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名称 开设专业
专业介绍

（300字以内）
开设课程

（10门课以内）
培养目标

（200字以内）
培养要求

（200字以内）
对口岗位

（200字以内）
男女比例
（X:Y）

就业前景
(200字以内)

1
材料工程学

院
高分子材料
工程技术

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专业已连续开设40年，积淀深
厚，毕业生人数近6000人，是学校的传统优势专业
。本专业拥有中央财政支持的高等职业教育实训基

地依，是2019年通过验收的江苏省品牌专业一期建
设项目专业，又是2019年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的
核心专业。本专业拥有国家级实训基地、国家级协
同创新中心和省级研发中心；拥有省级优秀科研团

队和教学团队，其中教授8人，博士5人，省“333”
高层次人才2人，省青蓝工程教师6人。本专业学生
在江苏省毕业设计评选、全国技能大赛、创新创业
大赛等竞赛中成绩名列全国同类专业之首。毕业生
在全国同行中受到广泛好评，就业质量高、创业比

例大。本专业设有3+2专科-本科联合培养。

高分子物理、高分

子材料与配方、配
合与塑混炼操作技
术、高分子材料分
析与测试、高分子

加工设备、高分子
加工工艺、橡胶制
品工艺、设计类及
管理类选修课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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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
知识与技术技能，侧重培养服
务于橡胶制品加工企业的懂配
方、能设计、专工艺、会维修

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

本专业主要学习高分子化学与
物理的基本理论、掌握高分子
材料的组成、结构与性能间的

基本规律以及高分子材料配方
、工艺、机械、检测、制品等
加工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实
行弹性学分制，至少须修满138

学分；必须获得具备体现修读
专业方向核心能力的中级职业
技能资格证书所要求的知识和
技能；必须具备高等学校英语
应用能力B级及以上和普通高校

计算机一级及以上通用能力。

生产管理岗位（包括

现场管理岗、质量控
制 岗 、 分 析 测 试
岗），设计及新产品
开发岗位（包括配方

设计岗、模具设计岗
、结构设计岗）和高
分子材料与产品销售
岗。

1:1

主要就业方向：橡胶、塑料制
品及材料生产销售企业；就业
区域：立足江苏、辐射华东，
面向全国；毕业初期年收入5

万以上。
主要就业企业：南京立德东方
、苏州井上、金发科技（上
海）、太仓冠联（昆山）、赛
轮集团（青岛）、南京金三力

等。主要职业发展：管理方向
（一线技术-班组长-车间主任
-部门主管及以上）；技术方
向（一线技术-技术员-助理工

程师-工程师-技术主管及以
上）；创业方向（创办制品生
产或商贸配套等企业）。

2
材料工程学

院
橡胶工程技

术

橡胶工程技术专业始办于1980年，是多年的品牌专

业和特色专业，是国内橡胶专业人才的摇篮。曾获
得江苏省示范专业、省品牌专业、省级职业教育实
训基地和国家骨干专业；2012年入选江苏省“十二
五”重点专业群核心专业；2019年入选中国特色高

水平专业群重点专业。拥有中央财政支持的高分子
材料实训基地、教育部认定的协同创新中心和省级
工程研发中心以及多个徐州市研发中心和重点实验
室。拥有省级优秀教学团队、科技创新团队、职业

教育优秀教学团队和省级实训教学团队各1个；现有
教授8人，省级和行业名师4人，省青蓝工程学术带
头人和骨干教师13人。毕业生遍布全国，创业典型
多，毕业生在全国尤其是江苏省橡胶行业中具有较
高的影响力和声誉。

高分子材料化学基
础、高分子物理、
机械基础、机电控

制技术、橡胶材料
与配方、橡胶材料
分析与测试、配合
与塑混炼操作技术

、橡胶加工设备、
橡胶加工工艺、橡
胶制品工艺等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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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橡胶工
程技术专业知识与技术技能，

面向橡胶制品生产等领域（或
岗位群），能够从事配方、工
艺、生产管理、质量检验、营
销与技术服务技术员等相关工

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
学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熟悉与

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等知识
。掌握常用橡胶材料品种、结
构、性能、应用、分析与检测
的知识。掌握橡胶材料配方常

用的设计方法。掌握橡胶加工
的原理、工艺条件、工艺过程
和操作方法。掌握橡胶行业机
电、机械和设备等知识。了解

最新的橡胶行业相关国家标准
和国际标准。具有现代化信息
技术应用的能力，具有较好的
基本英语表达和书写能力，具
备橡胶制品生产工的职业技能

相关证书。

主要岗位：橡胶加工
现场管理岗、橡胶工

艺和制品质量控制岗
、橡胶材料分析测试
岗、橡胶材料与产品
销售岗、橡胶配方设

计岗、模具设计岗、
橡胶制品结构设计岗
部分单位：赛轮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越

南等）、双钱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正新橡
胶 ( 中国 ) 有限公司
（昆山）、金发科技
股份 有限 公司 （上

海）

1:1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江苏及
华东地区橡胶行业，岗位优先
服务于航空航天、高铁、军工
、工程机械等橡胶制品特色行

业。主要就业企业如南京立德
东方（生产高铁用胶管）、赛
轮集团（青岛）（轮胎生产百
强前三）、徐工集团（非公路

轮胎）、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正新橡胶(中国)有限公司
（昆山）、金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等。多数毕业生

从事生产工艺管理技术员，晋
升为工程师、技术总监和总经
理等；也有不少毕业生自主创
办了橡胶制品生产、原材料及
助剂生产企业。毕业初期年收

入5万～10万元，学校推荐就
业。可以专转本科、专接本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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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工程学

院
皮具制作与

工艺

本专业是江苏省徐州市特需专业，是江苏省重点专
业群专业。专业依托“全国皮革皮具产业发展示范
基地”的睢宁高新技术开发区，成为“立足粤海集
团南海皮厂、鸿国集团千百度鞋业等知名企业，服
务国内皮具市场”的特色专业。专业有皮具设计工

作坊、皮具制作工作坊和虚拟仿真实验室等实训条
件。专业师资力量雄厚，学生创新能力强，是中国
皮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观察员单位，学生获第三届
全国鞋服饰品及箱包设计大赛二等奖，第七届全国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第五届中国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江苏省赛区一等奖等荣誉。

高分子物理、皮具
造型设计、皮具包
装设计、现代企业

管理、皮革材料学
、皮鞋结构与设计
、皮革加工技术、
皮革加工设备、皮
革分析与检测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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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培养学生掌握皮革生产工艺，
掌握鞋靴、箱包等制品设计与
制作的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
纺织服装、服饰、皮革、毛皮

和制鞋等行业的职业岗位群，
能够从事皮革工艺、皮具设计
与制作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

本专业主要学习天然皮革、箱

包服饰皮具设计与制作等知
识，掌握皮革的生产工艺、皮
具等制品的设计与制作技能，
具有从事皮革初步开发研究、
皮具设计制作、以及销售等核

心能力。学生毕业须修满138学
分，须获得具备体现专业方向
核心能力的中级职业技能资格
证书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必

须具备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B
级及以上和普通高校计算机一
级及以上通用能力。

主要岗位：生产管理
与质量控制，皮具外

贸跟单，鞋靴设计、
箱包设计，皮革产品
开发等

1:1

专业学生就业前景广阔，主要
企业有粤海集团南海皮厂（国
营）、鸿国集团千百度鞋业等

上市公司，以及鸿丰高分子等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事生产
、研发、设计、销售等工作，
年收入约10万元，毕业生创业
机会大。

4
工商管理学

院
会计

古有账房先生，今有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会计专
业一直是热门专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对会计
人员的需要从2004年开始剧增，就业形势一直较好
。会计专业是以研究财务活动和成本资料的收集、

分类、综合、分析和解释的基础上形成协助决策的
信息系统，以有效地管理经济的一门应用学科，是
一门重要的管理学科。会计专业是研究企业在一定
的营业周期内如何确认收入和资产的学问。会计学
的研究对象是资金的运动，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

量单位，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运用专门方
法对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经济活动
进行全面、综合、连续、系统地核算和监督，提供
会计信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逐步开展

预测、决策、控制和分析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是
经济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础会计、经济法

基础、会计电算化
、财务会计、纳税
实务与申报、成本
会计、财务管理、

管理会计、报表分
析、Excel在财务
中的应用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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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掌握会

计核算、财务管理、纳税申报
、财务审核和内部审计等专业
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各类中
小微型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会
计专业人员职业群，能够从事

会计核算、会计监督等工作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在校期间完成会计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中相关课程学习，成绩

合格后取得相应学分，并通过
培训考核后取得本专业相关“
1+X”证书，有条件的学生毕业
时应取得全国会计初级职称证

书；同时参加英语等级考试获
得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B级及
以上英语等级证书，获得普通
高校计算机一级及以上证书。

方向一：企业会计
就业岗位：财务管理
、财务报告、内部审
计、成本会计、税务

规划、预算分析；
方向二：非营利机构
或组织财务
就业岗位：会计、内
部审计、财务规划、

预算、钞票打理和财
务记录保管；
方向三：公共会计
就业岗位：审计/保证

服务、税务、个人财
务规划等。

1:4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在中小型企
业及非盈利组织从事日常的经

济业务核算、财务管理工作；
企业内部的审计服务工作；在
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从事企业
审计业务；毕业1-3年后，在
江苏地区年平均收入约8-10万

元；未来职业发展方向：财务
经理、财务总监、注册会计师
、注册评估师、税务师等岗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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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商管理学

院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专业培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

适应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
现代财务管理、会计、理财及税务等知识，掌握现
代资金市场和财务决策技术，能够从事财务会计、
资金管理、财务分析、理财规划等方面工作的高端

技能型人才。本专业已与南京审计学院、南京财经
大学的财务管理、会计等专业开通专接本通道。与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等国家开展多种形
式合作交流活动以及海外本科、硕士直通车项目。
专业主要就业岗位有理财经理、会计、财务经理、

银行从业人员、证券从业人员等。未来职业发展方
向：财务总监、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注册税
务师、注册精算师等岗位。该专业具有雄厚的师资
力量，教师均为硕士以上学历，博士2名，全部为“

双师”型教师，既懂教学，又精技能；外聘企业专
家9人。

基础会计、财务会
计、财务管理、管
理会计、个人理财
、经济法、报表分
析、税务策划、证

券投资分析、管理
学。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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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
现代财务管理、会计、金融、
经济管理专业知识与技术技

能，面向各类中小微企业、金
融机构、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
专业人员、税务专业人员等领
域（或岗位群），能够从事会

计、财务分析、预算管理、投
资管理、融资管理、成本管理
、税务管理、绩效管理等相关
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学生至少须修满专业培养方案
学分要求，获得具备体现修读

专业方向核心能力的中级会计
师、理财规划师、证券从业资
格证、银行从业资格证书等专
业相关职业技能资格证书所要
求的知识和技能。具备高等学

校英语应用能力B级及以上(非
英语语言类专业)和普通高校计
算机一级及以上(非计算机类专
业)通用能力。

会计、财务分析、理
财规划、金融管理、
预算管理、投资管理
、融资管理、成本管

理、税务管理、绩效
管理。

1:3

就业面向各类企业、金融机构
、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专业人
员、税务专业人员等领域，具
有工作环境整洁，劳动强度小

等优点。主要就业企业有：华
道数据管理公司、上海吴卓资
产管理公司、京东金融、平安
金融以及各商业银行等金融证
券企业、工商企业。毕业生就

业初期平均月收入五千元以上
。职业发展前景为财务主管、
理财经理、金融主管、财务总
监、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

、注册税务师、注册精算师等
。

6
工商管理学

院
物流管理

本专业是教育部、财政部重点支持建设专业，同时

也是江苏省高水平骨干专业。主要为物流行业一线
培养技术与管理人才，以物流各功能业务操作为主
要就业岗位，以物流环节采购员、仓管员、运输调
度员、信息处理员为就业岗位群。该专业建有大型
现代化的物流综合实训室，与苏宁易购、京东商城

、天猫超市、德邦物流、上海优速、新邦物流、等
数十家物流知名企业进行校企共建专业，将生产与
学习结合起来，让学生既得到职业能力的训练，又
能养成良好的职业素养，全面推进物流人才培养技

能化、实用化。学生入学一年后根据个人志愿和学
习能力选择采购员、仓管员、运输调度员、信息处
理员方向课程学习，毕业学生动手能力强、适应能
力强、职业素养好。

开设课程主要有采
购与仓储管理实务
、运输管理实务、

配送管理实务、现
代物流作业技能训
练、国际货运代理
实务、ERP原理及
应用、物流运筹学

等。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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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既掌握

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又懂
物流经营、掌握现代经济贸易
理论，且具有扎实英语能力，
面向道路运输、国际贸易运输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装卸
搬运和仓储配送等行业的管理
（工业）工程技术人员、仓储
人员等职业群，能够从事仓储
、运输与配送、采购、供应链

管理及物流服务等工作的高素

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学生至少须修满138学分
方可毕业，且应具备中国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1+X”物流管理

技能证书（中级）所要求的知
识和技能，并取得证书。同时
具备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B级
及以上(非英语语言类专业)和
普通高校计算机一级及以上(非

计算机类专业)通用能力。

大型物流企业、电商
企业的仓储主管、运
输主 管、 配送 主管
等；

物流企业的销售主管
、客户服务主管；
生产制造企业的生产
车间主管；
国际物流企业的国际

物流专员、报关报检
员等。

2:3

物流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

行业，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
电商的蓬勃发展，其对物流的
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物流行业
就业前景广阔，人才需求持续

增长。近年来，本专业毕业生
主要就职企业集中在苏宁易购
配送中心、京东商城配送中心
、天猫超市配送中心以及国际
运输企业等。毕业生就职初期

收入4000-6000元/月，中期达
8000-10000元/月，职业前景
稳定且成上升态势。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20年招生专业简介（39个）   3/21



序号 学院名称 开设专业
专业介绍

（300字以内）
开设课程

（10门课以内）
培养目标

（200字以内）
培养要求

（200字以内）
对口岗位

（200字以内）
男女比例
（X:Y）

就业前景
(200字以内)

7
工商管理学

院
市场营销

本专业从2007年开始招生，为社会培养掌握市场营

销专业知识、方法和技能，具备较强的语言表达、
人际沟通、应变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掌握市场营
销管理与策划理论，具有较强市场营销业务与策划
实际能力，具备连锁经营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应用技

能，熟悉连锁企业运营业务流程和人、财、物、信
息管理的基本知识和管理技能，在工商企业、咨询
公司等相关行业从事营销业务及策划工作、能够胜
任连锁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创新性高素质的技术技
能型专门人才。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大赛成绩优异，

毕业学生在转本读研深造、考取公务员、自主创业
、南京上海等地知名企业就业发展等方面均有优秀
的业绩。

市场营销理论与实
务、现代推销技术
销售实习、市场调

查与分析、营销心
理学、营销实战训
练、连锁经营管理
市场营销策划、客
户关系管理、电子

商务实务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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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
市场营销专业知识与技术技
能，面向批发和零售等岗位
群，从事销售、营销活动组织

、品牌推广、销售管理、客户
关系管理、市场调查与分析、
创业企业营销策划与执行等相
关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

本专业主要掌握市场营销专业
知识、方法和技能，具有探究
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毕业须

修满138学分，须获得具备体现

专业方向核心能力的中级职业
技能资格证书所要求的知识和
技能；必须具备高等学校英语

应用能力B级及以上和普通高校

计算机一级及以上通用能力。

销售代表；
销售经理；
区域销售经理；
卖场经理；

小微商业企业；
创业者；
市场主管；
市场经理；

市场调研专员

1:1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主要在营
销与营销管理岗位（营销业务
员、营销主管、营销经理、连

锁店店长）、营销渠道岗位
（市场通路专员、渠道管理专
员）、营销策划岗位（产品推
介专员、市场活动专员、广告
策划专员、公共关系策划专

员）、营销中介岗位（商品交
易经纪人）、营销通讯网络岗
位（电话营销专员、网络营销
专员）、市场调查分析岗位

（访问员、调查员、调查督
导）等岗位工作。我校现与上
海婵之云、中国平安保险、徐
州川锅一号、上海统一星巴克
等单位有长期的实习和就业合

作关系。

8
工商管理学

院
电子商务

本专业从2004年开始招生，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高
素质电子商务技能人才。本专业拥有一支高素质“

双师型”教学科研团队；采取现代学徒制“产教深
度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校内建有电商运营实训室
、ERP实训室、CRM实训室、视觉营销实训室、网络
营销实训室、移动商务实训室、跨境电商实训室

等；同时，积极开展多途径、多层次的校企合作，
校企共建了多家校外实训基地。本专业积极探索和
实践分类分层教学途径，立足学生的志趣与潜质，
重在个性化锻造，培养富于创意、创新、创业精神
的精英高职电商人才；鼓励、指导、带领学生开展

“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参加全
国职业院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等
专业技能比赛，取得优异成绩。

客户关系管理、电
子商务实务、视觉
营销设计、网店运
营与管理、营销文

案策划、新媒体营
销、网络营销、移
动商务运营与管理
、跨境电商实务、

电子商务法实务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拥护

党的基本路线，德、智、体、
美、劳各方面全面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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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能
力；掌握电子商务专业知识和
技术技能，面向互联网和现代
服务业的销售人员、商务咨询

服务人员等职业群，能够从事
电商运营、网络营销、视觉营
销设计、客户服务、新媒体营
销、跨境电商运营等工作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①具备熟练应用办公软件能力
、运用相关软件对图片进行美
工处理能力。
②具备网络信息采集、筛选和

编辑的能力。
③具备网店设计与装修的能力
。
④具备网络营销策划和推广、

商品品类策划和管理能力。
⑤具备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能力
。
⑥具备应对客户咨询、异议、
处理客户投诉，进行客户个性

化服务能力。
⑦具备新媒体营销、移动店铺
运营与管理能力。
⑧具备跨境电子商务运营与管

理能力。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
向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批发业、零售业等

行业，能够从事和胜
任以下工作岗位：新
媒体营销岗位；网络
推广岗位；网上市场

调研岗位；网络广告
与促销岗位；网络商
务信息采集、处理、
发布岗位；电商平台
操作岗位；网店运营

与管理岗位；客户服
务岗位；美工岗位；
跨境电商运营岗位；
个人创业。

1:2

本专业就业就业前景广阔，特
别是移动商务和跨境电商的的

异军突起，电子商务人才需求
缺口很大。新媒体、网店运营
、商务数据分析岗位是近几年
的新兴行业，社会需求量大；
毕业生毕业后可基于自己的专

业优势及爱好从事网络营销、
客服、视觉营销等方面的工作
。就业面广，适应性强，工作
环境好；收入普遍较高，能力

提升快；同时，电商行业网上
创业门槛低，回报高，国家政
策力度强，最适合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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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商管理学

院
旅游管理

本专业强调以就业为导向，根据景区、旅行社和高
铁乘务三大专业方向设置课程模块，以能力为本

位，将理论与实践交互渗透，培养适应各旅游企业
服务与管理一线工作需要、具有从事企业经营与管
理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旅游管理专业人才。本专业
积极开展多途径、多层次的校企合作，与乌镇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徐州龟山景区、徐州汉文化景区、

徐州新闻国际旅行社等知名旅游企业合作共建了多
家校外实训基地。本专业高素质“双师型”的教学
团队积极引领学生学习最前沿的旅游企业管理知识
和技能，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旅游管理专业人才。

本专业与南京师范大学等合作开设了“专接本”升
学项目，与中国台湾、韩国等高校开展合作交流活
动，学生学历提升的渠道多样。

景区服务与管理、
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导游服务技能、
旅游英语会话、导
游基础知识、导游

法规、旅游心理学
、旅游文化与民俗
、饭店服务与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客

运服务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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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
旅游管理专业知识与技术技
能，面向旅游景区、旅行社、
高铁等领域（或岗位群），能

够从事导游、接待、外联、计
调、销售等相关工作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学生需完成旅游管理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相关课程学
习任务，且至少须修满138学分
方可毕业。同时，必须具备高
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B级及以上

和普通高校计算机一级及以上
通用能力，具备体现修读专业
方向核心能力的中级职业技能
资格证书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

。

①各类旅游景区
主要岗位：接待部、

销售部、运营部；
②导游服务公司
主要岗位：专兼职导
游；
③旅行社

主要岗位：计调部、
外联部、接待部；
④旅游酒店
主要岗位：前厅部、

餐饮部、客房部；
⑤高铁、动车
主要岗位：乘务、餐
服、安全管理等

1:2

本专业与浙江乌镇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
限公司、徐州汉文化景区、徐
州龟山景区、徐州新闻国际旅
行社、江苏逍遥游国际商务旅
行社、徐州圣亚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等多家知名旅游企业建
立了紧密的实习就业合作关
系，工作环境好，收入普遍较
高，岗位起步月薪平均在4000

元左右，工作3-5年后年薪平
均在10万左右。

10
工商管理学

院
酒店管理

酒店管理专业以订单班培养为载体，与国际豪华酒
店管理集团合作育人，并且对标国际豪华酒店管理
集团的服务标准和管理模式来建立本专业的教学标

准和培养目标。使学生成为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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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能力；掌握高星级酒店
服务与管理专业知识与技术技能，面向前厅、餐饮
、客房服务与管理等领域（或岗位群），能够从事

高星级酒店和餐厅管理等相关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

餐饮服务和管理、
客房服务与管理、

前厅服务与管理、
酒店市场营销、服
务心理学、旅游文
化与民俗、服务礼
仪、酒水与烹饪知

识、休闲娱乐管理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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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
高星级酒店服务与管理专业知

识与技术技能，面向前厅、餐
饮、客房服务与管理等领域
（或岗位群），能够从事高星
级酒店和餐厅管理等相关工作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酒店高职教育除专业能力以外,
学生在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和
个性特征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越
来越重要。另外，信息化、网
络化促使智慧酒店的出现并逐

渐流行,行业的发展对专业人才
提出更高的要求,酒店管理专业
在专业人才培养中要根据行业
发展改进人才培养措施，重视

对学生信息化能力的培养。学
生必须获得高等学校英语应用
能力B级及以上和普通高校计算
机一级及以上证书等。

高星级酒店中高层管
理岗位、大型国际会
展中心管理岗位、国
际连锁餐厅店长岗位

1:1

随着酒店业的快速发展，酒店
业管理人才极为紧缺。毕业生
完全有机会就任高星级酒店中
高层管理岗位、大型国际会展

中心管理岗位、国际连锁餐厅
店长岗位以及快捷连锁酒店店
长岗位。主要就业企业有开元
酒店集团、金陵酒店集团、凯
悦酒店集团等，初始月收入

5000元以上，已有近两年毕业
的学生担任酒店中高层管理
者，年薪达12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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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化学工程学

院

药品生产技

术

专业开设于2003年，2011年列入教育部“高等职业
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项目”，2012年成

为江苏省重点建设专业群专业，2017年江苏省高等
职业教育高水平骨干专业，2019年主持建设教育部
国家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药品生产技
术教学资源库。本专业与国内知名制药企业深度合
作，共同实施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具备

良好的医药行业职业素养，较强的药品生产、药品
质量检验和药品营销与推广等相关专业实践能力和
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为医药企业培养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与管理人才。本专业一直与淮阴工学院制

药工程专业开展“3+2”高职本科联合培养项目，与
南京工业大学开设“专接本”升学项目。

化学基础，单元操
作技术，分析测试
技术，药物合成技
术，药物化学，药
物制剂技术，药物

分析技术，化学制
药工艺技术，药理
学基础，药事管理
与法规等。

本专业培养能熟练掌握药物合
成、药物提取、药物制剂、药
物分析和药品营销与推广等理

论知识、法律法规与技术技
能，面向药品生产、药品质量
保证QA、药品质量控制QC和药
品营销等岗位群，能够从事原

料药及中间体生产、制剂生产
、药品质量检验和药品营销与
推广等相关工作，具有一定的
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
养、职业道德和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
能人才。

本专业学生至少须修满138学分
方可毕业，必须具备至少一项

本专业中级职业技能证书所要
求的知识和技能（分析检验工
、有机合成工或化工总控工
等），必须具备高等学校英语
应用能力B级及以上和普通高校

计算机一级及以上通用能力。
具备药品生产、药品质量检验
、药品质量保证QA、药品质量
控制QC、药品营销与推广、药

品研发助理等岗位技术技能。

本专业毕业生面向制
药企业、药品营销公
司、药品检验所、医
院药房、药品研发机

构等医药相关企事业
单位，从事原料药及
中间体生产、药物制
剂生产、药品质量检

验（QA、QC）、药品
营销与推广、医药企
业仓储、医药物流、
医院药房、药品研发
机构实验员、药物检

验机构检验员药品研
发助理等岗位的工作
。

2:3

本专业毕业生深受医药企业欢
迎，主要在扬子江药业、江苏
恒瑞医药、正大天晴药业、江

苏豪森药业、江苏万邦生化医
药、江苏恩华药业及医药物流
公司、药品营销公司、药物检
验所、医院药房、药品研发机

构等单位就业，优秀学生在校
期间可保送或参加“专转本”
考试进入本科院校继续学习。
毕业初期主要以药品生产和药
品质量检验、药品质量保证QA

、药品质量控制QC、药品营销
与推广、药品研发助理等岗
位；毕业3-5年后，可发展成
为相应企业的岗位负责人、工

艺技术员、质量负责人、药品
营销主管或区域负责人等管理
和技术人才，年收入达12-15
万元；工作满5年可参加执业
药师资格考试，若获得资格证

书，薪资会达15-20万元以上
。

12
化学工程学

院
生物制药技

术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生物技术产业已经成为

国际科技竞争乃至经济竞争的重点，而生物制药技
术是生物技术产业的龙头，被称为“永不衰落的朝
阳产业”。生物制药产业也已成为国内发达省市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先导产业，生物制药产业迅猛崛
起和发展亟需应用型人才。本专业开设于1999年，

是江苏省重点专业群专业、江苏省特色专业。拥有
中央财政支持的生物化工国家实训基地和徐州市生
化资源综合利用与清洁生产重点实验室，主持药物
分离技术国家精品课程，国家共享资源课程，江苏

省精品课程，江苏省在线开发课程。本专业与南京
工业大学、扬州大学等高校开展专接本合作，并与
台湾辅仁大学、韩国嘉泉大学等大学开展境外研学
合作。

生物化学、微生物
技术、药物分离技
术、药物化学、药

理学、生物制药工
艺、药物制剂技术
、生物药物分析、
药品市场营销、专

业综合实践

本专业培养能熟练掌握生物药
物的生产、质量控制、营销等
所必需的实践操作技能和基本

理论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素
质和文化修养，面向医药行
业，从事生物药物生产、药物
制剂、质量检测、经营管理等

岗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学生至少须修满138学
分方可毕业；必须具备高等学
校英语应用能力B级及以上(非

英语语言类专业)和普通高校计
算机一级及以上(非计算机类专
业)通用能力；必须具备体现生
物制药专业方向核心能力的中
级职业技能证书所要求的知识

和技能。

本专业毕业生面向生

产生物药物的药厂及
相关企业；生产各种

药物制剂的药厂及相
关产品加工企业；药
物研发单位；药监、
药检部门及其它利用
生物技术手段检测产

品质 量的 企事 业单
位；药品、药材营销
公司（如医药物流企
业、医药公司、社区

大药 房、 医药 连锁
店）等企事业单位和
部门，从事生物药物
研发、生产、质量检
测、经营管理等方面

的工作。

1:1

本专业毕业生广受行业和企业

欢迎，大部分在扬子江药业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恒
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鲁
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等十几家
生物制药类企业就业，能胜任
药品质量控制、药品质量管理

等岗位。毕业3-5年后，可发
展成为相应企业的工段长或班
组长、技术负责人、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经理等中高级管

理和技术人才，年收入可达
15-20万元，期间若获取国家
职业资格证书薪资水平更高。
优秀学生在校期间可保送或参
加“专转本”考试进入本科院

校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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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化学工程学

院
应用化工技

术

本专业开设于1983年，是中国特色高水平建设专业

群专业，是江苏省重点专业群建设专业。专业办学
条件好，师资力量强，实践能力好，适应能力强。
专业教学采用模拟、仿真、实训到生产的有效培养
线程，与省内外大型石化企业有深度合作，为石油

化工行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毕业生供不应
求。本专业与与南京工业大学开设“专接本”升学
项目。

化学基础、化工制
图、分析测试技术

、单元操作技术、
化学反应技术、化
工生产基本技术、
无机物生产技术、

有机物生产技术、
化工仪表及自动控
制技术、化工机械
基础

本专业培养学生掌握化工生产
基本知识和化工安全、环保、
管理的知识，能熟练进行化工

CAD绘图、化工设备拆装与维护
保养、化学实验基本操作、化
工生产基本操作、化工过程开
发、产品质量控制和分析检测

操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能分析及解决
生产问题的能力，能适应化工
生产、管理和服务需要的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学生至少须修满138学
分，学生必须具备体现修读专

业方向核心能力的中级职业技
能证书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
并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化
工总控工等）。学生必须具备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B级及以

上(非英语语言类专业)和普通
高校计算机一级及以上(非计算
机类专业)通用能力。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主

要面向石油、化工、
能源、轻工、医药、
新材料等行业，从事
化工生产及总控操作
、化工产品开发及实

验、化工生产控制及
管理、产品质量控制
及检验等岗位工作

2:1

化工产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
本专业毕业生深受省内外大型

石化企业欢迎，多就业于华东
区大型石油化工企业；技术上
朝着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
程师发展，管理上朝着班组长
、车间主任发展。毕业3-5年

后，年收入达12-15元万以上
。优秀学生在校期间可保送或
参加“专转本”考试进入本科
院校继续学习。

14
化学工程学

院
煤化工技术

根据化工行业发展需要，专业开设于2019年，是徐

州市特需专业，是我校重点建设专业，该专业师资
力量雄厚，建设有稳定的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
注重学生的煤化工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动手能力的
培养，利用模拟及仿真等方法，强化化工操作技能
训练和煤化工工艺的学习。拥有荣获中国石油与化

工协会颁发的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的甲醇生产半实
物仿真工厂，有煤化工工艺、合成氨生产仿真实验
室、化工单元实训基地、煤质分析实验室等。本专
业与南京工业大学开设“专接本”升学项目，满足

学生学历提升的需求。

化学基础、单元操
作技术、化工总控
操作、分析测试技
术、化学实验技术
、化工生产基础技

术、煤化学、煤化
工工艺学、煤炭气
化技术、煤炭液化
技术

本专业培养熟练掌握煤化工技

术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
向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炼焦行业，能够从事煤化工生
产操作、煤化工工艺管理、煤

化工安全管理、煤化工原料及
产品检验，具有良好的人文素
养、职业道德、安全生产能力
等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

本专业学生至少须修满138学

分，学生必须具备体现修读专
业方向核心能力的中级职业技
能证书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
并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化
工总控工、煤质化验工等）。

学生必须具备高等学校英语应
用能力B级及以上(非英语语言
类专业)和普通高校计算机一级
及以上(非计算机类专业)通用

能力。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可

服务于国内煤化工及
化工相关行业，可以
在煤化工、精细化工
、能源化工、石油化
工、钢铁冶炼、电力

等领域从事生产操作
、分析检验、技术改
进、生产管理等工程
技术岗位方面的工作

。

5:1

新型煤化工产业是以生产洁净

能源和可替代石油化工的产品
为主，包括煤制天然气、煤制
烯烃、煤制油、煤炭分质利用
等，其产品附加值高，市场缺
口大，是我国优化能源结构、

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之
一，因此现代新型煤化工行业
前景广阔，省内外大型企业如
神华、大唐、中煤、中电投、

江煤科技、华谊等企业煤化工
人才需求量逐年增加。学生毕
业后可以在煤化工、精细化工
、能源化工、石油化工、钢铁

冶炼、电力等领域从事生产操
作及管理。学生毕业 3-5年
后，年收入可达12-15元万以
上。优秀学生可保送或参加“
专转本”考试进入本科院校继

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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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化学工程学

院
环境工程技

术

本专业开设于2001年，是全国石油和化工职业教育
教学指导委员会化工安全及环保类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单位及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单位。专业以污
染治理工程设计能力培养为核心，注重培养环保工

程施工能力、环保设施运行能力和环境监测能力，
为环保企业和其他生产企业等培养环境污染治理和
环境监测技术与管理人才。本专业与南京工业大学
、河海大学开设“专接本”升学项目，满足学生学

历提升的需求。

化学基础、化工制
图、单元操作技术
、环境微生物、环
境监测、电器与仪
表、水处理设施设

计与运行、废气处
理设施设计与运行
、固废及噪声处理
设施设计与运行、

处理设施施工与制
作等。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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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

和技术技能，面向环境治理业
、专业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环
境污染防治工程技术人员、环
境治理及环境监测服务人员等

职业群，能够从事环境工程工
艺设计员及环境治理和环境监
测服务人员等工作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学生须修满138学分方可

毕业。本专业学生必须具备体
现修读专业方向核心能力的中
级职业技能证书（AutoCAD中级
证书、废水处理工中级证书、

化学检验工中级证书等）所要
求的知识和技能。必须具备高
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B级及以上
和普通高校计算机一级及以上
的通用能力（高等学校英语应

用能力B级及以上证书、普通高
校计算机一级及以上证书）。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主
要可在环境工程工艺
设计员、环境工程施
工管理员、环境工程

监理员、环保设备安
装调试员、环保处理
设施运行技术员、环
境监测员及环保业务
市场营销员等岗位就

业。

3:1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江苏、
上海和浙江等发达地区的环保

设计研究院所、环保公司、污
水处理厂、环境监测公司、其
它生产企业及机关事业单位等
就业。主要从事环保工程设计

、施工指导与管理，环保设施
运行及环境监测等工作。担任
技术员、工程师、班组长和部
门负责人等，毕业3-5年后收
入可达15-20万元/年。优秀学

生在校期间可保送或参加“专
转本”考试进入本科院校继续
学习。

16
化学工程学

院
食品营养与

检测

本专业开设于2006年，与江苏省六大支柱产业密切
相关，为学校重点建设专业。校内建有食品与生物
专业群实训中心，实训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

完全能够满足学生的专业教学。本专业重点培养学
生的食品检验和膳食搭配能力，同时具备食品生产
加工、食品新品研发、食品质量控制能力。本专业
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与企业联合建设专业，学生职

业能力强，就业前景好，就业质量高，多年来就业
率一直保持在98%以上，与省内外多家知名企业签订
了订单培养的协议。本专业除了鼓励学生积极参加
专转本考试，还积极拓宽学生深造途径，与江南大
学、扬州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开展专接本合

作，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深造需求。

食品生物化学、食

品微生物学、食品
感官评定、食品理
化分析技术、食品
微生物检验技术、
食品营养学、食品

仪器分析技术、粮
油食品工艺学、乳
品工艺学、果蔬工
艺学等。

本专业主要培养理想信念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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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
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农副食

品加工，食品制造，酒、饮料
和精制茶制造、餐饮、质检技
术服务营养管理与服务等行
业，能够从事公共营养指导、
健康管理、 营养配餐、 食品

检验检测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

本专业学生至少须修满138学分

方可毕业；必须具备高等学校
英语应用能力B级及以上(非英
语语言类专业)和普通高校计算
机一级及以上(非计算机类专

业)通用能力；必须具备体现食
品营养与检测专业方向核心能
力的中级职业技能证书所要求
的知识和技能。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主
要服务于食品检验岗
、食品工艺岗、食品
营养与膳食评价岗、

食品管理岗、食品品
控岗、食品研发岗、
食品营销岗等岗位。

1:2

本专业近三年就业率均保持在
98％以上，学生毕业后主要分

布在江苏、浙江、上海、安徽
、山东等省市的食品生产和加
工企业、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等
单位从事食品生产与营销、食

品营养配餐、膳食评价指导、
食品安全管理员、食品质量检
测员、营养与健康咨询等岗位
的工作。学院与无锡华顺民生
、江苏美鑫、徐州绿健、江苏

海天、青岛啤酒、卫星石化、
达利园等多家知名企业签订了
订单培养的合作协议，学生毕
业后即可进入企业就业，为毕

业生高质量就业创造了条件。
毕业3-5年后年薪可达10-12万
。优秀学生在校期间可保送或
参加“专转本”考试进入本科
院校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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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化学工程学

院

安全技术与

管理

本专业开设于2004年，是江苏省特色专业，是全国
石油和化工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化工安全及环
保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连续四年承办全国

现代化工“HSE”技能大赛，获得2019年国家教学成
果二等奖。本专业是一门文理兼容综合性学科，培
养的是懂技术、懂管理、懂经济的“三懂”人才，
具备安全生产和安全管理理论和技能，具有风险辨
识、评价和控制能力，能在企业、安全中介服务、

政府安全监管部门等从事生产过程安全运行、安全
管理、安全评价、安全监控、应急救援、职业危害
防控、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
才。校内具有安全操作实训室、总控仿真实训室、

安全检测实训室、安全应急处置救援实训室、安全
3D动画推演实训室等。与南京南工业大学开设了“
专接本”升学项目。

安全系统工程、安
全评价技术、安全
管理、安全监测技
术、应急救援技术
、防火防爆技术、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
术、化学基础、化
工单元操作、化工
安全技术等。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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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的能力；掌握安全技术与
管理专业知识与技术技能，面

向企业、安全中介服务、政府
安全监管部门等企事业单位，
能够从事生产过程安全操作运
行、安全管理、安全评价、安

全监控、应急救援、职业危害
防控、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的
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学生须修满138学分方可
毕业。学生必须具备体现修读

专业方向核心能力的中级职业
技能证书（AutoCAD、化工总控
工、化学检验工中级证书等）
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必须具

备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B级及
以上和普通高校计算机一级及
以上的通用能力（高等学校英
语应用能力B级及以上证书、普
通高校计算机一级及以上证

书）。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

向化工、炼油、医药
、安全中介服务、生
产安全监督管理等企
事业单位，从事生产
过程安全运行、安全

管理、安全评价、安
全监测、应急救援、
职业危害防控、安全
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工

作。初期岗位主要有
化工总控工、助理安
全员、助理评价员、
安全监测员、应急救
援员等，毕业 3-5年

后，可成为注册安全
工程师、安全评价师
、技术负责人、项目
经理等中高级安全管

理和技术人才。

2:1

人类离不开安全，安全离不开
人才，人才要求专业化职业化
。特别是生产安全严管和抗疫
防控对安全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和要求，人才缺口巨大，尤其
是安全技术与管理专科生需求
更大。本专业培养的是文理兼
容学科交叉的综合性人才，就

业面宽广，职业发展潜力巨
大，毕业3-5年后，年收入达
10-15万元，考取注册安全工
程师、安全评价师两个国家职
业资格证书，年收入可达20-

30万元。优秀学生在校期间可
保送或参加“专转本”考试进
入本科院校继续学习。

18
机电工程学

院
机械制造与
自动化

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专业、江苏省高水平高
等职业院校骨干专业、省示范专业，国家教育部现

代学徒制试点专业。立足服务高端装备制造业，以
工程机械智能制造技术为特色，与徐工集团实施校
企一体化办学，形成了以“校企四共建、学生三转
变”为特征的现代学徒制“徐工模式”，被教育部

作为典型案例在全国推广；与扬州大学开设了“专
接本”升学项目。

机械制造技术、数
控加工编程与操作

、液压与气动技术
、机电控制基础、
PLC应用技术、伺
服 控 制 技 术 、

Pro/E应用技术、
工程机械、工业机
器人等

培养具备机械设计与制造、机
电液控制的基本理论和技能，
掌握CAD/CAM技术、工业机器人

应用技术，能够进行工程机械
、自动化装备、工业机器人的
装配、调试和维护工作，奠定
机械制造工程师、工艺师、工

段长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成长
为机械制造与自动化领域高端
技术技能人才。

①能够识读各类工程图，应用
CAD/CAM软件进行零件和工装的
造型与设计，设计制造工艺，
编排数控加工程序。

②能够进行自动化工装夹具设
计，对机械零部件加工质量进
行检测、判断和统计分析。
③能够对机床和自动化生产线

等进行操作、维护、安装、调
试和维修，并具有机电设备营
销和售后服务方面的初步能力
。

设备操作技术人员；

生产工艺技术人员；
工装设计技术人员；
安装调试维修技术人
员；

生产现场管理人员。

4:1

毕业后可从事产品设计、工艺
编制、制造加工、机器人应用
、质量检测、生产管理、销售

服务等，初期年收入6-12万元
。经过不断锻炼，未来可能成
为一名优秀的技术员、工程师
、技能大师、厂长、经理；创

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也奠定了
将来开拓一番事业，成为公司
创始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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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机电工程学

院

机械设计与

制造

现代机械设计与制造充分利用自动化、信息化等科
学技术，以数字化设计和数字化加工为主，并辅以

逆向工程、3D打印等多种新型设计技术，不断迈向
新的发展高度。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和实
施，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将迎来重大的发展机遇。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以数字化设计制造和逆向工程

技术为专业特色，是江苏省重点专业群－机械制造
技术专业群的骨干专业。本专业学生在江苏省毕业
设计评选、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大赛等竞赛中成绩
名列全省同类专业之首。毕业生在全国同行中受到
广泛好评，就业质量高。本专业与江苏大学开设了

“专接本”升学项目。

机械制图、机械设
计基础、PLC技术
及应用、Pro/E应
用技术、工业产品

造型设计、机械制
造技术、机械优化
设计、逆向工程技
术、数控加工编程
与操作

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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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
知识与技术技能，面向通用设

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的
机械工程技术人员，能够从事
机械产品设计与加工、数控编
程、工艺和工装夹具设计、机

械产品质量检测等相关工作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①能够识读各类工程图，熟练

应用多种CAD/CAM软件进行造型
、设计，编制制造工艺和数控
加工程序并对其进行仿真和分
析；
②能够对机床等进行操作和维

护保养，具有机电设备营销和
售后服务等方面的初步能力；
③能够进行模具、工装、夹具
设计、分析，对机械零部件加

工质量进行检测、判断和分析
。

机械设计、机械制造
、模 具设 计制 造、
CAD/CAM技术应用，也

可在一般机械设计、
制造岗位从事生产、
管理、经营等工作。

4:1

主要就业岗位有：机械设计、
机械制造、CAD/CAM技术应用

。毕业1-3年后，在江苏地区
年平均收入8-12万元；主要职
业发展方向：管理方向（储备
干部-工段长-主管及以上）；

技术方向（储备干部-技术员-
助理工程师-工程师-主管及以
上）；主要就业企业：徐州工
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奥
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海

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晋拓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等。

20
机电工程学

院
机电一体化

技术

本专业旨在培养从事机电设备生产与维修、安装与
调试、销售和技术支持，自动生产线运维，以及工
业机器人应用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专业
以自动化生产线应用与维修为特色，拥有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领衔的教学团队、省级区域开放共享型
实训基地。保持与徐工集团、南京奥特佳等企业良
好的合作关系，注重“工学交替”，强调学生专业
技能提升、创新能力培养和职业素质塑造。学生每

年申请专利20人次以上，多次在省、国家技能大赛
和创新创业比赛中获奖。另外，用人单位满意度和
学生就业率稳定在98%上，同时与南京理工大学开设
了“专接本”升学项目，拿证率超过95%。

液压与气动、电气
控制与PLC应用技
术、机电基础、机
械制图、运动控制

技术、组态软件项
目开发与实践、自
动化生产线安装与
调试、工业机器人
现场编程（ABB）

、机电系统设计与
调试技能训练、机
电控制基础技能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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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
能力，服务于通用设备制造
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
理业，能够从事机电设备生产

与维修、安装与调试、销售和
技术支持，以及从事自动生产
线运维、工业机器人应用等工
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学生至少须修满138学分
方可毕业；必须具备体现修读
专业方向核心能力的中级职业

技能证书所要求的知识和技
能；应取得工业机器人操作与
运维或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中
级及以上“1+X”技能等级证
书；应该具备高等学校英语应

用能力B级及以上和普通高校计
算机一级及以上通用能力。

机电一体化设备维修

技术员；
自动生产线运维技术
员；
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
员；

机电一体化设备生产
管理员；
机电一体化设备安装
与调试技术员；

机电一体化设备销售
和技术支持技术员；
机电一体化设备技改
技术员。

4:1

操作与维护人员，一线技术人
员初期年收入6-10万元，车间
主管年薪18万元以上；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技术人

员，一线技术人员初期年收入
8-12万元，技术主管年薪20万
元以上；
销售与技术支持人员，年收入
10万元以上，销售经理年薪25

万元以上。
主要实习与就业单位：徐工集
团、可成科技、林德叉车、南
京奥特佳、上海晋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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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机电工程学

院
工业机器人

技术

本专业是江苏省“十二五”重点专业群骨干专业，
是徐州市品牌特色专业，是徐州市首批特需专业。
拥有教育部工业机器人人才培养中心，是“学历证
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X）试点专业，学

生可参加“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或工业机器人应
用编程”两个项目的技能等级证书考核。主要培养
具有从事工业机器人及其相关机电设备的安装、编
程、调试、运行维护和设备管理的高端技术技能型

专门人才，其中以工程装备产业工业机器人的操作
、调试与系统集成为专业特色；与南京理工大学开
设了“专接本”升学项目。

机电基础、电气控

制与PLC应用技术
（SIEMENS）、液
压与气动、工业机
器 人 现 场 编 程
（ABB）、运动控

制 技 术
（SIEMENS）、工
业机器人系统集成
（ABB）、工业机

器人离线编程与仿
真、工业机器人系
统设计与应用技能
训练、工业机器人
离线编程技能训练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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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意识和工匠精神，较强的就
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能，面向
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
造业的自动控制工程技术人员
等职业群，具有工业机器人系
统设计、安装、编程能力，能

够从事工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
成、运行维护、自动化控制系
统安装调试、销售与技术支持
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

才。

本专业学生至少须修满138学分
方可毕业；必须具备体现修读
专业方向核心能力的中级职业
技能证书所要求的知识和技

能；应取得工业机器人操作与
运维或工业机器人应用编程中
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学生必须具备高等学校英语应
用能力B级及以上(非英语语言

类专业)和普通高校计算机一级
及以上(非计算机类专业)通用
能力。

操作维护技术人员/设
备维修技术人员/现场
工程师/方案工程师/
设备管理技术人员/技

术支持/销售技术人员

4:1

岗位发展：1-3年主要操作工
、维修工、技术员；4-5年主
要现场工程师、技术主管、生
产主管；5-10年主要技术主管

、生产主管、销售人员、售后
人员。
主要就业企业：以往届毕业生
为例，私营企业42.94%、徐工
集团等国有企业25.68%、罗特

艾德回转支承等中外合作企业
7.51%、卡特彼勒等外资企业
7.21%等，工作初期年收入约
8-10万元。

22
机电工程学

院

新能源汽车

技术

新能源汽车是当前国家政策重点支持的产业，急需
一大批能从事新能源汽车技术工作的专业人才，是
未来的稀缺人才。本专业突出新能源汽车和现代汽

车电控技术的学习，注重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职
业道德的培养，培养懂生产、擅维修、会管理、能
设计的满足新能源汽车行业一线技术及管理工作需
求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本专业教学条件好，建有设

备优良的汽车工程技术实训基地；师资力量强，专
业教师均为硕士及以上学历，具有企业实践经历，
既懂教学，又精技能；教学方式新，大力推行理实
一体化教学；学生学习兴趣浓，成果丰；就业有前
途，升学有渠道，开展了多种专升本的升学途径。

现与南京林业大学开设了交通运输“专接本”升学
项目。

汽车底盘技术、汽
车传感器技术、汽

车电气与电控技术
、汽车制造技术、
新能源汽车概论、
新能源汽车驱动电
机及控制技术、新

能源汽车检测与维
修、汽车维护与保
养技能训练、汽车
电控系统检修技能

训练、新能源汽车
检测技能训练等。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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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的能力；掌握新能源汽车

生产、检测维修与现代汽车理
论专业知识与技术技能，面向
新能源汽车生产、检测维修、
技术引进、试验研究等领域，
能够从事一般性技术工作及企

业管理和服务等相关工作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实行学分制，学生将系

统学习专业理论、实践和人文
素养等课程，修满138学分方可
毕业。学生必须获得具备汽车
修理工中级工及以上职业技能

资格证书所要求的知识和技
能，并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
书，必须具备高等学校英语应
用能力B级及以上和普通高校计
算机一级及以上通用能力。

新能源汽车维修与服
务；
新能源汽车整车和部
件装配、调试、检测
与质量检验；

新能源汽车整车和部
件生产现场管理；
新能源汽车整车和部
件试验。

8:1

毕业生主要在大型新能源汽车
制造、维修及相关服务企业，

从事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的制
造、检测、维修、试验、车间
生产管理和汽车销售等工作。
主要就业企业有：吉利汽车、

徐工集团、上海汽车、润东集
团等知名企业，初期就业年收
入在6-10万元。面对新能源汽
车的良好发展前景，学生也可
选择自主创业，或者选择继续

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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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机电工程学

院

汽车制造与

装配技术

汽车制造业发展迅速，汽车制造与装配产业前景广
阔，而具备“会操作、能管理、擅调试、懂技术”
的专业技能型人才缺口巨大，供不应求。本专业主

要面向汽车制造、装配产业培养专业管理和技术型
人才，将汽车构造原理、先进制造技术、生产管理
方法等多学科融合。配备徐州市重大装备制造技术
实训基地，先进机器人教学设备，汽车整车实训

室，汽车发动机实训室以及汽车底盘实训室等为汽
车制造与装配技术专业提供坚实的基础，师资雄厚
。与徐工集团、吉利汽车有限公司等企业建立密切
的协作关系,工学结合、就业针对性强，就业率高。

本专业与南京林业大学开设了“专接本”升学项目
。

汽车发动机技术、
汽车底盘技术、机
械制造技术、汽车
制造技术、汽车电

气与电控技术、工
业机器人焊接技能
训练、PLC应用技
术、ProE应用技术

本专业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
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全
面发展，富有创新意识、富有

创新意识、具备扎实的汽车制
造与装配理论，掌握汽车零部
件加工工艺、汽车整车制造工
业流程、汽车检测技术，具有

汽车制造及零部件加工、汽车
装配与调试、计算机辅助设计
、数控加工、产品质量检测、
设备维护和生产组织管理能力

及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管理
和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技术技能
人才。

本专业学生至少须修满138学
分，学生必须获得具备体现修
读专业方向核心能力的中级职
业技能资格证书、学生必须具

备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B级及
以上和普通高校计算机一级及
以上通用能力。

主要面向汽车整车制
造厂、发动机、变速

箱等部件的零部件制
造厂从事装调、试验
、检验、质量控制和
生产管理工作。主要

岗位为汽车装配技术
人员、汽车整车调试
技术员、汽车零部件
加工技术员、产品检
验和质量管理技术员

。

20:1

就业主要企业包括徐工集团、

上汽大众、浙江吉利汽车等大
型整车企业，初期年收入6-10
万元，发展方向主要有技术员
、产线负责人、服务工程师。

如苏州林德叉车等特种车辆企
业，年收入8-15万元，主要发
展方向应用工程师、销售代表
。

24
机电工程学

院

汽车检测与

维修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是培养具有汽车检测
、运行、维修与技术管理能力，且具有职业岗位

（群）所需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经过汽车维修
工程师初步训练的的一门学科。本专业是校级重点
、特色专业建设点，主要为汽车行业培养熟练掌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和现代汽车维修企业管理知
识，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素质人才。本专业配备

汽车整车检测实训室，汽车发动机实训室以及汽车
底盘实训室等校内实训设施，同时联合吉利、徐工
等知名企业联合开设校外实训基地。本专业就业对
口率高，工作待遇优厚，是国家和江苏省的“人才

紧缺型专业”。升学途径主要包括专接本（与南京
林业大学合作开设）、专转本、专转本等。

汽车发动机技术、

汽车底盘技术、汽
车底盘装配与调试
技能训练、新能源
汽车概论、汽车电

气与电控技术、汽
车检测与故障诊断
技术、工程车辆、
汽车整车检测技能
训练、汽车营销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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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
和技术技能，面向汽车制造

业，汽车、摩托车等修理与维
护行业的汽车整车制造人员、
汽车摩托车维修技术服务人员
等职业群，能够从事汽车质量

与性能检测、汽车故障返修、
汽车机电维修、服务顾问等工
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学生至少须修满138学分
方可毕业。课程的考试成绩在
计入总成绩时，根据学分数进

行加权。学业绩效模块只评价
为“通过”和“未通过”。在
毕业时，学业绩效模块必须为
“通过”，但不计入总成绩。

学生必须获得汽车修理工中级
职业技能资格证书所要求的知
识和技能。学生必须具备高等
学校英语应用能力B级及以上
(非英语语言类专业)和普通高

校计算机一级及以上(非计算机
类专业)通用能力。

本专业主要面向汽车
检测与维修、汽车营
销与技术服务、汽车

车损鉴定评估与车险
理赔、工程车辆检修
等职业岗位群。具体
岗位有：汽车、摩托

车等修理与维护；汽
车质量与性能检测；
汽车故障返修；汽车
机电 维修 ；服 务顾
问；销售；装调；公

估、理赔、工程车辆
售后服务等。

20:1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地区为
苏锡常地区和徐州周边地区。
主要就业企业包括吉利汽车控

股有限公司、奇瑞汽车、上汽
大通汽车有限公司、徐工集团
、沪彭集团；年收入：6-10万
元；如徐工矿机事业部等工程

车辆企业的售后服务工程师毕
业生年薪达到10万元以上。
职业方向包括售后服务工程师
、维修技术员、质量工程师、
技术经理等技术型岗位；也包

括营销经理、工段长、班组长
、车间主任等管理型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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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建筑工程学

院
建筑工程技

术

建筑工程技术属于土建施工类专业。专科层次，学
制三年。专业特色：建筑检测与修复加固、智能建
造技术；专业培养以学生技术技能培养为核心，以
工学结合为切入点，以校企深度融合和教师、企业
师傅联合传授为支撑，建立工学交替的人才培养模

式。,校内配备了建筑施工技术中心、BIM实训室、
力学结构材料实验室、建筑防水实训中心等校内实
训基地，学院与省内外建筑企业合作建立基于教学
项目的校外实训基地。重点培养学生建筑识图能力

、施工组织能力、安全管理能力等,成为建筑工程技
术方面施工、检测、监理等单位工作的高等应用型
技术人才。与南京工业大学、扬州大学开展专升本
项目。

建筑材料、建筑力
学、建筑施工测量

、建筑结构、建筑
施工技术、建筑设
备、BIM技术应用
、建筑施工安全技
术与管理、装配式

混凝土工程、装配
式建筑概论等。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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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知识与技
能，面向土木工程建筑业、房

屋 建 筑 业 等 领域 （或 岗位
群），能够从事建筑工程施工
、管理、检测鉴定、修复加固
等相关工作，符合建筑业行业
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

需要的发展型、复合型、创新
型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本专业学生至少须修满138学
分；取得施工员等六大员的初

级职业资格证书，努力达到二
级建造师的职业水平,取得BIM
中级职业技能证书；具备高等
学校英语应用能力B级及以上和

普通高校计算机一级及以上通
用能力。

所属的行业有土木工

程建筑业和房屋建筑
业领域，主要职业类
别有建筑工程技术人
员和建筑信息模型技
术人员；对口初始岗

位有：土建施工员；
土建质量员；专职安
全管 理人 员； 资料
员；材料员；检测员

等，发展岗位有：项
目经理、施工企业技
术负责人、工程技术
负责人、工程安全负
责人等。

8:1

建筑行业正处在转型升级，装
配式建筑和BIM技术走进建筑
市场：企业对装配化建造技术
人才和BIM技术人才的需求旺

盛，岗位缺口极大；建筑企业
需配备专职安全员，负责安全
的技术员供不应求。毕业生主
要就业在苏南地区，如中南集
团、龙信集团、中建八局等大

型企业，薪资：初始就业5000
元以上/月，试用3个月之后可
达7000元以上/月，优秀施工
员可达1万/月以上。

26
建筑工程学

院
建筑装饰工
程技术

建筑装饰工程专业属于建筑设计大类，培养针对建
筑内、外部装饰工程进行设计、造价、选材、施工

以及管理、检测等的专门技术技能人才。就业面向
装饰施工管理、建筑装饰设计、建筑装饰设计咨询
、建筑装饰预算或工监理等岗位。 人才培养本着“
既懂施工，又会设计，一专多能”的特色，实施项
目教学，通过完成虚拟或真实项目，把不同领域的

教学内容融合起来，使学生在真实的教学环境中学
习和成长。

室内电脑效果图设
计与制作、建筑装
饰制图与识图、建
筑装饰施工图设计

、建筑装饰材料与
构造、BIM应用技
术、住宅室内设计
、建筑装饰施工技
术、建筑装饰工程

计量与计价、建筑
装饰工程招投标与
合同管理、建筑装
饰施工组织等

本专业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
线，德、智、体、美各方面全

面发展，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
以及美术修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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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掌
握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的基
本知识和专业技能，面向建筑
装饰和装修业的室内装饰设计
师、建筑装饰人员等职业群，

能够从事建筑装饰工程施工组
织与管理、建筑装饰施工图绘
制、建筑装饰设计、建筑装饰
工程造价、建筑装饰工程信息

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技
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学生至少须修满138学分
方可毕业，且必须具备高等学

校英语应用能力B级及以上(非
英语语言类专业)和普通高校计
算机一级及以上(非计算机类专
业)通用能力。在校期间，必须
获得BIM等级资格认证、CAD制

图员职业资格证书以及CEAC室
内设计师认证证书。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

工管理及建筑装饰设
计领 域， 主要 岗位
为：施工员、造价员
、CAD绘图员、质量员
、资料员、材料员、

劳务员、监理员等。

3:2

建筑装饰行业是随着房地产热
潮的逐步兴起，快速成长起来
的朝阳产业。伴随相关行业的
蓬勃发展，建筑装饰行业愈加

显示出了其巨大的发展潜力，
市场增长空间以平均每年20%
左右的速度递增，前景广阔。
毕业生主要就业地区为江苏省
。就业企业如金螳螂等大型装

饰公司，初就业月薪资待遇
5000元左右，高级设计师或主
任设计师月薪资待遇 8000至
12000元，职业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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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建筑工程学

院
建设项目信
息化管理

本专业隶属于工程管理专业群，是以独立专业形
式培养社会急需的BIM人才。本专业开设紧随建设行
业“互联网+”的BIM技术信息化发展的步伐，致力

打造依托于BIM技术的“新型项目管理”专业。以工
程信息化项目管理为主线，适应现代化建设需求，
培养既会施工管理，又懂工程造价，且具备利用BIM
技术进行项目管理的技能，即“懂技术、会建模、
能管理”的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的行业紧缺型人才

。与南京工业大学、扬州大学开展专升本项目。

建筑制图与CAD、
建筑构造与识图、
建筑结构基础与钢
筋翻样、BIM建模

基础、建筑施工技
术、BIM造价软件
系统应用、建筑计
量与计价、BIM施
工管理技术、建筑

动画制作、建筑工
程招投标与合同管
理等。

本专业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

线，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全面掌握建设工程项目信
息化管理的专业知识，能从事
建项目信息化管理工作，具有
良好的岗位能力、职业素养、

创新创业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具有识图与绘图、BIM建模、
BIM技术交底、BIM施工方案模
拟能力及利用BIM技术全程管控

建设项目的能力。能适应BIM建
模员、BIM项目管理工程师、
BIM施工应用员、施工员、质量
员、安全员等岗位需要的高级

技术技能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学生至少须修满138学分
方可毕业；学生必须具备体现
本专业执业或者职业资格证书
所具有的核心能力或1+X职业技
能证书所要求能力，如BIM技术

中级证书、二级造价师证书、
CAD中级证书、职业岗位证书
（施工员、安全员、资料员、
工程测量员）等。学生必须具

备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B级及
以上(非英语语言类专业)和普
通高校计算机一级及以上(非计
算机类专业)通用能力。

建筑信息化及建筑工
程管理领域，主要岗
位为：BIM技术工程师

、 BIM建模工程师、
BIM施工管理员等,也
可以从事建筑职业岗
位如施工员、造价员
、质量员、资料员、

材料员、劳务员、监
理员等。

1:1

BIM技术应用是未来建筑
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随着我

国建筑行业信息化快速发展及
BIM技术的大力推广，建筑信
息管理人才是当前行业紧缺的
高端技能人才，具有强烈的市

场需求和广阔的职业发展前景
。毕业生主要面向建设单位、
设计院、施工单位、BIM科技
公司、工程咨询公司等。本专
业以BIM技术为支撑，与中煤

汉泰、锦宸集团等十几家建筑
类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毕业
生主要苏南大中型企业和设计
院，初始就业年收入约8-12万

元。

28
建筑工程学

院
工程造价

工程造价专业隶属建筑管理专业群，以建设工程

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综合运用管理学、经
济学和相关的法律知识与技能，为建设项目相关方
提供投融资管理、合同管理、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
制、建设方案的比选与优化、工程施工的成本管理

与组织等技术服务。本专业配备了工程造价、BIM技
术应用、工程测量、建筑材料、建筑构造等先进实
验室，专业以建筑工程、安装工程造价为主要培养
方向，教学、实验和实训紧扣工程实际，重点培养
熟悉技术、掌握经济、擅长管理、能开拓经营的高

等应用型技术人才。与南京工业大学、扬州大学开
展专升本项目。

建筑制图与CAD、
建筑构造与识图、
建筑结构基础与钢
筋算量、建筑工程

施工技术、工程预
算、工程量清单计
价、工程结算、建
筑工程招投标与合
同管理、BIM造价

软件综合应用、
BIM技术应用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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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
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

专业技术服务业的工程造价工
程技术人员职业群，能够从事
工程造价等相关工作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学生至少须修满138学
分方可毕业，学生必须具备高
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B级及以上

(非英语语言类专业)和普通高
校计算机一级及以上(非计算机
类专业)通用能力，同时学生具
备二级造价师的核心能力和1+X
建筑信息模型中级职业技能证

书所要求的能力。

建筑工程管理招投标
、造价管理领域，主

要岗位为：二级造价
师、BIM建模员、招标
代理员、资料员、施
工员

1:1

建筑业是国家支柱产业，江苏
省是建筑强省，未来建筑业发

展势头依然强劲。而建设项目
的投资成败取决于工程造价管
理，工程建设各方急需造价复
合型人才。本专业是建筑类专
业中的“白领”专业，工作条

件好，具有基础课程宽，能满
足建筑行业大部分岗位的特点
。毕业生主要面向施工、造价
咨询、房地产开发等相关岗位

工作。专业与太平洋建设、中
煤开甲、江苏博智、江苏中瑞
等十几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为毕业生就业创造了条件，毕

业生年均工资6-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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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建筑工程学

院

数字媒体艺

术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开设于2006年，是江苏省
较早开设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的高职院校之一。

本专业属于交叉学科领域，涉及艺术设计、交互设
计、3D技术、影视、信息与通信技术等多个方面。
专业还设有2个专业分支：视觉传达设计、数字视频
与虚拟现实。学生将通过学分制选课选择一个感兴
趣的方向深入学习更专业的知识领域。本专业实施

项目教学，通过完成虚拟或真实项目，把不同领域
的教学内容融合起来，使学生在真实的教学环境中
学习和成长。本专业拥有一批先进的实训室和设
备，总投入近1000万元。同时，还拥有一批社会知

名的行业兼职教师，在教学中与学生畅谈职业理想
。这些机会和优势，为培养一流的数字艺术创作人
才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图形创意设计、图

形图像处理技术、
广告设计、摄影摄
像技术、影视后期
编辑技术、数字插

画设计、VI形象设
计 、
After Effects 特

效制作、UI界面设
计、虚拟现实效果

表现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拥护
党的基本路线，德、智、体、
美各方面全面发展，具有良好
的科学素养以及美术修养、既
懂技术又懂艺术，掌握必备的

基础设计理论知识，能用计算
机新媒体设计工具进行数字化
艺术作品的设计和创作，具有
较强地实践能力及一定的创新

创业能力，适应社会主义生产
、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需
要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学生至少须修满138学分
方可毕业，要必须具备高等学
校英语应用能力B级及以上(非
英语语言类专业)和普通高校计

算机一级及以上(非计算机类专
业)通用能力。在校期间，必须
获得CEAC平面设计师认证证书
以及CEAC高级合成剪辑师认证
证书。

平面设计及媒体制作
领域，主要岗位为：

平面设计师、UI设计
师、多媒体设计师、
后期制作人员以及文
案策划人员岗位。

6:4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发展前
景广阔。有关数据显示，全球

数字媒体产业从1997年157亿
美元增长到2019年1354亿美元
。目前我国对数字媒体艺术人
才的缺口，大约每年在15万人
左右，包括：平面设计师、UI

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后期
制作人员以及文案策划人员等
。入职月薪资待遇平均5000元
左右，高级设计师或主任设计

师月薪资待遇 8500至 15000
元，职业前景广阔。毕业生主
要就业地区江苏省内。

30
建筑工程学

院

室内艺术设

计

室内艺术设计隶属艺术专业群。专业特色：以设计
表现技能和创新思维能力为特色，采取“四级模式
”培养掌握室内设计、室内装饰施工图绘制、室内

效果图制作、室内装饰工程造价及工程管理方面专
业知识，有较强的岗位综合能力、能设计、懂工艺
、会施工的室内艺术设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住宅室内设计、公
共建筑室内设计、
展示空间设计、建
筑室内施工图深化

设计、图形图像处
理技术、室内电脑
效果图设计与制作
、室内装饰材料与

施工工艺实训等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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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
室内艺术设计专业知识与技术
技能，面向室内设计行业、建

筑装饰行业等领域，能够从事
室内设计技术等相关工作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要求学生必须具备高等学校英
语应用能力B级及以上(非英语
语言类专业)和普通高校计算机
一级及以上(非计算机类专业)
通用能力；要求学生必须具备

室内设计专业方向核心能力的
中级职业技能证书所要求的知
识和技能，获得CAD制图员职业
资格证书、CEAC室内设计师认

证书等。

室内设计师及景观设
计师等相关领域，主
要岗位为CAD绘图员岗

位、室内设计员岗位
、设计施工监理员岗
位、设计总监岗位。

1:1.5

室内艺术设计专业（室内设计

师、建筑装饰设计师、景观设
计师）的就业形势近年持续走
高，是有潜力的热门专业之
一，室内设计师薪酬待遇年薪

6-10万。室内艺术设计专业人
才缺口即将突破150万人。毕
业生就去企业如金螳螂、大自
然等大型装饰企业与设计院。

主要就业地区为江苏省内，以
苏南地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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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信息与电气
工程学院

软件技术

本专业立足淮海经济区、面向江苏省及长三角地区
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系统集成公司、各类企事业
单位、政府机关的应用软件设计开发技术领域，校
企共同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计算机软件开发

技术的基本知识、具有使用主流软件开发技术与工
具进行项目开发的能力，具备良好职业素养、自主
学习能力和项目实践经验，能从事互联网的软件开
发、大数据技术开发、软件界面设计、软件测试与
维护等相关工作岗位的IT行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

才。学院积极为学生开展升本服务，目前软件技术
专业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开设了“专接本”升学项
目。

本专业主要学习的

课程包括C语言程
序设计、数据库应
用技术、JAVA程序
设计、Java Web项

目开发、Python程
序设计、Android
程序设计、Linux
操作系统、Python
网络爬虫与数据挖

掘 、
JavaScript+jQuer
y网页开发、Html5
程序设计

本专业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
线，德、智、体、美各方面全
面发展，具备扎实的计算机软
件技术理论知识，掌握基于

JAVA、Python、Android平台的
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和大数据
分析处理技术，具有中小型计
算机软件开发、测试、系统实
施与维护能力，适应社会生产

、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需
要的、可持续发展的优秀技术
技能型专门IT人才。

培养要求：学分方面，本专业
学生至少须修满138学分方可毕
业；职业能力方面，学生必须
获得具备体现修读专业方向核
心能力的中级职业技能资格证

书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包
括：“1+X”证书--Web前端开
发、计算机二级、软件设计师
、JAVA工程师、CDA数据分析员

、IC3计算机综合应用能力认
证；英语能力方面，学生必须
具备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B级
及以上。

主要就业对口岗位包
括：软件开发人员，
包括电脑、手机APP、

大数据应用、人工智
能等软件开发；软件
测试人员；大数据分
析人员；软件运维人

员；软件销售人员

3:2

本专业就业的主要企业包括上
海育创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弦惊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徐州中矿微星软件股份公

司、徐州海派科技有限公司、
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等公
司，入职收入大概在 4500-
8000元，三年后表现优秀的同
学能达到12000元。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发展，软件技
术在现今信息技术的发展过程
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已
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行

各业中，相关的职业职位随之
增加，软件工程师的需求量非
常大，其职业发展前景非常好
。软件技术专业毕业的学生拥
有庞大的就业市场，具有广阔

的就业前景。另外软件行业也
是高薪行业，具有较高的薪资
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环境。

32
信息与电气
工程学院

物联网应用
技术

本专业是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教育部“1+X
”证书—传感网应用开发试点专业，江苏省示范专

业，江苏省高水平骨干专业。本专业在教育部规定
的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教学标准前提下，依托徐工
信息等龙头物联网企业和省级实训基地，以顶岗实
践为突破口，实施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岗

位的主要项目组织教学内容，以“做中学”为主导
改革教学模式培养物联网项目应用技能型人才。与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开设了“专接本”升学项目。

物联网工程导论、
电工电路基础、传

感器应用技术、嵌
入式系统设计、自
动识别技术、PLC
应用开发、无线组
网技术、物联网应

用程序设计、物联
网项目规划与实施
、Python等课程。

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德、

智、体、美等全面发展，从事
工业互联网工程项目的规划、
管理和服务，系统设备安装与
调试，联网系统运行配置和维

护、物联网项目应用开发等工
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①毕业学分：本专业学生至少
修满138学分方可毕业；

②职业能力：学生必须具备基
本嵌入式软件开发、硬件系统
集成等能力；
③毕业要求：获得教育部“1+X

”证书—传感网应用开发（中
级）、英语三级B、计算机一级
B或计算机二级。

①物联网系统集成；
②物联网应用系统开
发；

③物联网设备安装与
调试；
④物联网系统安装调
试；

⑤物联网工程实施与
管理。

6:4

本专业就业率达到100%,就业

分布在无锡、南京、上海、苏
州、常州等地市，包括大唐电
信、中国电信、南京嘉环、南
京华苏等企业，月收入7000-
12000元，根据自身能力向技

术能手、业务主管、区域经理
等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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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信息与电气
工程学院

应用电子技
术

该专业为江苏省示范专业、江苏省高水平骨干专业
、江苏省高水平职业院校重点建设新能源技术专业

群专业、徐州市特色专业。该专业师资力量雄厚、
实验实训条件优良，教学质量高。近5年学生在全国
职业技术大赛中获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省职业
技术大赛中获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教师获省微

课竞赛二等奖1项，省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1项，信
息化大赛三等奖1项；获省在线课程建设立项1项；
出版教材5部，省重点教材3部。

电工电路分析与实
践、模拟电路分析

与实践、数子电路
分析与实践、电子
产品制造工艺、C
语言程序设计、单
片机项目开发与实

践、电子CAD技术
、PLC应用技术、
光伏发电工程技术
、组态技术与应用

掌握电子产品生产工艺、光伏
组件（电池）生产、光伏工程

技术、微电网技术、电气控制
技术等理论基本知识；电子产
品设计、安装调试、生产管理
、检测，光伏发电系统设计、

施工与运维，电气控制系统
（智能微电系统）运行、调试
、维护等主要技能，具备创新
精神和技术迁移能力，面向电
子设备安装调试人员、电子技

术工程技术人员、电力供应的
技术人员、电力设备安装人员
等职业群，能够从事电子产品
设计、安装调试、生产工艺管

理，光伏发电系统（微电网系
统、电气控制系统）设计、施
工与运维的德才兼备、创新创
业型技术技能人才。

①毕业学分

本专业学生至少须修满138学分
方可毕业。
②职业能力
学生必须获得具备体现修读专

业方向核心能力的中级职业技
能资格证书所要求的知识和技
能。本专业要求获取维修电工
中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单片
机、PLC设计单项能力证书。

③通用能力
学生必须具备高等学校英语应
用能力B级及以上(非英语语言
类专业)和普通高校计算机一级

及以上(非计算机类专业)通用
能力。

电子产品辅助设计；
电子产品安装调试；
电子产品生产工艺管
理；

电子产品检测与质量
管理；
电子产品生产设备操
作与维护；
光伏发电工程设计；

光伏发电工程施工；
光伏发电工程运维；
光伏发电控制电路设
计；

电气控制系统设计、
安装、运维等。

5:1

菲尼萨光电通讯科技（无锡）
有限公司，技术员、工程师，
月薪5000-7000元；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员、工程师，月薪4000-
6000元；
健鼎（无锡）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工程师，月薪4000-6000

元；
中来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工艺管理、技术管理，月薪
4000-7000元；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月薪7000-10000
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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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信息与电气
工程学院

电气自动化
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隶属工业互联网互业群，专业
有徐工院特色:服务于工业互联网专业群，以工业互
联网底层的自动化系统集成为核心。本专业强化人

才培养与教学模式改革，深化校企合作，与江苏海
澜电力有限公司等四家电力公司举办“电力系统方
向”校企合作班，与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
办“新型学徒制”订单班，拓展国际化办学途径，

与老挝琅勃拉邦省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电气技术专业
国际班。本专业有“现代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
实训室”等一批现代化的校内外实训基地，教师拥
有硕士以上学历，全部为“双师”型，既懂教学，

又精技能。学生就业有前途，升学有途径，开展专
升本、专转本、专接本等多种升学深造渠道。

电工电路分析与实

践、工程制图与
CAD技术、电机与
电气控制技术、
PLC应用技术、电

子电路分析与实践
、变频技术应用、
工业网络与组态技
术、微电网技术与

应用、供配电技术
、电力系统分析等
。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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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电工技

术、PLC应用、供配电技术、自
动化综合应用等专业知识与技
术技能，面向装备制造行业的
电气工程技术人员、自动控制

工程人员等职业群，能够从事
电气设备生产、安装、调试与
维护；自动控制系统生产、安
装与技术改造；电气设备、自
动化产品营销及技术服务等相

关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

本专业学生至少须修满138学分
方可毕业。职业能力要求必须
获得具备体现电气自动化技术
专业方向核心能力的电工中高
级职业技能资格证书或PLC程序

设计师中级职业技能资格证书
等。通用能力要求必须具备高
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B级及以上
(非英语语言类专业)和普通高

校计算机一级及以上(非计算机
类专业)。

电气设备生产、安装
、调试与维护；自动
控制系统生产、安装
与技术改造；电气设

备、自动化产品营销
及技术服务；电力系
统设计、调试及维护
维修等。

3:1

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杰士德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自动化龙头企业。从事技术
和研发的助理工程师、技术员

工作1-3年，月薪4000-5000
元，逐年递增；工程师工作4-
6年，月薪5000-8000元；高级
工程师工作7-10年月薪10000
元以上。从事生产和管理转正

成为熟练员工，工作1-3年,月
4000-5000元；班长、车间主
任工作4-6年，月薪5000-9000
元。如：徐长奇，2014届徐工

院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毕业
生，现为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产品功能测试技术科科
长，月薪在1万元左右。自动

化行业人才缺口较大，企业为
每一位入职员工都提供了广阔
的升职和发展空间。

35
信息与电气
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
技术

本专业是学校信息技术专业群重点专业，自2002年
开始建设，一直是学校重点专业，在2003年确定为
学校首批重点建设和教改试点专业。并于2005年成

为学校品牌建设专业并申报省级特色专业。本专业
于2008年通过省级特色专业验收，2015年以来积极
申报国家级示范专业。该专业配备了虚拟现实实验
室、基础应用实验室等多个校内专业实验室，有济

南同创唐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千峰教育等多家校
外实训、实习单位。该专业设备精良，师资雄厚，
其中副教授以上职称5人。重点培养学生虚拟现实技

术的应用能力，使学生成为影视后期、游戏制作、
数字浏览等部门工作的高等应用型技术人才。

UNITY设计与制作
、3DMax基础建模

、3DMax建模、影

视后期编辑技术、
音视频编辑技术、
Flash动画设计、
图形图像处理技术

、ASP.NET动态网
站制作、数据库应
用技术、C#程序设

计、C语言程序设
计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具有
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掌握数字音频、数字

视频、数字图形、电脑动画、
网页设计、数字媒体资源整合
、虚拟现实项目开发制作等数
字媒体相关的技术专业知识与

技术技能，面向图形图像处理
、影视后期编辑、动画设计、
虚 拟 现 实 等 领域 （或 岗位

群），能够从事图形图像处理
、影视后期编辑、动画设计、

虚拟现实等相关工作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学生至少修满138学分方
可毕业，并且学生毕业时除了
应该具备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
力B级及以上(非英语语言类专

业)和普通高校计算机一级及以
上(非计算机类专业)通用能力
外，本专业的学生还必须通过
一门和本专业相关的二级科目

(如二级OFFECE、二级C语言、
VR场景设计师、虚拟现实开发
师全国计算机数字图形图像应

用技术等级证书、ADOBE中国认
证设计师、图形图像处理技术

四级（属于中级技能）)。

UI设计师、游戏开发
师、虚拟现实工程师
、影视后期制作师、
视频剪辑师、动画设

计师、计算机维护工
程师

1:1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主要进入北
京、上海以及长三角和珠三角
等发达城市的游戏公司及房屋
设计公司和后期制作公司以及
图形图像公司等，本专业成熟

的企业员工月薪可达 1-2万
元，职业发展前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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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信息与电气
工程学院

计算机网络
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是江苏省重点专业群建设专业

。专业自2002年创办以来，培养了大批的高端人
才，毕业生就业于大型跨国企业以及国内知名企业
。目前拥有徐州市网络互连技术重点实验室、徐州
市云计算产教深度融合实训平台、徐州市智能网络

互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思科网络实训室、锐捷网
络学院、综合布线实训室等多个现代化网络实验
室，本专业专兼职职教师9人，外聘企业工程师4
人，全部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其中高级职称4人。

网络服务器配置与
维护、HCIA-R&S、

网络工程设计与施
工、Python程序设
计、Html5程序设
计、云上运维及应
用技术、Linux操

作 系 统 、 HCIP--
R&S-IERS 、 CIP-
R&S-IENP、Python
网络爬虫与数据挖

掘技能训练

本专业培养具有对网络设备、
网络安全设备、服务器设备和

无线网络进行安装与调试的能
力。具有在Windows和Linux平
台上部署常用网络应用环境的
能力，具有规划和设计网络系

统，并部署网络设备，对网络
系统进行联合调试能力。具有
设计、实施网络工程和数据中
心的能力。具有协助主管管理
工程项目，撰写项目文档、工

程报告等文档的能力。具有网
络应用系统设计、开发及维护
能力和数据库管理能力。具有
网络虚拟化及云平台系统搭建

和系统平台设备配置部署能力
的能够从事网络售前技术支持
、网络应用开发、网络系统运
维、网络系统集成等工作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技能证书要求：①华为路由交
换方向（ HCIA初级/HCIP中级
/HCIE高级）；

②阿里云计算方向认证（ACA助
理工程师/ACP工程师/ACE高级
工程师）；
③Linux认证方向（红帽认证系
统管理员RHCSA/红帽认证工程

师 RHCE/ 红 帽 认 证 架 构 师
RHCA）；
④1+X认证（WEB前端开发/华为
云计算）；

英语等级要求：通过高等学校
英语应用能力考试B级。

系统集成工程师、运
维工程师、技术支持
工程师、售前（后）

工程师、网络应用开
发工程师

3:2

本专业的就业范围相当宽广，
几乎所有的IT企业都需要网络
工程师帮助用户设计和建设计

算机信息系统；几乎所有拥有
计算机信息系统的IT客户都需
要网络工程师负责运行和维护
工作。可在软件园、高新技术

园区、各大电脑公司、网络公
司、网站、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企事业单位和信息部门等
中工作。主要就业地区：南京
、苏州、上海等地，年收入8-

10万元。

37
信息与电气

工程学院

大数据技术

与应用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研究方向是将大数据分析挖掘与
处理、移动开发与架构、软件开发、云计算等前沿
技术相结合的“互联网+”前沿科技专业。本专业旨
在培养学生系统掌握数据管理及数据挖掘方法，成

为具备大数据分析处理、数据仓库管理、大数据平
台综合部署、大数据平台应用软件开发和数据产品
的可视化展现与分析能力的高级专业大数据技术人
才。

大数据导论、Java

程序设计、mySql
数 据 库 应 用 、
Linux操作系统、
Hadoop基础与运维

、Python程序设计
、Python网络爬虫
与数据挖掘、大数
据仓库技术、大数
据可视化技术、数

据处理与清洗等。

本专业旨在培养理想信念坚

定，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高职人才。毕业生具有

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人
文素养和职业操守，具备创新
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掌握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知

识与技术技能，成为面向工业
智能制造、电商、金融业、医
疗行业、政府部门等领域的大
数据分析与挖掘岗位群，能够
从事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

据分析、可视化、大数据开发
、大数据运维等相关工作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①至少须修满138学分；

②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B级及
以上(非英语语言类专业 )证
书；
③普通高校计算机一级及以上

(非计算机类专业)；
④毕业生可以考取JAVA工程师
、软件工程师、大数据工程师
、CDA数据分析员、CPDA数据分
析师。

面向工业智能制造、

电商、金融业、医疗
行业、政府部门等领
域大数据业务，从事
大数据信息采集员、

大数据销售工程师、
大数据项目实施工程
师、大数据平台运维
工程师、大数据平台

开发工程师等岗位

3:1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江浙沪
地区的工业智能制造、智慧金
融等方面的大数据采集、大数

据处理、运维岗位，以及中西
部地区的政府、事业单位的大
数据运维等岗位。代表性的就
业单位有：江苏徐工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工程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华育兴业
科技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用友软件、金蝶软件等

。毕业生可以从事大数据应用
及软件开发相关工作，年收
入：8-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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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信息与电气

工程学院

云计算技术

与运用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是在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2019年申报专业，2020年是首
次招生。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成立于2000年，2004
年评为院级重点建设专业，2008年被评为江苏省特
色专业，2010年被评省重点专业群建设专业。云计

算技术与应用专业采用职业岗位引领课程体系，植
入国际知名IT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3C、Cisco
、中软吉大等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实现“工学结合
、课证融通”。本专业具备高端的云计算实训室，
学生通过系统的学习，达到能掌握云计算的应用和

操作能力。

平台课：C语言程
序设计、数据库应
用技术、计算机网
络技术、图形图像

处理技术B、JAVA
程序设计、C语言
程序设计实训、计
算机网络技术实训
、数据库应用技术

实训。
专业核心课程：云
计算基础架构平台
应用、云计算开发

服务平台技术与应
用、虚拟化与云技
术、网络互联技术
、大数据平台构建
、云计算应用开发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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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职业道德、工匠精神和创
新精神，具有较强的就业能力
、一定的创业能力和支撑终身
发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

和技术技能，面向互联网和相
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等行业的云计算工程技术人
员职业群，能够从事云计算系
统部署与运维、云资源管理、

云应用与服务、云计算应用开
发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

本专业培养勇于奋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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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器系统的安装、调试和维
护能力、具有主流云平台规划
、搭建与维护能力、具有编写
脚本或程序实现自动化运维的

能力的高技能人才。本专业学
生修满138学分方可以毕业，本
专业实行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
证书并重的“双证书”制度，
同时学生应获得体现本专业核

心能力的中级及以上职业资格
证书如：计算机等级一级证书
、OpenStack管理员认证证书或
HCNA-Cloud云计算认证证书。

毕业生主要面向长三
角地区云计算建设、

服务及信息产品销售
服务企业，以及金融
、政府和一般企事业
单位信息技术部门，

从事云计算系统建设
与管理、技术支持服
务等岗位，担任云服
务工程师、云平台运
维工程师、应用开发

工程师和技术支持工
程师等工作。

1:1

云计算与大数据目前在业界持

续火热，整个行业出现了井喷
式的快速发展，两个概念叠加
起来后产生了超千亿级的市场
规模，人才缺口极大。云计算
技术与应用专业的人才培养具

有很大的市场前景。主要就业
实习基地有腾讯计算机系统有
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建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环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
。年收入：8-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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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信息与电气
工程学院

光伏发电技
术与应用

该专业是江苏省高水平职业院校重点建设新能源
技术专业群专业。现有设备先进、功能强大的虚实
结合新能源实训基地（18个专业实验实训室）、江
苏省唯一的江苏省分布式能源与智能微电网技术实

训平台、江苏省高职院校中最大新能源技术校中厂-
1.5MW光伏电站；编写了光伏发电类核心教材4部，
其中3部为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有5门核心课
程教学资源库、4门核心课程在线课程，其中1门为

省级在线课程；近年来，学生先后国、省职业技能
大赛中获奖6项，其中国赛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

电工电路分析与实
践、电工仪表与测
量、工程制图与电
气CAD、供配电技

术、单片机项目开
发与实践、PLC应
用技术、光伏发电
工程技术、光伏发
电系统集成、组态

技术与应用、电力
系统继电保护

掌握光伏电子产品生产工艺、
光伏组件（电池）生产、光伏

工程技术、微电网技术、电气
控制技术等理论基本知识；掌
握光伏电子产品设计、安装调
试、生产管理、检测，光伏发

电系统设计、施工与运维，电
气控制系统（智能微电系统）
运行、调试、维护等主要技
能，具备创新精神和技术迁移

能力，面向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的电力工程技术人员，电
力设备安装人员，工程设备安
装人员，发电运行值班人员，
输电、配电、变电设备值班人

员，光伏电子设备安装调试人
员、光电子技术工程技术人员
等职业群，能够从事光伏发电
系统规划与设计、建设与施工

管理、运行与维护，光伏电子
产品设计、安装调试、生产工
艺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

①毕业学分
本专业学生至少须修满138学分

方可毕业。
②职业能力
学生必须获得具备体现修读专
业方向核心能力的中级职业技
能资格证书所要求的知识和技

能。本专业要求获取光伏电站
运行与维护国家职业技能证书
（1+X证书）。
③通用能力

学生必须具备高等学校英语应
用能力B级及以上(非英语语言
类专业)和普通高校计算机一级
及以上(非计算机类专业)通用
能力。

光伏发电系统规划与
设计；
光伏发电系统建设与

施工管理；
光伏发电系统运行与
维护
光伏电子产品辅助设
计；

光伏电子产品安装调
试；
光伏电子产品生产工
艺管理；

光伏电子产品检测与
质量管理；
光伏电子产品生产设
备操作与维护
电气控制系统设计、

安装、运维

6:1

协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光

伏产品生产设备系统集成、安
装、运维，光伏电站的建设，
月薪4000-7000元；
中来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工艺 管理，月薪 4000-7000

元；
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生产
工艺 管理，月薪 4000-7000
元；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月薪7000-10000
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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