施工 

（2）建筑地下防水工程施工 

（3）建筑屋面防水工程施工 

学习组织形式 

本课程按照“知识讲授（集中）——任务分工（分组）——模拟演练（真实场景、

角色扮演，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分组）——随堂考核（随机）——课堂总结

（集中）——场地整理（分组）”的流程组织实施教学。 

教学方法 

本课程的教学根据实际情况多采取任务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法、角色

扮演法、引导式教学法等。 

教学基本条件 

建工专业仿真实训室、建筑实操场 

5.建筑施工组织 

建筑施工组织 课程类型：专业核心课 

学期 4 总学时 52 讲授学时 44 实训学时 8 

课程目标： 

通过理论教学和实验以建筑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能力的培养为主线,将流水施工

原理、网络计划技术、施工组织设计等教学内容融为一体，是学生毕业后从事现

场指挥施工、项目管理等各个岗位工作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专业学生应达到

施工过程中对该门课程基本知识描述这一基本要求。 

使学生能够描述施工管理程序、施工准备内容，同时培养诚实、守信、善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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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作的品质，为发展职业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础。 

 

教学要求 

使学生能够描述流水施工原理； 

使学生能够描述网络计划的绘制方法、网络计划参数的计算及优化； 

使学生能够描述施工组织设计的内容及编制方法； 

具备在工程现场根据施工方案，进行施工过程的时间组织能力； 

具备进行施工组织空间设计的能力； 

具备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文件的能力； 

培养分工协作和组织协调能力； 

培养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培养“主人翁”精神； 

课程内容 

（1）绪论 

（2）施工准备工作 

（3）流水施工原理本网络计划技术 

（4）施工组织总设计 

（5）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学习组织形式 

本课程按照知识讲授——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真实体验，师生互动、生生互

动（分组）——课堂总结的流程组织实施教学。 

教学方法 

本课程的教学根据实际情况多采取任务驱动法、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直观

教学法、讨论交流法、激励教学法等 

教学基本条件 

多媒体教室、建筑沙盘实训室。 

6.建筑识图与构造 

建筑识图与构造 课程类型：专业核心课 

学期 1 总学时 60 讲授学时 52 实训学时 8 

课程目标： 

本课程通过讲解民用建筑与工业建筑构造，以及房屋建筑施工图的识读方法。使



 

 26 

学生能够描述建筑制图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描述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的基本

构造和主要构造的原理；使学生描述施工图，具备读图能力；使学生描述正确绘

制施工图的步骤和方法（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为以后的专业课程奠定一定的基

础。本专业学生应达到建筑施工中的基本要求 

教学要求 

通过任务引领型的项目活动，描述建筑的构成要素及分类原则；描述投影的分类

和基本原理；描述制图的基本知识及制图标准；描述建筑的等级和标准化；描述

一般民用与工业建筑的构造原理及典型做法；描述绘图及识读建筑专业施工图的

有关知识。具备识读建筑工程图的能力；具备施工简图的绘制能力；培养诚实、

守信、善于沟通和合作的品质，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为发展职业能力奠定良好

的基础。 

课程内容 

（1）制图规格及基本技能 

（2）视图、剖面图和断面图 

（3）建筑构造与施工图 

（4）结构施工图 

（5）实训练习 

（6）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学习组织形式 

本课程按照知识讲授——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真实体验，师生互动、生生互

动（分组）——课堂总结的流程组织实施教学。 

教学方法 

本课程的教学根据实际情况多采取任务驱动法、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直观

教学法、讨论交流法、激励教学法等 

教学基本条件 

多媒体教室、建筑模型室。 

7.建筑工程测量 

建筑工程测量 课程类型：专业核心课 

学期 1 总学时 68 讲授学时 48 实训学时 20 

课程目标： 

本课程通过讲解民用建筑与工业建筑构造，使学生初步具有建筑工程测量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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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论知识和测量仪器实际操作技能；能够正确使用常用测量仪器设备；培养

学生综合应用测量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建筑施工放样中一般测量问题的能力；

描述地形图测绘的外业和内业组织工作，描述导线测量的外业观测和内业计算，

会进行简单的地形图测绘；描述施工放样数据的计算方法和建（构）筑物平面位

臵及高程的放样方法。 

教学要求 

具有描述测量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能力； 

具有描述水准仪、经纬仪等常用测量仪器的构造、描述其使用方法的能力； 

具有描述识读、绘制和使用大比例尺地形图和编绘竣工总平面图的初步能力； 

具有建(构)筑物的施工放样和和变形观测的初步能力； 

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一般建筑工程测量实际问题的初步能力。 

课程内容 

（1）测量工作认知 

（2）地面点位的确定 

（3）小区域控制测量 

（4）地面点的测绘 

（5）工业与民用建筑物的施工测量 

学习组织形式 

本课程按照知识讲授——教师示范——学生练习（分组）——课堂总结的流程组

织实施教学。 

教学方法 

本课程的教学根据实际情况多采取任务驱动法、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直观

教学法、讨论交流法、激励教学法等 

教学基本条件 

多媒体教室、建筑测量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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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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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实施性教学计划与教学进程表(高职三年制) 

课程 

类别 

课程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小计 

理论 

学时 

训练 

学时 

考    核 各学期周数、学时分配 

考试 

学期 

考查 

学期 

1 2 3 4 5 6 

20 20 20 20 22 22 

公共 

基础 

课程 

1 0008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5 43 2  1 3      

2 0005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8 64 4   2  4     

3 00034 形势与政策 4 62 62 0  1-4 1 1 1 1   

4 00029 体育 6 107 8 99  1-4 2 2 1 2   

5 04037 计算机应用基础 4 68 34 34  2  4       

6 00041 应用文写作 2 34 30 4  2  2     

7 00064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2 34 30 4  2.3  1 1     

8 00036 音乐鉴赏 2 30 26 4  1 2      

9 00032 心理健康教育 2 30 30 0  1 2      

10 10019 创新创业教育（网络课程） 2 26 26 0  4    2   

11 00103 军事理论（网络课程） 2 30 30 0  1 2      

小   计 33 534 383 151   12 14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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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基础 

课程 

12 01053 建筑结构 4 68 62 6 2   4     

13 01274 建筑工程造价 4 68 50 18 3    4    

14 01137 建筑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3 51 39 12 3    3    

15 01119 建筑安全管理 3 39 35 4  4     3   

16 01139 建筑 CAD 3 51 30 21 2   3     

17 00051 建筑力学 4 60 60 0 1  4      

18 01138 建筑材料与检测 4 60 40 20 1  4      

19 01142 建筑设备 3 39 35 4  4    3   

小   计 28 436 351 85   8 7 7 6   

专业 

核心 

课程 

20 01247 基础工程施工 4 52 26 26 4     4   

21 01248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6 102 52 50 3    6    

22 01249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 6 102 52 50 3    6    

23 01250 屋面及防水工程施工 3 39 20 19 4     3   

24 01056 建筑施工组织 4 52 40 12 4      4   

25 01255 建筑识图与构造 4 60 52 8 1  4      

26 01051 建筑工程测量 4 68 36 32 2   4     

小   计 31 475 278 197   4 4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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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实训 

课程 

1  军事训练及军事理论 2 60 0 60   2周      

2  建筑工程技术综合实训 4 120 0 120      4周   

3  专业顶岗实习 36 1080 0 1080       22周 14周 

4  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 4 180 0 180        6周 

5  毕业答辩及毕业教育 2 60 0 60        2周 

小   计（周） 48 1500 0 1500           

总学时及总学分数 140 2945 1012 1933         

周  学  时  数       24 25 22 22   

每学期课程门数       9 9 7 8   

每学期考试门数       3 3 4 3   

每学期考查门数       6 6 3 5   

素质 

拓展 

课程 

1 06039 装配式概论 2 26 26 0  4    2   

2 06037 BIM概论 2 26 26 0  4    2   

3 00117 建筑工程法律法规 2 30 30 0  2     2   

4 01047 建筑工程监理概论 2 34 34 0  3   2    

小   计 8 116 116 0   0 2 2 6   

网络 1 10021 戏曲鉴赏 2 34 3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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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2 00052 书法欣赏 2 34 34 0          

3 00139 艺术导论 2 34 34 0           

4 00215 戏剧鉴赏 2 34 34 0         

5 10001 大学生公民素质教育 1 18 18 0         

6 10002 大学生安全教育 3 36 36 0           

7 00034 形势与政策 2 21 21 0           

8 10023 大学生创业基础 2 27 27 0         

制定负责人:   审核负责人:    签发人:   签发日期  

注：(1-4学期，教学时间为 20周，其中日常教学 17周，考试 2周，收缴教学资料 1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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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队伍结构 

学生数与本专业专任教师数比例不高于 25:1,双师素质教

师占专业教师比例一般不低于 60%,专任教师队伍要考虑职

称、年龄,形成合理的梯队结构。 

2.专任教师 

专任教师应具有高校教师资格;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具有建筑工程技术相关专业本

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理论功底和实具有较

强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有每

5 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的企业实践经历。 

3.专业带头人 

专业带头人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能够较好地

把握国内外建设行业、专业发展,能广泛联系行业企业,了解

行业企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实际,教学设计、专业研究能力

强,组织开展教科研工作能力强,在本区域或本领域具有一定

的专业影响力 

4.兼职教师 

兼职教师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全企业聘任,具备良

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近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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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职称,能

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限规划指导

等教学征务 

（二）教学设施 

教学设施主要包括能够满足正常的课程教学、实习实训

所需的专业教室、校内实训室和校外实训基地。 

    1.专业教室基本条件 

    专业教室一般配备黑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

响设备,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境,并实施网络安全防护措施;

安装应急照明装臵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散要求,标志明

显,保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校内实训室应满足识图实训、构造认知实训、测量实训、

CAD 操作实训、工种实训、施工技术实训、施工组织实训、

计量与计价实训、施工质量检验实训、B1M 建模与应用实识,

建材实验、力学实验、结构试验等实践教学环节等的需要。 

    (1)识图与 CAD 操作综合实训室 

    识图与 CAD 操作综合实训室应配备服务器、投影设备、

白板,交换机、计算机,扫描仪、工程打印机,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境,安装 Office 操作系统及常用办公软件,安装建筑绘

图工具软件,安装建筑与结构绘图及设计专业软件;用于 CAD

操作、建筑工程图绘制与识读等课程的教学与实训。 

    (2)构造认知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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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认知实训室应配备服务器、投影设备、黑板、交换

机、计算机、扫描仪,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境,安装 Office

操作系统及常用办公软件;配备建筑标准图集、工程案例图

库、建筑模型、传统及装配式建筑构造节点模型、相关仿真

软件;用于建筑构造课程教学及认知实训。 

    (3)测量实训室。 

    测量实训室应配备服务器、投影设备、黑板、交换机、

计算机、扫描仪、打印机,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境;配备水准

仪、经纬仪、全站仪及 C 等测量仪器及配套的工具,安装数字

化成图软件;用于建筑施工测量课程教学、测量仪器安装调校

及测量基本实训 

    (4)施工实操场 

    施工实操场应配备钢筋工作台,钢筋切断机、筋调直机、

钢筋弯曲机、弧焊机、对焊机、砂浆搅拌机、模板及相关运

输设备和工具等;配备服务器、投影设备,黑板,安装工艺操作

仿真软件满足钢筋工,砌筑工、抹灰工、模板工的工艺实训需

要，用于主要工种操作实训。 

    (5)理实一体化教室: 

    理实一体化教室教室应配备知识、技能点满足教学与实

训要求的实体或虚拟建筑工程载体安装施工技术管理,质量

检测相关软件及必要设备与工具;配备服务器、投影设备、白

板、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境;用于建筑施工技术及建筑工程

质量检测课程的教学与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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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施工组织实训室。 

 

    施工组织实训室应配备服务器、投影设备、黑板、交换

机、计算机、扫描仪、打印机互联网接入;安装施工项目管理

相关软件,配备项目管理案例资料及施工现场布臵图库或模

型;用于建筑施工组织课程教学与实训。 

    (7)计量与计价实训室。 

    计量与计价实训室应配备服务器、投影设备、白板、交

换机、计算机、扫描仪、打印机,互联网接入;安装工程计量

计价相关软件、三维算量软件;配备有关定额、标准;用于建

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教学与实训。 

    (8)BIM 建模与应用实训室。 

    BIM 建模与应用实训室应配备服务器、投影设备、黑板、

交换机、计算机、打印机,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境:安装 Office

操作系统及常用办公软件,安装 BIM 建模软件,安装 BIM 施工,

质量、造价、运维及装配式建筑深化设计等相关软件:用于

BIM 建模、BIM 技术应用等课程的教学与实训 

    3.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为: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棒地:能

够开展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相关实践教学活动,实训设施齐备,

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数加确定,实训管理及实规章制度齐全. 

本专业拥有泰宏集团、中建七局、学院小浪底实训基地

等多处校内外教学实训基地，能满足学生实训练习和顶岗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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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要求。 

（三）教学资源 

教材选用国家规划教材，正版建筑规范、标准。核心课

程都有在线精品资源库，拥有松大慕课“建筑施工技术”资源

平台。 

（四）教学方法 

专业基础课采用“分组教学法”，培养学生分工协作水平；

专业核心课程采用“集中授课”，强化学生的专项职业技能。

以“案例教学”为基础，将施工、造价、管理联系起来。 

（五）学习评价 

1.学生成绩的组成 

一般考试课成绩=平时成绩*40%+考试*60%； 

考查课成绩=平时成绩*40%+考试*60%； 

专业核心课成绩=平时成绩*20%+实训成绩*30%+笔试

*50%。 

2.平时成绩 

平时成绩包括：考勤、课堂表现。 

3.核心课程实训成绩 

按学生实训期间各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打分。 

4.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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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放在考试周，单独进行考试。 

（六）质量管理 

1.构建内外结合、三级联动的质量控制体系 

内外结合即内部监控和外部监控相结合，内部监控包括

学校内部的教学督导、领导听课、学生评教、同行评教、专

家评教等形式，外部监控包括政府评价、企业评价、家长评

价、媒体评价等。三级联动即成立学院、系部和教研室三个

层面的质量控制机构，建立相应的三支质量监控队伍。 

学院层面设立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由企业（行业）负

责人和学院领导组成，其基本职能是宏观调控校企合作的发

展，统一协调校企合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依据产业结构的

调整和升级等所带来的企业、市场所需要的人才规格与数量

的变化，合理配臵学院资源，使之与企业和市场对接。 

系部层面：设立专业建设委员会，由企业的高级技术、

管理人员和学院各系部的相关负责人、专业带头人等组成，

主要职责是：负责专业建设，即根据企业及市场需求的现状

与变化，提出专业设臵与调整的方案；对专业所适应的岗位

或岗位群所需的知识、能力、素质进行分析，制定专业培养

方案，并负责培养方案在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指导；为本专业

提供就业指导及职业继续教育发展方案等。教研室层面：设

立课程改革和课程开发指导小组，由企业一线的技术骨干、

能工巧匠和教研室骨干老师组成，主要职责是：课程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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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职业能力要求，确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课程改革，根据岗位职业能力的需要，适时进行课程内容的

调整和改革，并负责具体的指导和实施；指导学生的实习和

实践。 

2.继续专业学习深造建议 

①专升本学习  在校期间参加学校组织的专升本考试升

入普通本科院校建筑工程类专业学习。 

②在职继续学习  就业后可通过电大、函授、现代远程

教育以及在职培训等，接受学历教育和非学历的职业培训。 

③报考研究生  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只要在获得国家

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两年或两年以上时，达到与大学本

科毕业生同等学历，可报考研究生。 

九、毕业要求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完成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

内容，修满 148 学分，符合学籍管理规定毕业条件，准予毕

业，并颁发毕业证书。 

十、附录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