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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市政工程技术 

专业代码：540601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3 年 

四.【职业面向】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广东省市政工程企事业单位的施工、造价、监理等工作岗位群，培养学生具有诚

实守信、爱岗敬业的职业素质，适应市政工程施工技术与管理岗位职业需要，精通市政施工技术，

擅长施工组织与管理的“能吃苦、通工艺、精施工”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结构 

（1）思想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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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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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职业素质 

具有较强的责任感、事业心和团队合作精神。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心理洞察

所属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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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代

码） 

主要岗位类别（或

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或

技能等级证书举

例 

土建大类

（56） 

市政工程类

（5606） 

土木工程建

筑业（48） 

道路与桥梁工程

技术人

员 （2021809）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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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员、造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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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较强的自学能力、创新能力、

创业能力。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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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计算机应用的

基本知识。 

（2）专业知识 

掌握工程识图、市政工程材料检测、工程测量、工程力学与结构、地基基础和工程 CAD制图

等基础知识；掌握市政管道工程施工、市政道路施工、桥梁施工、水处理施工、施工组织与管理

等基本知识。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能够识读道路工程施工图、桥梁工程施工图、市政管道工程施工图；能够识读常用混合材料

出厂质量报告和混合材料主要技术指标；能够使用工程测量仪器进行检验和校正、市政工程施工

放样；能够进行实际工程中的基本力学计算与应用；能够阅读分析工程地质报告；能够利用计算

机技术进行绘图和设计表达。 

（2）职业专门能力 

能够对管道工程施工现场进行技术、质量、进度、安全、成本等管理；能够对市政道路施工

现场进行技术、质量、进度、安全、成本等管理；能够对市政桥梁施工现场进行技术、质量、进

度、安全、成本等管理。 

（3）职业拓展能力 

能够对给排水工程施工现场进行技术、质量、进度、安全、成本控制管理；能够编制市政工

程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并对施工现场进行技术、质量、进度、安全、成本及管理与方案设

计。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序

号 

培养 

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市政工程施

工员★ 

市政管道工程、道路

工程、桥梁工程施工

与技术管理 

能够组织施工，编制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施工

方案; 

能检查、试验、选用、保管常用建筑材料及半成品; 

能识读与绘制市政工程施工图，能使用计算机绘图; 

能熟练使用测量仪器，进行检验、校正及施工测量

放样; 

能对施工现场进行技术控制、质量控制、进度控制、

安全控制、成本控制及管理施工现场。 

市政道路工程施

工; 

市政管道工程施

工; 

市政桥梁工程施

工 

2 
市政工程造

价员 

市政工程概预算、工

程造价、结算 

能识读与绘制市政工程施工图; 

能收集、整理、编制、归档及总结市政工程技术资

料; 

能熟练编制概预算，确定市政工程造价; 

能编制投标报价文件\管理施工合同; 

能初步处理工程经济问题。 

市政工程计价与

成本控制; 

工程任务承揽与

合同管理; 

3 
市政工程监

理员 

市政工程项目施工

现场监理 

能识读与绘制市政工程施工图; 

能检查、试验、选用、保管常用建筑材料及半成品; 

市政工程施工现

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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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审核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 

能对施工现场进行技术、质量、进度、安全、成本

控制及管理施工现场; 

能对市政工程进行监理. 

市政工程计价与

成本控制; 

工程招投标与合

同管理。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

号 

课程名

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思想道

德修养

与法律

基础 

   1、素质目标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

德素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法

律素养。 

   2、知识目标 

   引导大学生理解掌握思想道德修养的

基本内容、理论、原则，帮助大学生领会

社会主义法律精神，掌握相关法律基础知

识。 

   3、能力目标 

   教会大学生正确看待各种生活问题、

人生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培养大学生

主动学习的能力、自我管理的能力、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发展的能力。 

1、思想政治素养的培

养与训练（理想信念、

人生价值、爱国主义和

核心价值观） 

2、道德素养的培养与

训练（个人品德、社会

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

美德规范和意识）              

3、法律素养的培养与

训练（法律规范和法律

意识） 

本课程是中宣部、教育

部规定的对全日制普通高校

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育的公共必修课，是对大

学生系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要求针对大学生成长过

程中面临的思想、道德和法

律问题，开展马克思主义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道德观和法治观教育，引导

大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养和

法律素养，成长为自觉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毛泽东

思想和

中国特

色社会

主义理

论概论 

   1、素质目标 

   树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

信任，对实现中国梦的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辩证思维

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

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内容及对当今中国发展的重要

意义。 

   3、能力目标 

   具有大是大非的辨别能力，准确使用

相关政治用语的能力，具有一定的信息收

集与甄别能力，运用理论分析解释社会现

象的能力。 

1、 毛泽东思想 

2、 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 

3、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教师：中共党员；不仅

具有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

充分了解世情、国情和民意，

熟悉大学生的思想实际。 

教材：中宣部指定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信息化手段：BB 平台；

各类手机教学平台与电子资

源库。 

3 
形势与

政策 

1、素质目标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当前的世情、国情，党和政府的

最新政策。 

3、能力目标 

提高理解和应对新形势的能力，为毕

业后走向社会做好准备。 

涵盖国际国内涉及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

外交、国际战略等各主

题的重大问题 

本课程学习有线上学习与线

下学习两种模式，学生必须

同时完成线上学习任务和线

下作业，学期考核方能合格。 

4 体育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和团队合作的精

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项目的技术动作,

了解身体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健康指

标、常见运动损伤和预防、女性生理期运

动预防、合理的运动处方,熟练掌握一定

的体育裁判法和体育竞赛的组织与管理，

以及体育竞赛的鉴赏。 

   3、能力目标 

  1、体育理论和健康

知识 

  2、体育实践项目 

  田径，篮球，足球，

排球（气排球），乒乓

球，羽毛球，体育艺术

类项目（健美操、体育

舞蹈、瑜伽），太极，

健身。 

1、室内外体育运动场所 

2、影像投影室 

3、体育竞赛观赏平台 

4、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5、学生体能测试查询平台 

6、阳光长跑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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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合理的运动处方，可以控制身体

在健康范围内,参与不同规模的体育比

赛，保持适度的体育竞技水平,组织不同

规模的体育比赛,能够执裁一定级别的体

育比赛，懂得鉴赏体育竞赛，参与并指导

社区的体育事务。 

 

5 
高等数

学 

  1、素质目标 

  以数学的严密逻辑关系和思想性，提升

学生的数学素质和数学文化，培养把学习

数学的思想、方法延伸到其它学科的学习

中，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具有

不怕困难，勇于挑战；突破自我，超越自

我的精神，体验积小胜以至大胜的从量变

到质变的人生哲理。 

  2、知识目标 

  掌握微积分的基本运算,熟练掌握二、

三阶行列式计算和矩阵的初等行变换，并

应用于线性方程组的求解,掌握古典概型

的概率计算和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计算,

了解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统计的知识

背景和应用,熟悉微积分、线性代数、概

率统计的基本概念。 

  3、能力目标 

  通过学习，使学生具有探索、发现，概

括、抽象等职业能力,能够以连续变化的

数学思想去看待实际问题的变量关系，以

导数看待函数的变化率，以积分的方法进

行非均匀变化的累加计算,具有把简单的

实际问题数学化，即以用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的方法处理实际工作中有关数量问题,

有能力完成非均匀变化的连续问题的变

量间关系的构建，连续变化时的关系、变

化率和累加计算,能够应用线性方程和线

性规划构建多元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并

予以求解,可应用概率和统计的方法对实

际或然问题进行求解。 

  1、通识基础模块：

基本的一元函数微分

学和简单的一元函数

积分学。 

  2、专业基础模块：

一元函数微分学和积

分学、简单的一阶微分

方程求解(理工类)。 

  3、综合拓展模块：

多元函数微积分学，线

性代数，概率统计。 

1、数学实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微信公众号学习平台 

 

6 
职业英

语 1、2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及团队协作精

神。 

  2、知识目标 

  认知 3000 个英语词汇，500 个与职场

相关的英语词汇、句型,了解时间管理、

职业规划、创业、产品及公司介绍、招聘

与评估、销售与营销、商务旅行、会展等

相关知识。 

  3、能力目标 

  能听懂日常和职场活动中的英语对话,

能用英语进行基本交流,能阅读一般题材

的英文资料,能完成英语应用文写作,能

借助词典英汉互译业务材料。 

1、基础模块：日常的

英语听说、自主学习，

交互英语听说。 

2、职场英语模块：规

划未来、创办公司、公

司介绍、职场沟通、产

品介绍、求职招聘、联

系业务、推销产品和服

务、电子商务、商业调

查、商务差旅、参加会

展等 

3、综合拓展模块：强

化训练和英语考证模

拟训练。 

1、网络数字语言实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BB 学习平台 

4、蓝墨云班课、超星学习通

等教学 APP 

7 
信息技

术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提高解决问

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信息化处理工作的意

识和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 Windows 的操作系统的功能，掌握

计 算 机 网 络 和 安 全 基 本 知 识 以 及

Internet 基本知识，掌握 Word、Excel、

PowerPoint 软件的使用方法。 

  3、能力目标 

1、计算机硬件、软件

的基础知识 

2、信息检索和信息安

全的知识 

3、大数据、云计算和

物联网技术 

4、Windows 操作系统的

操作技能 

5、OFFICE 的文字处理

WORD、电子表格处理

1、教学场地要求： 

全部教学在电脑机房上课，

进行知识点讲解、实践指导、

动手实验。 

授课采用投影+课件，以边

讲、边看、边做、边讨论等

多种形式相结合教学手段。 

2、教学环境要求： 

网络化多媒体计算机实训

室、局域网、Windows 10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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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使用操作系统对文件和文件夹进行

正确的创建、修改、删除及查找工作，能

使用 Word 进行日常的文件录入与编辑工

作，绘制表格和图形，能使用 Excel 进行

数据表格录入与编辑，并对表格进行统计

分析与管理，能使用 PowerPoint 制作会

议、报告、汇报、培训等演示文稿，能使

用网络进行简单的电子商务活动，收发电

子邮件，传输电子文稿。 

 

EXCEL、演示文稿制作

PowerPoint 的操作与

应用技能 

6、Internet 的使用技

能，包括文件上传下

载、电子邮件收发的使

用。 

统、Office 2016、IE8.0 浏

览器、等应用软件。 

3、师资要求： 

课程主讲教师要求具有丰富

的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经

验，能动态掌握目前计算机

行业基础知识的更新和变

化，责任心强。 

课程教学团队要求：本课程

为全校公共基础课程，学生

人数多，教学团队至少 5 人

以上。 

8 
国学精

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的意识，自觉运用国

学经典智慧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困惑,自觉

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具

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形成 1 项传统

技艺爱好,具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知识目标 

  能说出国学的基本概念、特质及其在当

代的价值，掌握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主

要典籍及其代表人物，理解儒家思想的主

要旨趣，熟读《大学》《论语》等儒家经

典，知道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和经典著

作，了解道家关于宇宙人生的核心思想，

熟读《道德经》，了解佛家的基本知识及

其中国化的历程，理解佛家智慧、慈悲等

概念的内涵。 

  3、能力目标 

  能养成正本清源读原典的学习习惯，具

备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主

要概念和思想内涵的能力，具备良好的语

言表达及沟通能力，具备反省自我身心状

况的能力，能自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对社会现象

具有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1、理论教学 

包括绪论、儒家的人生

智慧、道家的人生智慧

与佛家的人生智慧等

内容，具体设计为知

理、守礼、明德、知耻、

立志、好学、孝亲、诚

信、敬业、自然、无为、

智慧、慈悲等教学模块

（每模块 1-2 学时），

可根据不同专业特点

选择使用。 

2、实践拓展教学 

分为四个模块，包括城

市国学讲坛（3 学时）、

雅艺体验（2 学时）、

岭南文化调研或其他

国学实践类活动（2 学

时）、综合实践项目（2

学时）。 

1、多媒体课室； 

2.国家教学资源库（微知库

《四书五经选读》课程； 

3.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4.配备有基本设备的茶室、

琴室、书画室等国学实训室 

9 

大学生

职业生

涯与创

新创业

指导 

  1、素质目标 

  培养勤于思考、有效规划未来的职业价

值观，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与创新创

业能力。 

  2、知识目标 

  认识职业生涯，建立生涯与职业意识，

掌握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步骤，掌握了解

自我探索、环境探索的方式方法，掌握职

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生涯规划书的制

定与撰写，认识创新创业，了解创新创业

相关理论、形式、政策法规，掌握团队创

建的方式与方法，熟悉创业环境探索的方

法、渠道，掌握从环境中发现创业机会的

方式方法，熟悉 所发现项目匹配的融资

渠道与方法，并且知道该项目落地成立公

司组建团队的基本求与方法，了解创业企

业的类型，掌握商业计划书撰写的基本框

架与要求，了解不同类型创新创业企业组

建的流程及运营管理，了解职业选择的相

关因素和就业形式与就业渠道，做好职业

准备，掌握求职过程中简历和求职信的撰

写技巧，掌握面试的基本形式和面试应对

要点，了解学习与工作场所的差异、工作

中需要注意问题与具备的品质 

  3、能力目标 

  应用工具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把

  1、大学生职业发展

与创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

法，MBTI 性格类型理

论，霍兰德职业兴趣模

型，价值观和职业选择

的关系，认清自我的技

能，掌握职业环境探索

的内容、方法，职业生

涯规划书的撰写，创新

创业与人生的关系，创

新创业者所需的能力，

组建创新创业团队，创

业环境分析的因素与

方式方法，创新创业项

目调研与选择的方式

方法，创新创业融资的

渠道、方法及注意事

项，创新创业实际操作

（商业计划撰写、公司

组建） 

  2、就业指导 

  选择职业，做好职业

准备，提高就业技巧，

职业适应与转换 

1、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实践）项目等多

个校内外实践平台或活动 

2、蓝墨云班课、超星学习通

等教学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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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所学专业与未来理想职业的关系，确立

不同时期职业目标，并制定相应行动计

划，依据随环境变化科学、有效的进行个

人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正，有效进行

创业环境的分析与探索，发现其中的创新

创业机会并选择有效的融资渠道与方式，

科学组建团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

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为载体参与创新创业

实践，能够撰写一份规范的创新创业商业

计划书，能够依流程申请设立企业，有针

对企业的发展要求进行运营管理，能准确

的了解就业形式、政策与渠道，能准确的

撰写求职信与求职简历、具备面试技能，

在学生与职业人士身份间进行心理调节，

快速适应职场环境。 

10 

应用写

作实训、 

 

通过《应用写作实训》课程学习，使学生

掌握以党政机关公文为核心的 OA 电子公

文写作基础知识、格式 、技法、行文规

则等。能够一步到位，格式规范，快速准

确地写作以党政机关公文为核心的常用

电子公文。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习惯

和协作能力，提升职业核心竞争力。 

应用文及其写作过程、

党政机关公文办文、事

务文书办文、财经文书

办文、常用文书办文、

应用写作综合技能实

战演练。 

 

教学内容项目化、实战化、

任务化。全面体现中小型企

业办文过程的项目教学设

计，使教学成为一个完整的

“OA 办文业务实践流程”，

将纷繁复杂的理论学习转化

为的生动有趣的“办文工作

模拟实训”。 

11 
军事理

论教育 

  1、素质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标根

本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提升学生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为实

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建设国防后备力

量服务。 

  2、知识目标 

  让学生了解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增强国

防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忧患危机意识，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提高

学生综合国防素质。 

1、中国国防：国防概

述、法规、建设，武装

力量，国防动员 

2、国家安全：国家安

全概述、形式，国际战

略形式 

3、军事思想：军事思

想概述，外国军事思

想，中国古代军事思

想，当代中国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战争概

述，新军事革命，机械

化战争，信息化战争 

5、信息化装备：信息

化装备概述，信息化作

战平台，综合电子信息

系统，信息化杀伤武器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12 
军事技

能训练 

  1、素质目标 

  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令行禁止、团

结奋进、顽强拼搏的过硬作风。提高安全

防护能力，培养分析判断和应急处置能

力，全面提升综合军事素质。 

 2、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的主要

内容掌握队列动作的基本要领，了解格斗

防卫基本知识卫生救护基本要领，了解战

备规定、紧急集合、徒步行军、野外生存

的基本要求方法和注意事项。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

练：共同条令教育，分

队的队列动作。 

2、设计与战术训练：

轻武器射击，战术。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

护训练：格斗基础。 

现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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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

康教育

与训练 

  1、素质目标 

  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遇到心理问

题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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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知识目标 

  了解心理学有关理论和基本概念；明确

心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了解大学阶段人

的心理发展特征及异常表现；掌握自我调

适的基本知识。 

  3、技能目标 

1、心理健康知识概论

（心理健康基本知识） 

2、心理过程与调适（学

习心理调适、情绪管

理） 

3、生活与成长（人际

交往、恋爱与性心理）              

4、挫折与生命教育（挫

折应对、生命教育）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心理健康信息化管

理平台 

3、大学生心理健康活动与

技能竞赛等校内外实践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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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自我探索能力，心理调适技能及心

理发展能力；提升人际交往、情绪管理、

挫折应对、时间管理等能力。 

 

（二）专业（技能）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工程制图 

1）能够根据三视图想象物
体轴测图，能够根据轴测
图或建筑模型绘制三视图 
2）能够熟练运用市政工程
制图的基本规则及构造的
基本知识识读一套完整的
建筑施工图。 
3）能够熟练运用制图的基
本规则绘制一套完整的市
政施工图。 

1）点的三面投影。 
2）直线的三面投影图； 
3）平面的三面投影图； 
4）识读、绘制基本体的三
面投影图； 
 

以职业活动为导向、素质为基
础、能力为中心、学生为主体、
理论知识与实践一体化的指导
思想来进行教学设计，突出对学
生的能力培养。配置专兼结合的
教学师资在多媒体教室、校内实
训室、仿真模拟实验室、校外实
训基地、工程施工现场或项目部
完成教学。 
 

2 
BIM 技术应

用 

1）能够熟练操作计算机
BIM 软件； 
2）能够进行三维空间数据
模型创建； 
3）能够进行市政管线、道
路、桥梁曲线要素的创建。 
 

1）熟悉 Auto desk Revit
软件工作界面和基本操作； 
2）掌握建筑模板的建立、
空间体量的建立、三维地形
模型的建立等； 
3）掌握市政管线、道路、
桥梁的模型创建。 

采用启发式、互动式、角色扮演
等组合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分析
问题、回答问题、验证答案，调
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开启学
生思路。 
 

3 工程测量 

掌握工程测量技术的基本
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
法；掌握水准测量、角度
测量、距离丈量及直线定
向、导线测量、地形测量、
道路中线测量、路线纵断
面测量、路线横断面测量。 

1）水准仪器结构与水准路
线高程测量；2）经纬仪器
结构与角度测量；3）全站
仪器结构与测量；4）距离
测量与精度计算；5）直线
方向的定位及点的坐标计
算；6）控制测量；7）地形
图测绘； 

配置专兼结合的教学师资在多
媒体教室、校内实训室、校外实
训基地、工程施工现场或项目部
完成教学。以职业活动为导向的
指导思想来进行教学设计，突出
对学生的能力培养。 

4 
市政工程材
料检测 

1）了解材料有关技术标准
的基本知识； 
2）掌握砂石材料的技术性
质； 
3）掌握矿质混合料的组成
设计方法； 
4）掌握石灰和水泥的技术
性质； 
5）掌握水泥混凝土的技术
性质和配合比设计方法； 
6）掌握沥青的技术性质； 
7）掌握沥青混合料的技术
性质和配合比设计方法； 
8）了解钢材的技术性质。 

1)砂石材料的技术性质等； 
2) 石灰的技术性质等； 
3) 普通混凝土组成材料、
新拌混凝土的技术性质等: 
4) 沥青的分类、石油沥青
的技术性质等； 
5) 沥青混合料的组成材
料、沥青混合料的技术性质
等； 
6）介绍建筑钢材的分类、
钢材的性能、钢材型号的表
示方法。 

通过工程中常见案例场景，让学
生通过讨论、分析，比较和研讨
来进行学习，吸取工程经验。 

5 
市政工程力
学与结构上 

具有对一般结构进行受力
分析、内力分析和绘制内
力图的能力； 
 

静力学的基本知识、平面一
般力系 

对于课程中知识能力的综合应
用部分引入案例教学法，如钢筋
混凝土受弯构件承载能力计算；
此外，工程实际应用案例将引导
学生从课程走向实际工程应用，
案例教学法最为适合。 

6 
市政工程力
学与结构下 

掌握构件强度、刚度和稳
定计算的方法；了解材料
的主要力学性能；掌握各
种构件承载力计算的基本
理论、基本方法和构造要
求。 

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构
造要求及正截面承载能力
计算 

对于课程中知识能力的综合应
用部分引入案例教学法，如钢筋
混凝土受弯构件承载能力计算；
此外，工程实际应用案例将引导
学生从课程走向实际工程应用，
案例教学法最为适合。 

7 
市政管道工
程施工 

掌握常见的市政管道管
材，掌握常见管材的衔接
方式 
掌握常见管道施工附属构
筑物的构造及安装位置、
作用 
掌握常见的基坑排水的方
式 
掌握不开槽施工常见工艺
施工流程 

1）施工图识读 
2）钢筋混凝土管、HDPE 管、
铸铁管等常见管材的敷设 
3）井点降水 
4）顶管、盾构工艺 

采用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模式。将
岗位职业能力培养安排在校内
实训室和 
校外实习基地开展，实现教学与
岗位工作零距离，在学生培养期
间，做到工作与学 习的有机衔
接，为无缝过渡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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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盾构机的基本构成，
掌握盾构机的适用条件及
工作原理 
 

8 
市政道路工
程施工 

1）了解道路设计标准；2）
掌握道路路基工程施工基
本知识； 3）掌握道路工
程施工中的进度、质量、
成本、安全、环境保护控
制，熟悉相应内业资料收
集、填写、整理工作； 4）
掌握各项工程检验、验收
及竣工交接工作程序。 

通过以市政道路施工中的
路基工程、道路基层、水泥
混凝土路面、沥青混凝土路
面、块料路面及人行道铺
砌、工程防护及地表排水等
6 种典型的施工任务为载
体，进行驱动型的学习项目
设计。 

在施工中结合道路施工组织设
计、施工现场管理与质量控制要
求，以及道路施工新技术、新规
范和验收资料归档要求，培养学
生对市政道路工程进行施工及
管理的全面能力。 

9 
市政桥梁工
程施工 

1)掌握桥梁构造要求；2） 
掌握桥梁施工准备工作和
桥位放样；3） 掌握桥梁
基础施工工序；4） 掌握
桥梁墩台和锥坡施工工
序；5） 掌握预应力混凝
土桥施工工序；6） 掌握
拱桥、斜拉桥、悬索桥施
工基础知识；7） 掌握桥
面及附属工程施工基础知
识。 

1）讲解桥梁分类、组成、
桥梁施工图识读；2）讲解
技术准备、劳动组织准备、
物资准备，施工现场准备、
桥梁施工测量放样； 
3）讲解各种桥梁施工；4）
讲解支座安装、 桥面及其
附属工程施工、 竣工验
收。 

通过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工程
项目而进行的教学行动，以实际
的工程项目为学习载体，让学生
熟悉整个工程项目的工作流程。 
 

10 
水处理工程

技术 

1）具备选择合理的给水、
污水处理工艺，并确定工
艺运行参数；根据工艺要
求确定工艺各单元构筑物
参数的能力； 
2）具备编制工程初步设计
方案并绘制工程图纸的能
力； 
3）具备安装、调试、运行、
管理给水、污水处理设备
的能力。 

1）水质标准、卫生细菌学
标准及检验； 
2）给水处理混凝、沉淀、
过滤、消毒的机理、影响因
素、处理工艺及设备； 
3）城镇污水处理排放标准； 
4）城镇污水处理常见微生
物及其作用； 
5）城镇污水处理的物理、
生物处理机理、影响因素、
工艺及构筑物选择。 

设计工作任务（单项实训项目、
综合实训项目）项目，教学注重
学生基本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
的培养，切实提高学生综合职业
能力。 
 

11 
市政工程计
价与成本控

制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熟悉
市政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
编制原则、依据、步骤与
方法，学会对组市政工程
的各分部分项工程的工程
量及工程造价的计算，掌
握不同计价模式下的单位
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图预
算文件的编制方法。 

工程造价基本知识，预算定
额，计算各分项工程的工程
量，工程量清单计价原则，
市政工程定额计价与清单
计价的计算；编制各种结算
与支付资料，成本费用控制
的方法；编制招标及投标文
件。 
 

校内建立有施工仿真实训室、广
联达计价算量软件实训室、可以
有效提高学生的读图能力、计算
能力，实训室可以开放管理，不
仅供教学使用，也供竞赛练习使
用。 
 

12 
市政工程施
工现场管理 

通过对市政工程施工所涉
及到 8 个典型工作任务驱
动型的项目设计，使学生
掌握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管
理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
具有初步的市政工程施工
现场管理能力。 

1）市政工程施工进度现场
管理；2）市政工程施工质
量现场管理；3）市政工程
施工费用现场管理；4）市
政工程施工安全现场管理；
5）市政工程施工环保现场
管理；6）市政工程施工合
同现场管理；7）市政工程
施工信息现场管理；8）市
政工程施工组织协调现场
管理。 
 

依据岗位职业能力培养目标，利
用校内实训室和校外实习基地
开展，实现教学与岗位工作零距
离，在学生培养期间，做到工作
与学 习的有机衔接，为无缝过
渡创造条件。 

13 
社区市政设
施养护和维

修 

1）能组织进行市政道路、
排水、桥梁检查。  
2）能进行市政道路、排水、
桥梁技术状况评定。 
3）能运用养护技术相关知
识编制养护施工方案。 
4）能根据养护施工方案指
导和组织养护施工。 
5）掌握常见的市政设施维
修工法。 

1）市政设施管理概述 
2）市政道路养护与维修 
3）市政排水管道养护与维
修 
4）市政桥梁养护与维修 
5）市政设施维修的工法 

根据市政施工员职业岗位的发
展需要和完成实际岗位工作任
务所需要的知识、能力、素质要
求，采用工学交替、项目导向、
任务驱动等教学模式。 
 

14 
工程招投标
与合同管理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
学生的法律意识、参与工
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的竞
争能力和合同管理能力。 

建筑法、工程招标投标法；
建设市场的作用与职能； 
工程招标、投标等基本概
念、原理与方法；掌握工程
招标与投标的基本程序与
内容；施工合同、合同管理
的内容及方法； 

依据岗位职业能力培养目标，利
用校内实训室和校外实习基地
开展，实现教学与岗位工作零距
离，在学生培养期间，做到工作
与学 习的有机衔接，为无缝过
渡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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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能力进阶 

第三阶段 

综合技能培养 

市政管道施工 市政工程计价 

第五阶段 

职业综合能力培养 

 

 

 
毕 业

顶 岗

实 习

与 毕

业 实

习 报

告 

市政工程测

量综合实训、

道路桥梁检测

综合实训、市

政工程造价综

合实训、给水

排水管网设计

综合实训、结

构设计综合实

训 

市政道路施工 

施工现场管理 

施工现场管理 

 

 

 市政桥梁施工   成本管理 

水处理工程技

术 

 

工程竣工验收 

第二、三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四阶段 

拓展能力培养 

第二阶段 

单项技能培养 

第一、二学期 

 

工程制图 

工程测量 

市政工程材料

检测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工程招投标与合

同管理 

工程受力分析 

技术与质量控制 

进度与安全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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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市政管道工程施工 

学期 4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54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  块 教学内容 活动设计 

市政管道

开槽施工 

项目一：沟槽排水。 

 

活动 1：制定明沟排水施工流程 

活动 2：制定人工降低地下水位施工流程 

活动 3：设计及布置轻型井点 

项目二：沟槽开挖。 

 

活动 1：制定沟槽开挖施工流程 

活动 2：计算沟槽开挖土方量方法 

活动 3：选择开挖方式 

项目三：沟槽支撑。 

 

活动 1：制定沟槽支撑施工流程 

活动 2：制定沟槽支撑的支设方式 

活动 3：制定沟槽支撑的拆除方法 

项目四：管道铺设和衔接。 

 

活动 1：选择正确的接口形式 

活动 2：选择正确的敷设与安装方式 

活动 3：选择正确的质量检查方法及控制参数 

项目五：沟槽回填。 活动 1：土方回填的控制要点 

活动 2：不同季节土方回填的注意事项: 

市 政 管 道

不 开 槽 施

工 

 

项目六：顶管施工。 

 

活动 1：制定顶管法施工方法 

活动 2：制定顶管施工的测量方法 

活动 3：制定顶管施工的纠偏方法 

项目七：非开挖铺管技术。 

 

活动 1：了解气动矛法 

活动 2：了解夯管施工法 

活动 3：了解水平螺旋钻进法 

活动 4：了解冲击钻进法 

活动 5：了解水平定向钻进和导向钻进施工法 

市 政 管 廊

施工 

 

项目八：明挖。 

 

活动 1：制定明挖现浇法施工流程 

活动 2：制定明挖预制拼装法施工流程 

活动 3：制定施工过程中偏差控制方案 

项目九：暗挖。 

 

活动 1：制定盾构法施工流程 

活动 2：制定掘进法施工流程 

活动 3：制定浅埋暗挖法施工流程 

活动 4：制定盖挖法施工流程 

附属构筑

物施工及

管理维护 

项目十：渠道施工。 

 

活动 1：制定渠道开挖方法 

活动 2：制定渠道砌筑方法 

项目十一：倒虹管施工。 

要求掌握倒虹管施工方法，具备现场施工能

力。 

活动 1：制定直接顶管法施工流程 

活动 2：制定围堰法法施工流程 

活动 3：制定沉浮法施工流程 

项目十二：附属构筑物施工及阀件施工。 

要求具检查井雨水口、阀门井、支墩的现场

施工能力及阀件安装的能力。 

活动 1：了解常见的附属构筑物及阀件 

活动 2：了解检查井雨水口、阀门井、支墩的施工方法 

活动 3：了解阀件安装方法 

市政管道

工程施工

组织和管

理 

项目十三：施工组织设计编制。 

 

活动 1：横道图和网络图编制 

活动 2：施工现场平面图的设计 

活动 3：管道施工施工组织设计编制 

项目十四：管道施工管理。 活动 1：制定管道施工现场管理方案 

教学实施说明： 

课程教学在管道工程施工校内外实训室展开，需要准备管道工程施工相关的录像和动画、管道工程施工模型、

管道工程施工实际工程资料与案例、与管道工程施工相关的网络资源等 

部分课程内容在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实施，聘请企业专家任兼职教师，给学生讲授施工知识和工作体会；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创设理实一体的学习情境，利用校内、校外实训场，模拟真实工作过程，采用“讲、练、做”

相结合、课堂与实训地点合一、理实一体的教学法 

 

核心课程 2 市政道路工程施工 

学期 3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54 实践学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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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习内容 

模  块 教学内容 活动设计 

施工图识

读模块 

项目一： 市政道路工程施工图的识读与会审 

道路施工图总说明、道路平面图、道路纵断

面图、道路横断面图识读与会审 

活动 1：进行道路横断面、纵断面设计 

活动 2：组织道路施工图识读 

活动 3：模拟施工图会审过程 

活动 4：填写施工图会审资料 

路基施工

模块 

项目二： 市政道路路基施工 

路基土石方施工、挡土墙施工、软土路基处

理施工、路基施工质量控制与验收 

活动 1：编制路基工程施工方案 

活动 2：根据实际工程划分路基工程检验批 

活动 3：根据实际情况编制路基处理方案 

活动 4：模拟路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并填写验收资料 

项目三： 市政道路基（垫）层施工 

市政道路基（垫）层施工准备与施工、道路

基（挚）层施工质量控制与验收 

活动 1：编制道路基层（垫层）工程施工方案 

活动 2：根据实际工程划分检验批 

活动 3：模拟道路基层（垫层）施工质量验收并填写验

收资料 

路面施工

模块 

项目四： 市政道路沥青面层施工 

沥青面层施工准备、沥青面层现场施工、特

殊沥青面层施工、沥青面层施工 量控制与

验收 

活动 1：编制沥青路面工程施工方案 

活动 2：根据实际工程划分沥青路面工程检验批 

活动 3：根据实际情况编制特殊沥青施工方案并组织交

底 

活动 4：模拟沥青面层施工质量验收并填写验收资料 

项目五： 市政道路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 

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准备、普通水泥混凝土

面层施工、其他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水泥

混凝土面层施工质量控制与验收 

活动 1：编制混凝土路面工程施工方案 

活动 2：根据实际工程划分混凝土路面工程检验批 

活动 3：根据实际情况编制其他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方

案并组织交底 

活动 4：模拟混凝土面层施工质量验收并填写验收资料 

附属工程

施工模块 

项目六： 附属工程施工 

路缘石和人行道铺装施工、附属工程质量控

制与检查验收 

活动 1：对附属工程进行检验批划分 

活动 2：模拟附属工程质量控制与验收并填写验收资料 

养护模块 

项目七： 市政道路养护 

市政道路路基养护、市政道路路面养护、人

行道与检查井的养护 

活动 1：编制道路路基养护方案 

活动 2：编制道路路面养护方案 

活动 3：编制人行道与检查井养护方案 

教学实施说明： 

课程教学在管道工程施工校内外实训室展开，需要准备管道工程施工相关的录像和动画、管道工程施工模型、

管道工程施工实际工程资料与案例、与管道工程施工相关的网络资源等 

部分课程内容在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实施，聘请企业专家任兼职教师，给学生讲授施工知识和工作体会；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创设理实一体的学习情境，利用校内、校外实训场，模拟真实工作过程，采用“讲、练、做”

相结合、课堂与实训地点合一、理实一体的教学法 

 

核心课程 3 市政桥梁工程施工 

学期 3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45 实践学时 27 

主要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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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块 教学内容 活动设计 

项目 1. 桥

梁构造 

讲解桥梁分类、组成、桥梁施工图识读，要

求掌握关于桥梁的基本理论知识 

活动 1：桥梁构造识读 

活动 2：桥梁类型辨别分析 

项目 2. 桥

梁 施 工 准

备 工 作 和

桥位放样 

讲解技术准备 、劳动组织准备 、物资准备，

施工现场准备、桥梁施工测量放样，要求会

进行桥梁施工放样 

活动 1：桥梁施工准备工作案例分析 

活动 2：桥梁施工测量放样 

项目 3. 桥

梁 基 础 施

工 

讲解桥梁基础形式、 钢筋加工、 混凝土施工、

钻孔桩技术交底，要求掌握桥梁基础施工的

基本知识 

活动 1：桥梁扩大基础施工工序案例分析 

活动 2：桥梁钻孔灌注桩施工工艺参观 

项目 4. 桥

梁 墩 台 和

锥坡施工 

讲解桥梁墩台形式、 桥梁墩台施工、模板加

工、下部结构施工技术交底，要求掌握桥梁

墩台和锥坡施工的基本程序 

活动 1：桥梁墩台施工工序案例分析 

活动 2：桥梁墩台施工技术交底模拟 

项目 5. 预

应 力 混 凝

土桥施工 

讲解预应力混凝土桥梁施工、  预应力混凝

土、先张法施工、 后张法施工的基本知识，

掌握预应力混凝土桥梁施工的施工方法 

活动 1：先张法施工现场案例分析 

活动 2：后张法施工现场案例分析 

项目 6. 拱

桥施工 

讲解拱桥有支架、无支架施工、 桥梁上部结

构施工技术交底，掌握拱桥施工的基本理论 

活动 1：根据现场情况编制拱桥有支架施工方案 

活动 2：根据现场情况编制拱桥无支架施工方案 

项目 7. 斜

拉桥施工 

讲解斜拉桥简介、 索塔及主梁施工、 斜拉索

施工，掌握斜拉桥施工的基本理论 
活动 1：仿真模拟斜拉桥施工的基本工序 

项目 8. 悬

索桥施工 

讲解悬索桥 锚碇施工、 索塔与主缆施工、加

劲梁施工，掌握悬索桥施工的基本理论 
活动 1：仿真模拟悬索桥施工的基本工序 

项目 9. 桥

面 及 附 属

工程施工 

讲解支座安装、 桥面及其附属工程施工、 竣

工验收，掌握附属工程施工的基本工序 

活动 1：仿真模拟支座安装施工过程 

活动 2：根据现场情况编制桥面及附属设施施工方案 

教学实施说明： 

本课程改革了传统教学模式，采用“能力培养项目化、学习工作一体化”新教学模式。能力培养项目化：整个课程

围绕工作岗位任务设计了九个项目作为教学一体化项目，每个项目又分解为若干个任务（教学活动），通过完成每

个具体工作任务，达到培养学生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目的。在课程内容选取上，充分考虑了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及

与岗位工作任务的一致性。本课程任课教师要熟悉市政桥梁工程施工专业知识，具备相应市政桥梁工程施工实践经

验和操作技能，能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弥补学生实践经历的不足。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必须注重采取情

景模拟、案例分析、现场操作和任务驱动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综合采用课堂教学、课外时间、实训训练、企业实践

等多种方法相结合。 

 

核心课程 4 
水处理工程技术 

学期 5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54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  块 教学内容 活动设计 

地表水净

水处理 

项目一：给水水质标准 活动 1：熟悉行业标准和规范 

活动 2：掌握给水处理基本方法 

项目二：给水处理工艺：混凝 活动 1：了解常用的混凝剂与助凝剂 

活动 2：混凝剂储存和投加量的确定 

活动 3：溶解池和溶液池的容量的确定 

活动 4：混凝设备及构筑物的确定 

项目三：给水处理工艺：沉淀 活动 1：掌握沉淀机理 

活动 2：沉淀池去除率的计算 

活动 3：常见沉淀池的尺寸和参数设计 

项目四：给水处理工艺：过滤 活动 1：掌握过滤机理 

活动 2：滤池滤料的选择 

活动 3：滤池冲洗膨胀了、孔隙率、水头等参数确定 

活动 4：滤池形式选择及滤池构筑物参数确定 

项目五：给水处理工艺：消毒 

 

活动 1：消毒机理的掌握 

活动 2：常见消毒设备的掌握 

活动 3：消毒设备的选择 

项目六：给水水厂工艺流程布置 活动 1：给水厂平面图布置 

活动 2：给水厂高程图布置 



13 

 

地下水净

水处理 

项目七：地下水除铁 活动 1：地下水除铁机理的掌握 

活动 2：地下水除铁方法的选择 

项目八：地下水除锰 活动 1：地下水除锰机理的掌握 

活动 2：地下水除锰方法的选择 

项目九：地下水除氟 活动 1：地下水除氟机理的掌握 

活动 2：地下水除氟方法的选择 

城镇污水

处理 

项目十：污水排放标准 

 

活动 1：熟悉行业标准和规范 

活动 2：掌握污水处理基本方法 

项目十一：污水处理活性污泥工艺 活动 1：活性污泥法工艺基本原理 

活动 2：活性污泥法工艺系统运行参数的确定 

活动 3：活性污泥反应器及泥水分离系统的确定 

活动 4：活性污泥的培养驯化与异常控制 

项目十二：污水处理生物膜工艺 

 

活动 1：生物膜法工艺基本原理 

活动 2：生物膜法工艺系统运行参数的确定 

活动 3：生物膜反应器参数的确定 

项目十三：污水处理厂工艺流程布置 活动 1：污水厂平面图布置 

活动 2：污水厂高程图布置 

污泥处理

与处置 

项目十四：污泥处理与处置方法 

 

活动 1：污泥减量的方法 

活动 2：污泥稳定的方法 

活动 3：污泥无害化的方法 

活动 4：污泥资源化的方法 

教学实施说明： 

课程教学在水处理实训室展开，需要准备水处理相关的录像和动画、水处理工艺实际工程资料与案例、与水处理

工艺相关的网络资源等 

课程部分内容教学在水厂、污水厂、环保公司展开，需要聘请企业专家任兼职教师，给学生讲授给水、污水、废

水处理工艺等知识和工作体会；产学合作开发实习实训课程资源。 

课程教学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创设理实一体的学习情境；模拟真实工作过程，采用“讲、练、做”相结合、课堂与实

训地点合一、理实一体的教学法 

 

核心课程 5 市政工程计价与成本控制 

学期 5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36 

主要学习内容 

模  块 教学内容 活动设计 

项目 1. 市政道

路工程计量计价 

编制市政道路工程预算及工程量

清单 

活动 1：市政道路工程施工图识读 

活动 2：根据提供的施工图编制市政道路工程预算清单 

活动 3：根据提供的施工图编制市政道路工程量清单 

项目 2. 市政桥

梁工程计量计价 

编制市政桥梁工程预算及工程量

清单 

活动 1：市政桥梁工程施工图识读 

活动 2：根据提供的施工图编制市政桥梁工程预算清单 

活动 3：根据提供的施工图编制市政桥梁工程量清单 

项目 3. 市政管

道工程计量计价 

编制市政管道工程预算及工程量

清单 

活动 1：市政管道工程施工图识读 

活动 2：根据提供的施工图编制市政管道工程预算清单 

活动 3：根据提供的施工图编制市政管道工程量清单 

项目 4. 市政建

设工程招投标 
编制招投标文件 

活动 1：编制招标文件 

活动 2：编制投标文件 

项目 5. 市政建

设工程合同管理 

施工合同策划、编写简单工程变更

和索赔报告、掌握合同争议的和解、

调解程序和方式 

活动 1：策划施工合同 

活动 2：编写简单工程变更和索赔报告 

活动 3：模拟合同争议的和解调解 

教学实施说明： 

本课程采用“工学交替、实境育人、四岗渐进、能力递增”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教学设计时，强调将理论教学

和实践学习结合成一个整体，以企业真实工作任务为载体，以岗位工作过程为核心，与企业共同开发基于工作过程

的实训课程。本课程采用项目制教学，每个项目安排相应学时，在了解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手工计算、软件计算，

分组根据老师提供的施工图纸最终完成一个项目。 

课程实施以行动为导向，校企交替进行，通过完成一系列学习工作任务，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课程实训教学

在工程技术资料校内实训室展开，部分实践教学在造价咨询企业进行，聘请企业专家任兼职教师给学生讲授造价计

算方法。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创设理实一体的学习情境。 

 

核心课程 6 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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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 4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  块 教学内容 活动设计 

项目 1. 市

政 工 程 施

工 进 度 现

场管理 

1．进度现场管理的作用、任务和目标； 

2．进度现场管理的工作程序； 

3．进度现场管理的基本方法； 

4．施工进度计划的编制与审批，案例分析； 

5．施工进度计划的现场管理： 

活动 1：比较不同施工组织形式，进行不同横道图编制； 

活动 2：学生分角色检查施工进度计划是否符合要求，

并完成审批扮演过程。 

活动 3：给出工程背景，创设建造师实务案例出题模式，

分析各环节出现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项目 2. 市

政 工 程 施

工 质 量 现

场管理 

1．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的组织机构，质量

现场管理的依据、任务及特点；  

2．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检验和等级评定； 

3．市政工程施工质量现场管理阶段及现场管

理工作； 

4．市政工程施工质量现场管理； 

活动 1：虚拟仿真软件学习某道路或桥梁施工现场布置，

通过操作实训，学习质量管理的标准以及现场质量管理

流程。 

活动 2：组织学生实地考察某道路工程项目部，学习现

场管理工作中质量管理的程序。 

 

项目 3. 市

政 工 程 施

工 费 用 现

场管理 

1．费用现场管理的主要任务与工作内容，工

程费用现场管理的原则与方法；  

2．工程计量与支付的原则和基本程序；  

3．工程计量的组织形式和计量方式、计量规

则和计量方法； 

4．市政工程各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及分项工

程的计量方法。 

活动 1：基于某个真实的工程案例资料，采用任务驱动

教学法进行费用管理分析。 

活动 2：通过案例分析费用与计划成本之间的偏差，按

照目标进行费用优化。 

活动 3：基于某个真实的工程案例资料，学习市政工程

各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及分项工程的计量方法。 

活动 4：学生分角色扮演在费用支付过程中各主体方的

工作内容，以及费用支付程序。 

项目 4. 市

政 工 程 施

工 安 全 现

场管理 

1．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现场管理工作的现状； 

2．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现场管理的职责与法律

责任； 

3．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现场管理。 

活动 1：通过观看视频培养学生安全意识； 

活动 2：通过 VR 体验工地安全警示，铭记安全第一的

基本原则。 

活动 3：组织学生在施工现场及工地项目部学习。 

项目 5. 市

政 工 程 施

工 环 保 现

场管理 

1．市政工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现场管理依

据、现场管理工作内容和工作制度； 

2．市政施工对环境的影响分析及防治措施； 

3．市政工程施工环境保护现场管理； 

活动 1：分小组讨论，环保注意事项，PPT 展示讨论结

果。 

活动 2：基于真实工程，学习各阶段环保管理知识。 

活动 3：通过视频，了解市政环保与景观设计的新理念

和新技术。 

项目 6. 市

政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现

场管理 

1．市政工程招标与投标：市政工程现场管理

招标投标，市政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物资设

备采购招标投标； 

2．市政工程合同：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工程

施工承包合同，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合同； 

活动 1：策划施工合同 

活动 2：编写简单工程变更和索赔报告 

活动 3：模拟合同争议的和解调解 

项目 7. 市

政 工 程 施

工 信 息 现

场管理 

1．信息的概念与特征、信息系统及其类型； 

2．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信息管理程序和现

场管理信息的管理方法； 

活动 1： 认识并操作信息管理系统。 

 

项目 8. 市

政 工 程 施

工 组 织 协

调 现 场 管

理 

1．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管理方案及作用、现场

管理计划及作用、现场管理细则及作用； 

2．施工现场管理组织协的原则、范围与层次；  

3．组织协调的主要任务、工作内容和方法； 

4．工地会议。 

活动 1：给出案例背景，设置各方矛盾，让学生们分角

色扮演不同主体单位的人，模拟协调问题、解决问题的

考核。 

教学实施说明： 

在课程组织安排设计时，按施工管理和施工管理实务两方面知识需求，与市政工程专业内施工员、项目管理等

岗位的职业标准对接，根据市政施工员职业岗位的发展需要和完成实际岗位工作任务所需要的知识、能力、素质要

求，采用工学交替、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等教学模式。 

在课程教学方式上，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打破传统的教学安排，采用三维仿真模拟平台，及与行业企业合

作，施工现场教学、企业项目部参观学习，实现教学过程与施工全过程有效对接。用“教、学、做” 合一的教育思

想贯穿始终。 

 

核心课程 7 市政地下工程施工 

学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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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块 教学内容 活动设计 

地下工程

掘进技术 

项目一：掘进机掘进技术 

掘进技术概述，部分断面掘进机 

全断面掘进机 

活动 1：部分断面掘进施工方案制作 

活动 2：全断面掘进施工方案制作 

项目二：城市地下工程钻爆法 

光面爆破 

活动 1：光面爆破施工方案编制 

地下工程

支护技术 

项目三：锚喷支护法 

临时性支护，永久支护 

活动 1：临时性支护方案制定 

活动 2：永久支护方案制定 

项目四：模筑混凝土衬砌法 

顺作法模筑混凝土衬砌 

活动 1：制定顺作法模筑混凝土衬砌施工方案 

浅埋地下

工程施工

方法 

项目五：地下工程明挖法施工 

明挖法施工支护方法 

活动 1：制作板墙支护方案 

活动 2：制作钢板桩支护方案 

活动 3：制作地下连续墙支护方案 

项目六：地下工程逆作法施工 

施工顺序及工艺流程 

活动 1：地下工程逆作法施工 

顺序及工艺流程制定 

盾构技术 
项目七：盾构法施工技术 

盾构法施工的基本组成及结构特点 

活动 1：全断面盾构施工模拟 

地下工程

水防治技

术  

项目八：人工降低水位法 

 集水井降水施工方法 

活动 1：集水井降水方案制作 

活动 2：井点平面布置与高程布置方案制作 

项目九：注浆施工技术 

注浆材料的选择及压力控制 

活动 1：地下防水注浆材料的选择方案制作 

活动 2：地下防水注浆压力控制方案 

教学实施说明： 

本课程改革了传统教学模式，采用“能力培养项目化、学习工作一体化”新教学模式。能力培养项目化：整个课程

围绕工作岗位任务设计了九个项目作为教学一体化项目，每个项目又分解为若干个任务（教学活动），通过完成每个

具体工作任务，达到培养学生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目的。在课程内容选取上，充分考虑了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及与岗

位工作任务的一致性。本课程任课教师要熟悉地下工程施工技术，具备相应地下工程施工实践经验，能综合运用多种

教学手段和方法，弥补学生实践经历的不足。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必须注重采取情景模拟、案例分析、现场操作和任

务驱动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综合采用课堂教学、课外时间、实训训练、企业实践等多种方法相结合。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表一、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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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项目

1 2 3 4 5 6 （单独设置项目）

1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2 54 18 * √ 4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4 72

1、2

、3

2 022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4 72 54 18 √ 4 2 222000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

动
4 72 1—4

3 0220009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1

4 0920047 职业英语1（  profession English1） 4 72 36 36 * √ 4

5 0920004 职业英语2（ profession English2） 4 72 36 36 * √ 4

6 0620059 信息技术（international,technoly） 2 36 18 18

7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1.5 27 18 9 1.5

8 402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

（Career Development And Guide to

Occupation）

2 36 18 18 1.5 0.5

9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10 4320011
应用写作实训(Practical writing

training)
2 36 26 10 * √

11 4320012 高等数学(Higher mathematics) 2 36 36 0

12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30 531 353 178 12.5 11.5 0.5 10 180

扩展能

力模块
10 180 90 90 4 4 2

1 0420446 工程制图（Engineering Drawing ） 2.5 45 37 8 2.5 1 420632

工程制图及识图实训(

Practice activities

of Engineering

drawing and

Distinguish)

2 36 1

2 0420447
    BIM技术应用（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3 54 36 18 3 2

3 0420456 工程测量（Engineering Survey) 3 54 36 18 3 3 0420438

工程测量实训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training）

2 36 2 2

4 0420457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Task contract

and Contract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

2.5 45 27 18 2 4

1 0420369

市政工程材料检测（Materials

testing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

3.5 63 45 18 3.5 1 0420375

工程材料检测实训

(Practice Activities

of Construction

metiarails)

2 36 2 2

2 0420545
市政工程力学与结构上（Engineering

Mechanics and Structure)
2.5 45 39 6 √ 2.5 2

3 0420525
市政工程力学与结构下（Engineering

Mechanics and Structure)
2.5 45 39 6 √ 2.5 3 0420377

市政道路工程综合实训

（Comprehensive

Practice Training of

Municipal Road

Engineering）

4 72 4 5 ▲

4 0420444

市政管道工程施工（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Municipal

Pipeline）

4 72 54 18 ** √ 4 4 0420378

市政桥梁工程综合实训

（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Municipal Bridge

Engineering）

4 72 4 5 ▲

5 0420435
  市政道路工程施工（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Municipal Road）
4 72 54 18 ** 4 5 0420379

管道工程综合实训（

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Pipeline

Engineering）

4 72 4 5 ▲

6 0420445
  市政桥梁工程施工（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Municipal Bridge）
4 72 54 18 ** 4

7 0420446
市政地下工程施工（Construction of

Municipal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3 54 36 18 ** 3 6

35 621 457 164 2.5 9 10.5 12 18 324

1 0420365

市政工程计价与成本控制(Valuation

and Cost control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

2 36 36 0 ** 2 1 0420235

市政工程计价实训

(Practice Activities

of Municipal

Projects Valuation)

2 36 2 5

2 0420369

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管理(Construction

site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

3 54 36 18 ** √ 3 2 0420236

市政道路工程实训

（Practical Training

of Municipal Road

Engineering）

1 18 1 3

3 0420232

社区市政设施养护和维修(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Community

Facilities)

3 54 45 9 3 3 0420237

智慧桥梁工程实训

（Practical Training

of Intelligent

Bridge Engineering

）

1 18 1 3

4 1220205 水处理工程技术(Water Treatment) 4 72 54 18 ** 4 4 0420238

市政管道工程实训

（Practical Training

of Municipal

Pipeline

Engineering）

1 18 1 4

12 216 171 45 0 0 0 3 9 5 90

1 1 0420239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业实习

报告（Graduation

Practice and

Graduation Practice

Report ）

18 324 18 6

18 324

1 0420633
城市排水管网基础(City Drainage

Basics)
3 54 36 18 3 1

2 0420565 水力学(Hydraulics) 3.5 63 45 18 3.5 2

3 0420565

市政工程cad制图与图纸会审

(Examination and  CAD Drafting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

2.5 45 27 18 2.5 3

4 0420566
工程地质与土力学（Engineering

Geology and Soil Mechanic）
4 72 54 18 4 4

13 234 162 72 0 0 7.5 5.5 0 0 0

99 1782 1233 549 22 26.5 23.5 23 23 51 918

核心

课程

小计

附件2：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二)

教学模块 课堂教学 综合实践教学

学期周学时数

在4个学期内完成

学时 理论
实

践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2

2

小计 小计

公共选修课（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合计 合计

说明：1、*为职业素养核心课程；    2、**为专业技能核心课程；    3、▲为“教学做一体化”课程；   4、“√”为考试周课程；

      5、《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课程课外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6.《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课外学习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7.入学教育按学校校历安排。

6

序

号

1

2

3

4

课程

类型

公共

基础

课程

（必

修

课）

专业

（技

能）

课程

专业群

平台课

程(必

修)

单项技

能模块

(专业

必修

课)

综合技

能模块

A（专

业必修

课）

专业能

力拓展

模块

（专业

选修

课）

学

时
周数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小计 小计

学期
核心

课程

考试

方式

基本素

质与能

力）

内容
考核

方式

序

号
课程代码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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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课程学时分配表（附表二） 

课程类别 

小计 

学分 学时 比例 

理论教学 68.5 1233 45.67% 

实践教学 81.5 1467 54.33%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39.5 709 26.26% 

专业（技能）课 87.5 1577 58.41%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10 180 6.67% 

专业（技能）课 13 234 8.67% 

总学时/学分 150 27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1）专业带头人应为市政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毕业、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获得讲师资格 5

年以上的“双师型”教师，具有累计 3 年以上企业生产实践经验，持有土木工程领域国家注册执

业资格证书，在省内高职高专教学指导委员会或政府聘任专家，或在相关行业协会担任一定社会

职务，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2）应建立专兼结合的双师结构专业教学团队，专业教师规模按照 1：25 左右的师生比进

行配置，专业专任教师与企业兼职教师比例为 1：2，且由企业兼职教师承担的实践课程学时比例

应达到 50%左右。 

（3）专业教学团队应结构优化，梯队合理，专业专任教师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双

师素质教师的比例应达到 80%以上，高级职称的比例应达到 30%以上，45 岁以下青年教师中研

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比例达到 70%以上。 

（4）每门课程的专任教师数量应与学生规模相适应，主讲教师应由具备讲师以上职称的专

任教师或工程师以上职称的企业兼职教师担任，主要专业技能训练课至少配备相关专业中级技术

职称以上的专任教师 1 人。 

（5）专业实验、实训兼职指导教师应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 

（6）专任教师应具备先进的职教理念，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教学科研能力，持有高等

学校教师资格证。专业专任教师上岗前到企业实践锻炼时间累计不少于 2 个月，有每 5 年累计不

少于 6 个月的企业实践经历。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企业兼职教师应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工作年限 3 年以上，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担任企业

主管级以上岗位职务，或具有本专业高级技师或中级以上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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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设施 

    1.专业教室基本条件 

    专业教室一般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互联网接入或 Wi-Fi环

境，并实施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

显，保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外实训室基本要求 

校内实训室应体现真实的职业环境，体现本专业领域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实

训设备应优先选用常用工程设备。 

    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为: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市政工程技术专业等实训活

动，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已具备实训

条件如下表： 

类 

型 
实训基地（室）名称 主要承担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条件 

校

内 

建筑材料实训室 
水泥、沥青、沙石、钢筋、水泥

砼、沥青砼 
道路建筑材料及检测 

满足生产

性实训 

工程测量实训室 市政工程测量实训 市政工程测量 
满足生产

性实训 

建筑制图室 绘图 工程制图 
满足生产

性实训 

道桥结构模拟实训室 市政道桥施工实训 
市政道路工程施工 

市政桥梁工程施工 

满足生产

性实训 

水处理工程实训室 水处理工艺设备 水处理工程技术 
满足生产

性实训 

工程内业资料实训室 工程预算 市政工程计量与计价 
满足生产

性实训 

计算机室 CAD 制图 
市政工程 CAD制图与图

纸会审 

满足生产

性实训 

市政道桥施工实训室 工程质量检测 

市政道路工程施工 

市政桥梁工程施工 

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管

理与事故处理 

满足生产

性实训 

市政管道施工实训室 市政管道施工实训 市政管道工程施工 
满足生产

性实训 

工种操作实训室 工种操作实训 

市政道路工程施工 

市政桥梁工程施工 

市政管道工程施工 

满足生产

性实训 

校

外 

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施工综合实训 毕业顶岗实习 签约基地 

广东合众路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市政工程施工综合实训 毕业顶岗实习 签约基地 

广东广骏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 
市政工程施工综合实训 毕业顶岗实习 签约基地 

广东顺德汇涛工程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施工综合实训 毕业顶岗实习 签约基地 

广州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

中心 
市政工程施工综合实训 毕业顶岗实习 签约基地 

广东省建联职业培训学校 工程安全培训 
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管

理 
签约基地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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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教育部或建设部专指委、行指委统一指导的 3 年以内出版的市政工程技术专业国家规划

教材或组织编写一批实习实训校本教材，优先选用自编教材。教材的编写和选用应充分体现任务

引领、实践导向课程的设计思想，以应用能力为核心、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应体现先进性、

通用性、实用性。 

2．图书文献配备 

图书资料包括专业技术规范、专业书刊、法律法规、规程手册、教学文件、电化教学资料、

教学应用资料等。有关给市政工程技术专业书籍 10000 册以上；各类期刊(含报纸)5 种以上，有

一定数量且适用的电子读物，并经常更新。 

3．数字资源配备 

有一定数量的教学光盘、专业教学软件、多媒体教学课件等资料 20G 以上，并不断更新、充

实其内容和数量，年更新率在 10%以上。以数字校园为依托，积极开发和利用网络课程资源，充

分利用诸如电子书籍、电子期刊、数据库、数字图书馆、教育网站和电子论坛等网上信息资源，

使教学从单一媒体向多种媒体转变；教学活动从信息的单向传递向双向交换转变；学生单独学习

向合作学习转变。 

注重课程资源和现代化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收集学生难以见到的、有重要意义的案例、

教学动画等，创设形象生动的工作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同时，积极创造条件搭建远程教学平台，扩大课程资源的交互空间。建立多媒体课程资源的数据

库，参与市政工程技术专业国家教学资源库建设。 

（四）教学方法 

1．行动导向教学法：针对课程教育目标，教师有目的地、系统化地组织学生在实际或知模

拟实际的职业性情境的行动中，积极主动参与项目设计、项目实施、过程检查、结果评价，目的

在于培养学生独立学习、计划、实施和检查的能力，使学生在学到工作方法的同时，能用之独立

解决培训中（今后的职业生涯中）遇到的问题。 

2．任务驱动法：本课程每个学习项目中材料试验部分主要根据已学的理论知识结合行业现

行规范、标准或规程进行试验，检验材料的技术参数是否满足要求，这一部分以突出学生实践能

力为主，任务驱动教学法特别适用。 

3．案例教学法：对于课程中知识能力的综合应用部分引入案例教学法，如水泥混凝土配合

比设计、无机结合料稳定土组成设计、热拌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等；此外，工程实际应用案例

将引导学生从课程走向实际工程应用，案例教学法最为适合。 

4．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法：利用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某些课程可以实现边学边做，甚至以

真实的任务为载体边做边学，实现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方法，如钢筋力学性能及试验。 

5．讨论教学法：讨论时教学法是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思考的主要手段之一，对于刚刚学过

的教学内容，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和能力的理解与掌握。 

（五）学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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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包括基本素质、知识和技能评价，采用过程考核和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

式。 

过

程

考

核

包

括个人素质评价、项目完成评价。 

（1）个人素质评价 

（2）项目完成评价 

项目内容 考核方式 考核的知识能力要求 评价标准 

施工方案编制（举例） 课内实训 

评价学生对通过横道图方式

来编制施工进度计划的能力，

对各工作相互之间的搭接情

况分析能力。根据实际要求进

行工期、费用、资源优化的能

力，以及在进度计划实施工程

中对进度计划的调整和控制。 

优秀（90-100 分）：按照

要求完成项目内容，完成

率 100%，工期安排合理、

资源配置得当，施工平面

图布置合理； 

良好（75-89 分）：按照项

目要求完成项目内容。 

合格（60-74 分）：基本能

按要求完成项目内容。 

不合格：未达到基本要求。 

（六）质量管理 

1.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制度，完善课堂教

学、教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以及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方面质量标

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 

 2.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

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

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3.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毕业生就

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4.专业应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序号 工作任务 评价方式 评分标准 分数分配 

1 过程考评 
由主要指导老师结合学生完成的

情况进行考评 

考勤情况、平时

作业、实训报告 
40 

2 期末考核 
按照教考分离原则，由学院集中

组织安排考试 
标准答案 60 

合计 100 

考核项目 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 

出勤 是否按时出勤 优秀：上课出勤率达 95%，作业提交率 100%，

作业完成细致、认真、正确率高；积极回答

问题；积极参与小组讨论、具有合作精神。 

良好：上课出勤率达 90%，作业提交率 100%，

作业完较认真、按时提交、积极参与小组讨

论，具有较好的合作精神。 

合格：上课出勤率达 80%，作业提交率 80%，

基本能够按时提交作业；能够参与小组学习。 

不合格：未达到基本要求。 

课堂表现 课堂回答是否积极 

作业 
作业是否按时提交 

作业态度是否认真 

参与小组学习表现 
是否积极参加小组学习 

是否完成小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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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一）组群逻辑 

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产业链，打造智慧城市建设高水平专业群。充分利用物联网

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及 BIM 技术为传统建筑业和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赋能，实现 BIM+、智能+

与城市建设协同，实现智慧建造转型升级。以广州城市建设职业教育集团和广联达数字建筑产业

学院为产教融合平台，整合校企行政在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资源，以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

市建设为载体，在专业群实施“一体两翼、三链融合”发展战略，把握智慧城市建设产业对人才

的中高端需求，打造以市政工程技术为龙头，建筑工程技术、古建筑工程技术、园林技术为支撑，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为运维载体的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专业群。全力推行“1+X”证书制度，探索

在 BIM 技术和装配式建筑方面实现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重构专业群课程体

系，培育专业群特色和核心竞争力，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和技术技能服务。

专业群的建设与发展，将以建筑信息化为平台，以 BIM 技术为手段，整合工程施工教学资源，

构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教学应用和服务平台，集聚各专业优势共同发展。共同打造粤港澳

大湾区城市建设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和创新服务平台，实现为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作

贡献，为国家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建设提供新经验。 

（二）专业群  

名称 智慧城市建设专业群 

群内专业 1、市政工程技术 2、建筑工程技术 3、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4、园林技术 5、古建筑工程技术 

核心专业 市政工程技术 

群内 

资源共享 

（1）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依托国家骨干专业和省级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市政工程技术专业群和广州城市建设职业

教育集团，以及国家级生产型实训基地现代城市建设与服务公共实训中心，专业群开设了工

程制图、工程 CAD、工程测量、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BIM 技术五门专业群平台课程，共

享“工学交替、实境育人、四岗渐进、能力递增”的人才培养模式，专业群共建课程，实现

协同发展。 

（2）专业群师资共享 

专业群内专任教师师资共享，建立校企“互派、互聘”机制，共建专兼结合的“双师型”

教学团队。 

（3）专业群基地共享 

①广州城市建设职业教育集团（共享平台）； 

②现代城市建设与服务中心（校内基地）； 

③房地产与物业实训中心（校内基地）； 

④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校外基地）； 

⑤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校外基地）。 

（三）专业特色 

把职业道德培养和职业素质教育贯穿于专业教学的全过程，筑牢文化育人的根基。以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为核心目标，结合广州“城市更新”，根据市政工程施工流程，构建以“施工全过程导向”

的课程体系和“四岗渐进、能力递增”的实践性教学体系，实施“教学过程与施工流程相结合”。 

十.【创新创业教育】 

1.引进社会培训机构对在校学生进行专业的创新创业教育培训； 

2.创建市政道路工程施工、市政桥梁工程施工、市政管道工程施工三门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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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课程中增加教学竞赛环节，以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3.开放工程材料检测等实训室，给学生创新创业创造条件。 

十一.【第二课堂】 

1.国学活动（讲座、读书、文化活动等）等文化素质教育活动。 

2.社会实践活动。 

3.各种社团活动、文体活动。 

4.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为形式的课外实践活动。 

5.学校和合作企业组织的就业指导和专业实践活动。 

6.通过参加学校的艺术节、电影文化节、才艺比赛等活动，加强学生的美育教育。 

7.其他公益与社会志愿者活动。 

十二.【资格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 
（一）通用能力证书 

1.高等学校职业英语能力认证证书 

2.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考试一级或二级证书 

（二）建议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1.市政工程施工员职业资格证；2.市政工程监理员职业资格证； 

3.市政工程测量员职业资格证；4.市政工程安全员职业资格证； 

5.市政工程资料员职业资格证；6.市政工程质检员职业资格证； 

7.市政工程绘图员职业资格证；8.BIM 技术员职业资格证书。 

十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三年制）学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所有课程，取得必修课 127  学分（创新社

会实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13   学分，公共选修课  10  学分， 总学分 

达   150  学分（学时达   2700  ）方可毕业。 

                                             

                                               

 

编制人：徐炳进 

审定人：雷  华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建筑工程技术 

专业代码：540301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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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业年限】 

3 年 

四.【职业面向】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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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广东省土木工程建筑业、房屋建筑业等行业的建

筑工程技术人员职业群， 能够从事建筑工程施工与管理相关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结构 

（1）思想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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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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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职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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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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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③传承中国文化发展，丰富国学知识。 

④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协作、沟通、组织能力，有良好的团队意识；热爱生活，朴素自然，

所属专业

大类（代

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

别（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或技

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或

技能等级证书举

例 

土 建 大 类

（54） 

土建施工类 

（5403) 

 

 

土木工程建筑

业（48） 

房 屋 建 筑 业  

（47) 

建筑工程技

术人员（2 -02 

-18) ； 

建筑信息模

型技术员 

（ 4 -04 -05 

-04) 

施工员； 

质量员； 

安全员； 

资料员； 

材料员； 

测量员；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 

施工员证； 

质量员证； 

安全员证； 

资料员证； 

材料员证； 

测量员证； 

建筑信息模型技

术员证 



24 

 

待人真诚，处事平和大方。 

⑤具有良好的审美修养，具有高雅的生活情调。 

（2）专业知识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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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掌握投影、 建筑识图与绘图、 建筑材料应用与检测、 建筑构造、 建筑结构的基本 理

论与知识。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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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掌握建筑信息化技术和计算机操作方面的知识。 

⑤了解土建专业主要工种的工艺与操作知识。 

⑥了解建筑水电设备及智能建筑等相关专业的基本知识。 

⑦熟悉建筑新技术、 新材料、 新工艺、 新设备方面的基本知识。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①能够识读建筑工程施工图、结构施工图、装饰装修施工图。 

②能够识读常用混合材料出厂质量报告和操作混合材料主要技术指标试验。 

③能够使用工程测量仪器、进行检验和校正、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放样。 

④能够进行实际工程中的基本力学计算与应用。 

⑤能够使用 CAD软件，进行绘图和设计表达。 

⑥能够使用 BIM软件，进行施工管理。 

（2）职业专门能力 

①能对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进行技术、质量、进度、安全、成本控制,以及现场协调管理。 

②能编制建筑工程施工方案及编制施工组织。 

③能从事建筑工程项目竣工结算；能够使用预算软件。 

④能从事工程招投标与工程报价。 

⑤能运用规范和技术文件对工程进行质量检验。 

⑥熟练运用建筑工程 CAD软件、BIM软件。 

（4）职业拓展能力 

① 具有社会交往和求职能力，职业工作能力。 

② 具有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 

③ 具有 BIM 建模及数据分享应用的能力。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序

号 

培养 

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施工

员★ 

编制建筑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现场布

置和施工方案的制定，施工现场管理，参与

图纸会审及技术交底 

1.施工技术交底 

2.制定施工方案，说明施工质量

要求 

3.制定技术及安全措施 

建筑施工技术 

建筑施工组织 

施工图识读与会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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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定重点部位的施工措施 

2 

BIM 

技术

员★ 

运用 BIM 技术进行施工管理、工程预结算 

1.能够使用 BIM 软件 

2.能够进行施工管理 

3.能够编制施工图预算 

BIM 建模 

BIM 技术应用 

3 

助理

造价

师★ 

进行土建工程量的计算，准确应用各种计量

计价文件，编制土建工程的工料分析 

1.能够使用预算定额 

2.能够编制施工图预算 
建筑工程计量与

计价、预算电算化 

4 
测量

员 

定位及超平放线、垂直度控制，建筑变形观

测 

1 能够使用测量仪器（工具） 

2.能够进行建筑施工放线 

3.能够进行建筑施工抄平（高程

位置测设） 

工程测量 

工程质量检测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

号 

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思想

道德

修养

与法

律基

础 

   1、素质目标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

质和道德素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

职业素养和法律素养。 

   2、知识目标 

   引导大学生理解掌握思想道德

修养的基本内容、理论、原则，帮

助大学生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

掌握相关法律基础知识。 

   3、能力目标 

   教会大学生正确看待各种生活

问题、人生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方法，

培养大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自我

管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创新发展的能力。 

1、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与训练（理

想信念、人生价值、爱国主义和核

心价值观） 

2、道德素养的培养与训练（个人

品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

美德规范和意识）              

3、法律素养的培养与训练（法律

规范和法律意识） 

本课程是中宣部、教育部

规定的对全日制普通高校大

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育的公共必修课，是对大学生

系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

渠道和主阵地。  

要求针对大学生成长过

程中面临的思想、道德和法律

问题，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

和法治观教育，引导大学生提

高思想道德素养和法律素养，

成长为自觉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     

2 

毛泽

东思

想和

中国

特色

社会

主义

理论

概论 

   1、素质目标 

   树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实现中国梦

的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辩

证思维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进程及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深刻理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内容及对当今中国发展的重要

意义。 

   3、能力目标 

   具有大是大非的辨别能力，准确

使用相关政治用语的能力，具有一

4、 毛泽东思想 

5、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教师：中共党员；不仅具

有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充分

了解世情、国情和民意，熟悉

大学生的思想实际。 

教材：中宣部指定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信息化手段：BB 平台；

各类手机教学平台与电子资

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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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信息收集与甄别能力，运用理

论分析解释社会现象的能力。 

3 

形势

与政

策 

1、素质目标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当前的世情、国情，党和

政府的最新政策。 

3、能力目标 

提高理解和应对新形势的能

力，为毕业后走向社会做好准备。 

涵盖国际国内涉及政治、经济、文

化、军事、外交、国际战略等各主

题的重大问题 

本课程学习有线上学习与线

下学习两种模式，学生必须同

时完成线上学习任务和线下

作业，学期考核方能合格。 

4 体育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和

团队合作的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项目的技术

动作,了解身体的生理健康指标和

心理健康指标、常见运动损伤和预

防、女性生理期运动预防、合理的

运动处方,熟练掌握一定的体育裁

判法和体育竞赛的组织与管理，以

及体育竞赛的鉴赏。 

   3、能力目标 

   制定合理的运动处方，可以控制

身体在健康范围内,参与不同规模

的体育比赛，保持适度的体育竞技

水平,组织不同规模的体育比赛,能

够执裁一定级别的体育比赛，懂得

鉴赏体育竞赛，参与并指导社区的

体育事务。 

 

  1、体育理论和健康知识 

  2、体育实践项目 

  田径，篮球，足球，排球（气排

球），乒乓球，羽毛球，体育艺术

类项目（健美操、体育舞蹈、瑜伽），

太极，健身。 

1、室内外体育运动场所 

2、影像投影室 

3、体育竞赛观赏平台 

4、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5、学生体能测试查询平台 

6、阳光长跑 APP 

 

5 

心理

健康

教育

与训

练 

  1、素质目标 

  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遇到

心理问题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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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知识目标 

  了解心理学有关理论和基本概

念；明确心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

了解大学阶段人的心理发展特征及

异常表现；掌握自我调适的基本知

识。 

  3、技能目标 

  掌握自我探索能力，心理调适技

能及心理发展能力；提升人际交往、

情绪管理、挫折应对、时间管理等

2、心理健康知识概论（心理健康

基本知识） 

2、心理过程与调适（学习心理调

适、情绪管理） 

3、生活与成长（人际交往、恋爱

与性心理）              

4、挫折与生命教育（挫折应对、

生命教育） 

 

4、智慧树学习平台 

5、学生心理健康信息化管

理平台 

大学生心理健康活动与技能

竞赛等校内外实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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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6 

职业

英语

1、2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及

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 

  认知 3000 个英语词汇，500个与

职场相关的英语词汇、句型,了解时

间管理、职业规划、创业、产品及

公司介绍、招聘与评估、销售与营

销、商务旅行、会展等相关知识。 

  3、能力目标 

  能听懂日常和职场活动中的英语

对话,能用英语进行基本交流,能阅

读一般题材的英文资料,能完成英

语应用文写作,能借助词典英汉互

译业务材料。 

1、基础模块：日常的英语听说、

自主学习，交互英语听说。 

2、职场英语模块：规划未来、创

办公司、公司介绍、职场沟通、产

品介绍、求职招聘、联系业务、推

销产品和服务、电子商务、商业调

查、商务差旅、参加会展等 

3、综合拓展模块：强化训练和英

语考证模拟训练。 

1、网络数字语言实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BB 学习平台 

4、蓝墨云班课、超星学习通

等教学 APP 

7 
信息

技术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提高

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信息化

处理工作的意识和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Windows的操作系统的功能，

掌握计算机网络和安全基本知识以

及 Internet 基本知识，掌握 Word、

Excel、PowerPoint 软件的使用方

法。 

  3、能力目标 

  能使用操作系统对文件和文件夹

进行正确的创建、修改、删除及查

找工作，能使用 Word 进行日常的文

件录入与编辑工作，绘制表格和图

形，能使用 Excel 进行数据表格录

入与编辑，并对表格进行统计分析

与管理，能使用 PowerPoint 制作会

议、报告、汇报、培训等演示文稿，

能使用网络进行简单的电子商务活

动，收发电子邮件，传输电子文稿。 

 

1、计算机硬件、软件的基础知识 

2、信息检索和信息安全的知识 

3、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 

4、Windows 操作系统的操作技能 

5、OFFICE 的文字处理 WORD、电子

表格处理 EXCEL、演示文稿制作

PowerPoint 的操作与应用技能 

6、Internet 的使用技能，包括文

件上传下载、电子邮件收发的使

用。 

1、教学场地要求： 

全部教学在电脑机房上课，进

行知识点讲解、实践指导、动

手实验。 

授课采用投影+课件，以边讲、

边看、边做、边讨论等多种形

式相结合教学手段。 

2、教学环境要求： 

网络化多媒体计算机实训室、

局域网、Windows 10 系统、

Office 2016、IE8.0 浏览器、

等应用软件。 

3、师资要求： 

课程主讲教师要求具有丰富

的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经验，

能动态掌握目前计算机行业

基础知识的更新和变化，责任

心强。 

课程教学团队要求：本课程为

全校公共基础课程，学生人数

多，教学团队至少 5 人以上。 

8 
国学

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的意识，自觉

运用国学经典智慧解决现实生活中

的困惑,自觉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中

华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审美

和人文素养，形成 1 项传统技艺爱

好,具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理论教学 

包括绪论、儒家的人生智慧、道家

的人生智慧与佛家的人生智慧等

内容，具体设计为知理、守礼、明

德、知耻、立志、好学、孝亲、诚

信、敬业、自然、无为、智慧、慈

悲等教学模块（每模块 1-2 学时），

可根据不同专业特点选择使用。 

1、多媒体课室； 

2.国家教学资源库（微知库

《四书五经选读》课程； 

3.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4.配备有基本设备的茶室、琴

室、书画室等国学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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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知识目标 

  能说出国学的基本概念、特质及

其在当代的价值，掌握儒家思想的

发展脉络、主要典籍及其代表人物，

理解儒家思想的主要旨趣，熟读《大

学》《论语》等儒家经典，知道道

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和经典著作，了

解道家关于宇宙人生的核心思想，

熟读《道德经》，了解佛家的基本

知识及其中国化的历程，理解佛家

智慧、慈悲等概念的内涵。 

  3、能力目标 

  能养成正本清源读原典的学习习

惯，具备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国传统

思想中的主要概念和思想内涵的能

力，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及沟通能

力，具备反省自我身心状况的能力，

能自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对社会现

象具有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2、实践拓展教学 

分为四个模块，包括城市国学讲坛

（3 学时）、雅艺体验（2 学时）、

岭南文化调研或其他国学实践类

活动（2 学时）、综合实践项目（2

学时）。 

9 

大学

生职

业生

涯与

创新

创业

指导 

  1、素质目标 

  培养勤于思考、有效规划未来的

职业价值观，具备创新精神、创业

意识与创新创业能力。 

  2、知识目标 

  认识职业生涯，建立生涯与职业

意识，掌握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步

骤，掌握了解自我探索、环境探索

的方式方法，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

法及职业生涯规划书的制定与撰

写，认识创新创业，了解创新创业

相关理论、形式、政策法规，掌握

团队创建的方式与方法，熟悉创业

环境探索的方法、渠道，掌握从环

境中发现创业机会的方式方法，熟

悉 所发现项目匹配的融资渠道与

方法，并且知道该项目落地成立公

司组建团队的基本求与方法，了解

创业企业的类型，掌握商业计划书

撰写的基本框架与要求，了解不同

类型创新创业企业组建的流程及运

营管理，了解职业选择的相关因素

和就业形式与就业渠道，做好职业

准备，掌握求职过程中简历和求职

信的撰写技巧，掌握面试的基本形

式和面试应对要点，了解学习与工

作场所的差异、工作中需要注意问

题与具备的品质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法，MBTI 性

格类型理论，霍兰德职业兴趣模

型，价值观和职业选择的关系，认

清自我的技能，掌握职业环境探索

的内容、方法，职业生涯规划书的

撰写，创新创业与人生的关系，创

新创业者所需的能力，组建创新创

业团队，创业环境分析的因素与方

式方法，创新创业项目调研与选择

的方式方法，创新创业融资的渠

道、方法及注意事项，创新创业实

际操作（商业计划撰写、公司组建） 

  2、就业指导 

  选择职业，做好职业准备，提高

就业技巧，职业适应与转换 

1、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实践）项目等多个校内

外实践平台或活动 

2、蓝墨云班课、超星学习通

等教学 APP 



29 

 

  3、能力目标 

  应用工具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

知，把握所学专业与未来理想职业

的关系，确立不同时期职业目标，

并制定相应行动计划，依据随环境

变化科学、有效的进行个人职业生

涯规划的反馈与修正，有效进行创

业环境的分析与探索，发现其中的

创新创业机会并选择有效的融资渠

道与方式，科学组建团队，以“互

联网+”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为载体参与创新创业实践，能够撰

写一份规范的创新创业商业计划

书，能够依流程申请设立企业，有

针对企业的发展要求进行运营管

理，能准确的了解就业形式、政策

与渠道，能准确的撰写求职信与求

职简历、具备面试技能，在学生与

职业人士身份间进行心理调节，快

速适应职场环境。 

10 

应用

写作

实训、 

5  

通过《应用写作实训》课程学习，

使学生掌握以党政机关公文为核心

的 OA 电子公文写作基础知识、格

式 、技法、行文规则等。能够一步

到位，格式规范，快速准确地写作

以党政机关公文为核心的常用电子

公文。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习

惯和协作能力，提升职业核心竞争

力。 

主要内容： 应用文及其写作过程、

党政机关公文办文、事务文书办

文、财经文书办文、常用文书办文、

应用写作综合技能实战演练。 

 

教学内容项目化、实战化、任

务化。全面体现中小型企业办

文过程的项目教学设计，使教

学成为一个完整的“OA 办文业

务实践流程”，将纷繁复杂的

理论学习转化为的生动有趣

的“办文工作模拟实训”。 

11 

军事

理论

教育 

  1、素质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认务和强军目

标根本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提升学生国防意识和

军事素养，为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

略和建设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2、知识目标 

  让学生了解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增

强国防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忧患

危机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

承红色基因、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

质。 

1、中国国防：国防概述、法规、

建设，武装力量，国防动员 

2、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概述、形

式，国际战略形式 

3、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概述，外

国军事思想，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当代中国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战争概述，新军事

革命，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 

5、信息化装备：信息化装备概述，

信息化作战平台，综合电子信息系

统，信息化杀伤武器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12 

军事

技能

训练 

  1、素质目标 

  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令行禁

止、团结奋进、顽强拼搏的过硬作

风。提高安全防护能力，培养分析

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全面提升综

合军事素质。 

 2、知识目标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练：共同条

令教育，分队的队列动作。 

2、设计与战术训练：轻武器射击，

战术。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护训练：格

斗基础。 

现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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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的

主要内容掌握队列动作的基本要

领，了解格斗防卫基本知识卫生救

护基本要领，了解战备规定、紧急

集合、徒步行军、野外生存的基本

要求方法和注意事项。 

 

（二）专业（技能）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建筑结构 

在实际工程中熟练运用结构

构造知识的能力；分析和处理

实际施工过程中遇到的一般

结构问题的能力、识读建筑结

构施工图的能力等。 

 

常见结构体系的认知荷载的概念、 分

类与计算砌体结构材料及基本设计 

原则， 砌体结构常见基本构件的设计

混凝土结构材料及基本设计原则， 混 

凝土基本构件的设计钢结构材料及基

本设计原则， 常见钢结构构件及节点 

设计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体系与节点

深化设计 混凝土结构平法施工图识

读。 

多媒体教室、建

筑力学知识 

2 建筑构造 
培养学生建筑构造设计的技

能 

建筑分类、 等级与组成；建筑构造效

能和工作原理；基础构造、墙体构造、

楼板构造、门窗构造、 屋顶构造、楼

梯及其他垂直交通设施构造、基本装

饰 构造、装配式建筑构造；建筑节能

构造；单层工业厂房构造。 

具有建筑构造设

计的能力、能将

建筑构造设计绘

制成构造图纸 

3 
建筑施工

技术 

能根据施工图纸和施工实际

条件，选择和制定常规工程合

理的施工方案，编写一般建筑

工程施工技术交底；根据建筑

工程质量验收方法及验收规

范进行常规工程的质量检验。 

常见基础施工，常见砌体工程施工，

钢筋的加 工、绑扎与安装，模板的设

计、铺设与拆除，混凝土的配合比设

计、运输、 浇筑、振捣与养护；常见

屋面的排水与防水施工， 楼地面的防

水施工， 室内外一般装饰的施工， 脚

手架搭设，构件吊装与运输， 装配式

混凝土结构施工 要点；装配式建筑施

工；BIM 技术在施工中的应用。 

多媒体教室、建

筑施工综合实训

室 

4 
建筑施工

组织 

掌握工程施工技术管理、质量

管理、进度管理、资源管理、

现场管理和信息管理的基本

方法和主要内容，初步具备一

定的施工组织管理能力。 

施工方案的编制原理与基本规则 施

工进度计划的编制与应用；施工现场

的 规划布置与现场平面图绘制；BIM

技术在施工管理中的综合应用。 

本课程采用教、

学、做一体化，

理、实一体化教

学模式。 

5 工程测量 
能应用仪器熟练的进行施工

测量与建筑变形观测。 

水准仪、经纬仪、全站仪、测距仪的

功能、构造、应用、调试与安装；距

离测量，水准测量原理与方法，高程

测设与抄平测量；水平角、竖直角的

观测，水平点位与设计水平角的测设，

倾斜与位移观测；应用全站仪进行施

工测量。 

本课程是“教、

学、做”一体化

教学课程 

6 
地基与基

础 

具有进行土的工程分类及土

工试验操作的能力；具有阅读

和使用工程地质勘察资料，进

行一般浅基础及桩基础设计

的能力和绘制基础施工图的

能力；具有运用本专业基本知

识分析和处理地基基础工程

中一般问题的能力。 

土的物理性质、分类、有关参数及应

用；土的力学性能、应力和变形计算

地质勘查报告的阅读与应用；基本施

工图的识读；常见基础的结构设计、 

地基的常用处理技术和应用。 

多媒体教室、建

筑施工综合实训

室 

7 

建筑工程

计量与计

价 

能够依据施工图纸、工程定

额、清单计价规范、工程量计

算规则、价格信息进行建筑工

程项目的计量与计价。 

定额的概念、种类与应用；工程量与

建筑面积计算规则及方法，建筑及装

饰 工程的工程量计算，工程量清单计

价的方法和程序；定额计价的方法和

本课程采用教、

学、做一体化，

理、实一体化教

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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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投标报价的基本概念，投标报

价的编制；工程计量 BIM 应用；装配

式建筑计量与计价。 

8 

建筑工程

质量检测 

 

全面了解质量管理的基本理

念和方法，树立良好的质量意

识和严格执行质量合格标准

的自觉性，掌握在实际建筑工

程施工过程中质量控制与质

量检测的基本知识技能。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基础知识；质

量检测常用工具；地基与基础、主体 

工程、屋面工程、装饰装修工程质量

验收；单位工程 质量验收和质量员、

资料员的工作职责等内容。 

多媒体教室 

9 
建筑施工

组织实训 

；掌握工程施工技术管理、质

量管理、进度管理、资源管理、

现场管理和信息管理的基本

方法和主要内容，初步具备一

定的施工组织管理能力。 

采用项目教学法对流水施工和网络计

划技术、施工准备、质量方案、质量

方案、专项施工方案、分部分项施工

方案、施工总进度计划等进行实训。 

本课程采用教、

学、做一体化，

理、实一体化教

学模式。 

10 

结构计算

软件应用

实训 

具有正确阅读理解建筑工程

图样的能力；正确使用 PKPM

应用软件的操作能力；培养按

照施工图绘制标准进行工程

图样校正的能力。 

PMCAD 建筑模型的初步建立、建筑结

构模型的补充和修改、画结构平面施

工图、PK 计算数据输入、结构计算、

PK 施工图绘制、图形编辑、打印及转

换。 

PKPM 软件、建筑

制图和建筑结构

知识 

11 

建筑工程

计量与计

价实训 

正确使用定额和计价规范 ，

进行相应的工程量计算及合

理确定造价。 

 

计算“三线一面”等重要的基础数据；

列项并计算工程量，并进行复核；组

合所计算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按照

指定的计价程序取费，汇总单位工程

价格；填写单位工程工程量清单报价

表，装订成册，形成预算成果。 

本课程采用教、

学、做一体化的

教学模式。 

12 
建筑工程

资料管理 

具备施工现场资料管理编写、

收集和整理能力，初步具备资

料员的职业能力。 

工程准备阶段文件编制与管理，工程

监理资料编制与管理，施工资料编制

与管理，建筑工程质量验收。 

多媒体教室、电

脑室 

13 
编制施工

方案实训 

具有与施工员岗位相适应的

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具有编

制中小型建筑工程施工方案

的能力 

基础工程、钢筋工程、模板工程、混

凝土工程、砌体工程、结构安装工程。 

多媒体教室、电

脑室 

14 
建筑工程

制图 

了解建筑工程图的图示方法、

图示内容，培养学生阅读和绘

制工程图的能力。 

制图规格及基本技能、投影的基本知

识、基本形体的投影、剖面图、断面

图识读、绘制、建筑施工图、结构施

工图。 

多媒体教室、绘

图仪器 

15 
建筑制图

实训 

了解建筑工程图的图示方法、

图示内容，按各岗位需求培养

学生的阅读和绘制工程图的

能力。 

制图的基本规格练习、建筑施工图的

识读与绘制（建筑平面图、建筑立面

图、建筑剖面图、建筑详图）、建筑

结构施工图的识读与绘制（楼层结构

平面图、钢筋混凝土构件图）。 

多媒体教室、绘

图仪器 

16 建筑力学 

初步具备结构内力、应力及位

移的分析计算问题能力，能对

一般的建筑工程问题进行初

步分析为后续的一些专业课

程提供一定的力学基础。 

力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平衡计算、

静定结构的内力分析、杆件的强度计

算、杆件刚度及位移计算。 

多媒体教室 

 

17 建设法规 

能正确运用建设法规对工程

实际案例进行合理分析。 

建设法规概述；城乡规划法律制度；

土地管理法律制度；建设工程招投标

法律制度；建筑法；建设工程合同管

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法律制度；工

程建设执业资格法规；工程建设标准

法规。 

多媒体教室 

18 
建筑工程

项目管理 

具备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四

控、两管、一协调”能力。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概论；建筑施工项

目生产要素管理；施工项目进度管理

能力；施工项目质量管理；建筑施工

项目成本管理；建筑施工项目职业健

康、安全与环境管理；建筑施工项目

信息与资料管理；建筑施工项目风险

管理。 

多媒体教室 

19 BIM 建模 

使用 BIM技术进行简单建筑模

型创建并运用到实际工程项

目中。 

建筑结构机电等专业的 BIM 模型创

建、掌握相关软件操作及流程、几大

专业模型中的整合与链接、族的基本

BIM 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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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和创建等。 

20 
BIM 技 术

应用实训 

使用 BIM技术进行简单建筑类

型的平、立、剖面设计的基本

方法并运用到实际设计中。 

BIM 应用相关软件介绍和功能详解、

视图处理、布图出图、详图大样的绘

制、BIM 模板与统计、渲染动画，视

频制作、施工模拟，进度控制等。 

BIM 实训室 

21 

建设工程

材料检测

实训 

熟悉常用的试验设备，熟练掌

握常用建筑材料的试验操作

技术及有关的技术规范，了解

试验数据分析和处理的一般

方法；熟悉常用建筑材料的主

要技术要求。 

水泥试验、混凝土骨料试验、混凝土

拌和物试验、混凝土试验、水泥砂浆

等。 

建设工程材料检

测设备 

22 建筑材料 

具备综合运用建筑材料的基

本知识，能正确识别常见的建

筑材料及材料种类，合理地选

择建筑材料，并应用于建筑工

程； 

初步认知建筑材料基本性质；气硬性

胶凝材料、水泥、混凝土、砂浆、墙

体材料、钢材等材料的主要技术性能

和选用标准。 

多媒体教室 

23 建筑设备 

认识建筑设备系统相应设备

设施，熟悉相应设计和施工规

范，能阅读相关施工图。 

建筑給排水，建筑消防、建筑供暖、

通风与空调、防排烟、建筑供配电、

建筑防雷，建筑智能化等系统布置，

设备设施功能，施工图表示。 

多媒体教室 

24 工程 CAD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 CAD技术绘

制建筑图纸的技能 

AUTOCAD 的基本绘图命令及命令的快

捷方式；图形对象的基本编辑方法；

图层的生成和管理的基本方法；字样

式和标注样式的创建与编辑方法；图

纸输出的设置方法。 

 

AUTOCAD 绘图软

件 

 

25 
民用建筑

设计 

培养学生评价建筑、从事小型

建筑设计的技能 

建筑平面设计原理和设计方法；建筑

立面设计原理和设计方法；建筑剖面

设计原理和设计方法。 

多媒体教室 

26 

工程预算

电算化实

训 

能利用广联达预算软件进行

工程量的计算、价格的计取与

项目造价的汇总。 

利用 GCL 图形软件进行图形算量；利

用 GGJ 钢筋软件进行钢筋用量算量；

利用 GBQ 计价软件进行工程项目计

价与组价。 

本课程采用教、

学、做一体化，

理、实一体化教

学模式。 

27 

工程招投

标与合同

管理 

规划工程招投标工作；能编制

资格预审文件、发布资审公

告；具备工程合同的综合管理

能力；具有一定的信息收集和

处理能力。 

认识建筑市场、工程项目招标方工作、

工程项目投标方工作、建设工程合同

管理工作。 

 

广联达招投标软

件 

 

28 

施工图识

读与会审

实训 

熟练阅读并理解建筑和结构

施工图；综合建筑和结构施工

图的识读，编写自审报告。 

建筑施工图的识读、结构施工图的识

读、施工图会审实训。 

工程项目的建筑

和结构施工图 

29 建筑抗震 

具备工程地震基本知识、建筑

结构抗震原理以及建筑结构

的抗震设计方法，为学生今后

解决工程抗震设计、建筑工程

施工等方面的问题奠定基础。 

结构抗震基本知识；建筑结构抗震概

念设计；混凝土结构房屋抗震设计；

砌体结构房屋的抗震设计；建筑结构

基础隔震设计。 

多媒体教室 

30 
装配式建

筑施工 

初步运用装配式建筑施工工

艺、施工方法进行现场施工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制作工艺、技术

方法、运输、吊运和现场施工要点，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制作和施工质量

控制。 

多媒体教室、建

筑施工综合实训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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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建筑结构 

学  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54 实践学时 0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建筑结构的基本

设计原则  

荷载取值方法，建筑结构的基本概念、分类、特点及应用；

钢筋和混凝土的力学性能；建筑结构的功能要求和极限状

态，极限状态设计方法的原理及各种指标的取值原则。  

讲授法、案例法； 

小组团队协作、成果演示等 

钢筋混凝土结构

构件 

钢筋混凝土各种结构构件的基本构造要求，钢筋混凝土受弯

构件单筋矩形截面承载力计算，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和

偏心受压构件的计算，钢筋混凝土受拉、受扭构件的设计要

点，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挠度计算和裂缝宽度验算。  

讲授法、案例法；小组团队协

作、成果演示等 

钢筋混凝土梁板

结构 

现浇钢筋混凝土肋形楼盖设计要点，井字楼盖和无梁楼盖的

构造特点，钢筋混凝土板式楼梯和梁式楼梯的构造。钢筋混

凝土阳台的类型和构造特点。 

讲授法、案例法； 

钢筋混凝土梁板结构现场教

学 

多层与高层钢筋

混凝土房屋 

常用结构体系，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框架-

剪力墙结构的受力及配筋特点。 

讲授法、案例法； 

房屋抗震模型制作； 

钢筋混凝土单层

工业厂房 

单层厂房的结构类型及组成，主要承重构件类型和受力特

点。 

讲授法、案例法 

受力图分析演示； 

砌体结构 砌体的类型及其力学性能，墙、柱的高厚比验算，圈梁、过

梁与挑梁的受力及构造特点。 

讲授法、案例法 

砌体结构现场教学 

钢结构 钢结构的焊接方法，角焊缝及对接焊缝的构造，螺栓连接的

构造要求、受力性能，钢结构轴心受力构件和受弯构件的构

造要求。 

讲授法、案例法 

钢构件模型制作； 

 

能力进阶 

第三阶段 

综合技能培

养 

建筑力学 建筑构造、 

工程测量 
 

建筑工程项目

管理 

第五阶段 

综合能力培

养 

毕

业

顶

岗

实

习 

与

毕

业

实

习

报

告 

 

 

核心能力综

合实训与企

业教学 

12 周上课+ 

6 周企业教学 

建筑施工组

织设计；BIM

技术应用；装

配式建筑施

工；施工图识

读与会审 

 

BIM 建模 
 

建筑工程计

量与计价 

 

装配式建筑

施工 

建筑 CAD、建

设法规 

建筑施工技

术、建筑施工

组织 

工程招投标与合

同管理 

 
 

民用建筑设计 
建筑工程质量

检测、建筑抗震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四阶段 

拓展能力培

养 

第二阶段 

单项技能培养 

第一学期 

 

建筑工程制图 

建筑材料 建筑结构、 

地基与基础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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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说明： 

教学中，在充分应用讨论教学法、自学辅导教学法、参观教学法、练习教学法等传统教学方法基础上，大胆进

行教学方法创新，主要有： 

（1）螺旋渐进教学法。使用该方法，旨在使具有渐进规律的教学内容（如钢筋混凝土构件承载力计算等）的

教学步步为营，举一反三。教学中，通过教师巧妙的教学设计，使教学内容由浅入深，由简到繁，不断上升，直至

达到教学目的。 

（2）实践导向教学法。针对本课程实践性较强的特点，专业课程采用了“实践——理论——实践”的组织模

式，即认识实习、工种训练——理论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同时，对施工图识读、脚手架设计计算等实践性强的

教学内容，也采用了先实践后理论的教学方法。 

（3）探究式教学法。使用该方法，旨在激发学生主动观察、思考、阅读、动手的兴趣，进而分析、总结客观

规律，既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又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中，由教师事先提出先导问题，引导学

生课后观察、量测或查阅资料，然后结合谈话教学法、讨论教学法，在问答、讨论基础上得出答案。该教学法使学

生成为了教学活动的主体，形成了学生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的开放性学习氛围。 

（4）直观教学法。此方法适用于抽象的概念和较复杂的结构类型、构造等教学内容。教学中，充分利用视频、

动画、三维图形、实物模型、实物照片等手段以及现场参观、实习实训等教学环节，使抽象问题直观化，复杂问题

简单化，同时将工程中容易出现的结构问题在各种实物模型中体现出来，有效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教学做合一”教学法。此方法用于钢筋混凝土楼盖、砌体房屋设计计算等较复杂的教学内容，将部分

内容放到课程设计、大作业中教学，做到边教、边学、边做，不但有利于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且节省教学时间，

提高效率。 

 
核心课程 2 建筑施工技术 

学  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45 实践学时 9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土石方工程 

1、土石方工程量的计算 

2、土方工程的机械化施工 

3、土方填筑与压实 

4、深基坑施工 

5、基坑降水 

讲授 

1.土方工程场地平整土方工程量计算 

2.土方施工方案 

3.基坑降水施工方案 

地基与桩基础工程 

1、常规地基处理技术 

2、软土地区地基处理技术 

3、水泥土桩施工技术 

4、 预制桩施工工艺 

5、灌注桩施工工艺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采用集中讲

授、动态教学、分组实训等方法教学,编制施工

方案。 

钢筋混凝土结构工

程 

1、模板工程 

2、钢筋工程 

3、混凝土工程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采用集中讲

授、动态教学、分组实训等方法教学,编制施工

方案。 

砌筑工程 

1、砌筑材料 

2、砌筑施工 

3、砌筑工程的运输和脚手架 

4、砌筑工程的质量及安全技术 

5、砌筑工程常见的质量事故及处理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采用集中讲

授、动态教学、分组实训等方法教学,编制施工

方案。 

预应力混凝土工程 
1、先张法 

2、后张法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采用集中讲

授、动态教学、分组实训等方法教学。 

装配式施工 

1、装配式施工程序 

2、起重机具 

3、工业厂房的结构安装工艺 

4、结构安装的质量要求及安全措施 

5、装配式施工常见的质量事故及处理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采用集中讲

授、动态教学、分组实训等方法教学。 

防水工程 

1、屋面防水工程 

2、地下防水工程 

3、卫生间防水施工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采用集中讲

授、动态教学、分组实训等方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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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工程 

1、抹灰工程 

2、饰面工程 

3、油漆、刷浆工程 

4、裱糊工程 

5、装饰工程常见的质量事故及防治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采用集中讲

授、动态教学、分组实训等方法教学,编制施工

方案。 

BIM 技术在施工中

的应用 

1.BIM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平面布置中的

运用 

2.BIM 技术在基础工程中的应用 

3.BIM 技术在模板工程中的应用 

4.BIM 技术在砌筑工程中的应用 

在 BIM 实训室采用集中讲授、动态教学、分组

实训等方法教学。 

 

教学实施说明： 

课程实施需要建筑工程施工校内实训室、建筑工程施工校外实训基地、建筑工程施工相关的录像和动画、建筑

工程施工模型、建筑工程施工实际工程资料与案例、与建筑工程施工相关的网络资源等。 

本课程需要到广州市建工集团等多家施工企业进行实训教学，同时聘请企业专家任兼职教师，给学生讲授施工

知识和工作体会；充分利用本行业典型的企业的资源进行产学合作，录制建筑工程现场施工录像，提供多种教学资

源。 

本课程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创设理实一体的学习情境。校内培养与学生校外实践相结合。 

 

核心课程 3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 

学  期 4 总学时 45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9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建筑工程计量与

计价的基础知识 

1、基本建设概述； 

2、建筑工程计价：计价模式；工程量清单计价；工程量

清单计价规范； 

3、工程建设定额，劳动、材料与机械台班消耗量定额； 

4、工程量的概念；工程量的作用；工程量计算的依据；

工程量计算的方法。 

综合利用建筑工程施工图、工程定

额、教学课件、任务单、网络资源、

采用集中讲授、课堂讨论等方法教

学。 

建筑与装饰工程

量计算 

1、基础工程量的计算； 

2、主体工程量的计算； 

3、装饰工程量的计算； 

4、装配式工程量的计算； 

5、措施项目工程量的计算。 

在教学现场，综合利用建筑工程施

工图、建筑工程标准图集、建设工

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计算器、多

媒体教学设备、教学课件、软件、

任务单、资讯单、实施单、检查单、

评价单、网络教学资源等工具与媒

体采用集中讲授、案例分析、课堂

讨论、分组练习、引导文等方法教

学。 

建筑与装饰工程

量清单定额工程

量计算与工程量

清单组价 

1、各分项工程的单价分析与汇总； 

2、各措施项目的单价分析与计算基础； 

3、依据清单计价规范编制汇总工程项目清单总价； 

在教学现场，综合利用建筑工程施

工图、建筑工程标准图集、建设工

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计价定额

及配套文件、造价信息、计算器、

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学课件、软件、

任务单、资讯单、实施单、检查单、

评价单等网络教学资源采用集中

讲授、案例分析、课堂讨论、分组

练习、引导文等方法教学。 

预算电算化 电子计算机计量与计价的意义；电子计算机计量与计价

软件（图形算量软件、钢筋计量软件、计价软件）的应

用。 

在多媒体实训室提供成套施工图

纸，、网络资源，集中指导，理实

一体化教学。 

 

教学实施说明： 

1、在教学模块和教学方案设计时组织职业技术教育教学专家、专业教师、建筑行业施工和管理一线专家一起

设计，充分体现工学结合、案例引导、项目导向、任务驱动。以校企合作为基础，深入到建筑类的大中型企事业单

位进行调研，与企业技术骨干一起，分析课程对应职业岗位的工作任务为：对建设工程项目进行招标标底、工程预

算、投标报价、工程结算的编制及工程造价的审核等。 在此基础上形成学习领域并转化成具体的学习情境，采用

课堂讨论、实际案例、施工现场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等教学模式和方法。  

      2、以工程造价的形成过程为导向，确定行动领域为：收集编制依据→划分项目计算元素→对各元素计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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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价→确定项目综合造价。  

      3、以真实的工作任务为载体，顺应行业企业发展要求，确定学习的知识领域为：用预算定额计价法编制施工

图预算和应用预算软件进行计价等 

      4、在实施过程中，以职业能力培养为重点，理论联系实际，采用案例教学、任务驱动教学、多媒体等教学方

法；采用现场观摩、模拟实验、体验式教学活动；采用交互式、开放式自主学习，逐步培养实践应用能力。  

      5、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使用各种现代教学手段。应用信息技术手段的教学效果良好，

授课信息量较大，较好地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图文并茂，学生容易理解有关概念和施工过程；授课内容层次清晰、

重点突出，学生容易掌握。  

      6、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促使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在教学质量评价上，本课程注重全面考查学生

的素质，而不是仅仅考察学生所掌握的知识多少。考察的内容有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养，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

和表现出的合作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等。  

教学过程中，以各种不同的建筑功能和结构为练习，通过自主学习和相互学习及调研分析等方式来训练学生

的独立思考能力、协作攻关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知识融通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等。并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校内操作

训练、企业现场参观、认识实习、专业实训、顶岗实训等多种教学组织形式，来培养学生的建筑工程造价文件的编

制和审核能力。教学效果评价采取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点评价学生的职

业能力、职业意识与职业态度。 

 

核心课程 4 建筑施工组织 

学  期 2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30 实践学时 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流水施工和网

络计划技术 

1、流水施工组织方式 

2、流水施工、网络计划技术的基本原理、参数 

3、各类流水施工（全等节拍流水施工、成倍节拍流水施

工、异节拍流水施工、无节奏流水施工）组织方式。 

4、网络图的基本概念与 

绘制、时间参数计算、网络图的排列、合并、详略组合 

讲授流水施工和网络计划技术编

制方法和计算方法。采用图纸展

示、图纸与规范对照、案例分析等

方法教学。 

 

 

施工准备 

1、 施工现场人员准备 

2、 施工现场准备 

3、 技术准备 

4、 现场生产资料准备 

5、《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案例、现行政策法规、

现行技术规范等。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

采用集中讲授、动态教学、分组实

训等方法教学。 

 

质量方案 

1、划分施工区段； 

2、确定施工程序； 

3、确定施工起点、流向； 

4、主要施工方法的选择： 

5、施工机械的选择。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

采用集中讲授、动态教学、分组实

训等方法教学。 

 

安全技术方案 

1、安全目标及方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生产施工

规范 

2、质量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 

3、安全管理细则的主要内容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

采用集中讲授、动态教学、分组实

训等方法教学。 

 

专项施工方案 

1、土石方开挖工程 

2、基坑支护工程 

3、基坑降水工程 

4、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等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

采用集中讲授、动态教学、分组实

训等方法教学。 

 

分部分项施工方

案 

1、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准备工作计划； 

2、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进度计划； 

3、各项资源需求量计划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

采用集中讲授、动态教学、分组实

训等方法教学。 

 

施工总进度计划 

1、 编制说明 

2、施工进度（总进度和分进度）计划表 

3、单位工程施工计划的分析及控制措施 

4、网络计划及重要节点。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

采用集中讲授、动态教学、分组实

训等方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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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说明： 

加强对学生实际职业能力的培养，强化基于工作过程的案例教学和任务教学，注重以任务引领型项目引发学生

兴趣，使学生在完成典型任务活动中学会理解与执行一个中小型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以学生为本，注重“教”

与“学”的互动，通过施工组织设计案例的理解、施工进度计划的管理、理会施工平面图布置等项目活动，由教师

提出要求并示范，组织学生进行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训练理解工作计划、执行施工方案、领会平面布置等的能力。

注意职业情境的创设，以多媒体、录像、校内教学型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动态示教等教学方法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和分

析问题的职业能力。教师必须重视实践教学，探索基于工作过程的职业教育模式，为学生提供自主发展的时间和空

间，积极引领学生提升职业素养。 

 
核心课程 5 建筑构造 

学  期 2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3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接触建筑

构造 

掌握建筑和构成建筑的基

本要素 

了解建筑构造基本知识 

建筑构造现场认知 

掌握建筑和构成建筑的基本要素 

活动：了解建筑分类、等级与组成 

了解建筑构造基本知识 

活动一：学生了解建筑构造设计的要求、步骤和工作方法 

活动二：学生总结参观体会和构造设计的原则和要点 

建筑构造现场认知 

活动：学生在建筑现场认知建筑各个构件的构造，教师在现场讲解 

民用建筑

构造 

基础与地下室构造设计 

墙体构造设计 

楼地层构造设计 

楼梯构造设计 

屋顶构造设计 

门窗构造设计 

变形缝设计 

基础与地下室构造设计 

活动一：学生观看基础施工现场图片和模型，总结基础构造做法 

活动二：学生观看地下室施工现场图片和模型，总结地下室防水做法，

对地下室方式例子作出分析给出自己的防水方案 

墙体构造设计 

活动一：学生观看墙体施工现场图片和模型，总结墙体构造做法 

活动二：参观建筑实例变形缝的设置，给出一栋建筑要求学生布置其

变形缝 

活动三：给出条件，要求学生设计一个合理的墙体构造方案，并绘制

墙身构造图纸 

楼地层构造设计 

活动一：学生观看楼地层施工现场图片和模型，总结楼地层构造做法 

活动二：给出条件，要求学生设计一个合理的楼地层构造方案 

楼梯构造设计 

活动一：学生参观楼梯、观看施工现场图片和模型，总结楼梯构造做

法 

活动二：给出尺寸，要求学生自己设计一个楼梯，并绘制楼梯构造图

纸 

屋顶构造设计 

活动一：学生观看屋顶施工现场图片和模型，总结屋顶构造做法 

活动二：给出条件，要求学生设计一个合理的屋顶构造方案，并绘制

屋顶构造图纸 

门窗构造设计 

活动一：学生参观门窗实例和观看不同类型门窗施工，总结门窗构造

做法 

活动二：给出尺寸，要求学生设计合理的门窗方案，并绘制成图 

变形缝设计 

活动一：学生通过图片认知变形缝的种类和设缝原因 

活动二：学生讨论变形缝设缝的构造设计要求，并总结变形缝构造要

点 

工业厂房

构造 

单层工业厂房设计 

多层工业厂房设计 

单层工业厂房设计 

活动一：学生了解单层工业厂房特点、定位轴线标定 

活动二：单层工业厂房平面、剖面关系 

多层工业厂房设计 

活动：学生了解多层工业厂房特点、定位轴线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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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说明： 

课程将建筑划分六大构件，每个构件设置一个教学单元，每个教学单元通过教学任务形成一系列的教学设计。

在重点的教学单元中还设置了以实际工程项目为基础形成的教学项目。各个实训项目逐项展开环环相扣，学生在一

个一个完成实训项目的过程中对建筑构造设计有全面的了解并掌握建筑构造设计技能。装配式建筑的构造做法讲解

贯穿在六个构件教学和实训的过程中进行。单层厂房构造设计作为单独的教学单元进行讲解。教学中教师还提供多

段建筑设计和建筑施工教学短片和图片方便学生学习。 

 

核心课程 6 地基与基础 

学  期 2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30 实践学时 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土力学 确定土的物理性质与工程分类、地基中的应力计算、土的压

缩性与地基承载力 

讲授法、案例法 

地基沉降变形的计算 

勘察建筑场地的

工程地质 

勘验工程地质的方法，编制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基槽检验与

地基的局部处理  

讲授法、案例法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的编制 

常见基础设计要

点及构造要求 

浅基础设计要点及构造要求，桩基础设计要点及构造要求 讲授法、案例法 

 

软弱地基处理 软弱地基处理的目的、对象与分类，软弱地基处理的方法 讲授法、案例法 

 

 

教学实施说明： 

教学中，在充分应用讨论教学法、自学辅导教学法、参观教学法、练习教学法等传统教学方法基础上，大胆进

行教学方法创新，主要有： 

（1）螺旋渐进教学法。使用该方法，旨在使具有渐进规律的教学内容（如钢筋混凝土构件承载力计算等）的

教学步步为营，举一反三。教学中，通过教师巧妙的教学设计，使教学内容由浅入深，由简到繁，不断上升，直至

达到教学目的。 

（2）实践导向教学法。针对本课程实践性较强的特点，专业课程采用了“实践——理论——实践”的组织模

式，即认识实习、工种训练——理论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同时，对施工图识读、脚手架设计计算等实践性强的

教学内容，也采用了先实践后理论的教学方法。 

（3）探究式教学法。使用该方法，旨在激发学生主动观察、思考、阅读、动手的兴趣，进而分析、总结客观

规律，既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又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中，由教师事先提出先导问题，引导学

生课后观察、量测或查阅资料，然后结合谈话教学法、讨论教学法，在问答、讨论基础上得出答案。该教学法使学

生成为了教学活动的主体，形成了学生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的开放性学习氛围。 

（4）直观教学法。此方法适用于抽象的概念和较复杂的结构类型、构造等教学内容。教学中，充分利用视频、

动画、三维图形、实物模型、实物照片等手段以及现场参观、实习实训等教学环节，使抽象问题直观化，复杂问题

简单化，同时将工程中容易出现的结构问题在各种实物模型中体现出来，有效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教学做合一”教学法。此方法用于钢筋混凝土楼盖、砌体房屋设计计算等较复杂的教学内容，将部分

内容放到课程设计、大作业中教学，做到边教、边学、边做，不但有利于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且节省教学时间，

提高效率。 

 

核心课程 7 工程测量 

学  期 2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30 实践学时 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测 量 的 基 本 工

作、原理 

1.地面点位的确定方法和测量工作的程序、特点和要求； 

2.高程、大地水准面和独立平面直角坐标系列的概念。 

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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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准测量 1、 水准仪的功能、构造、应用、调试与安装 

2、 水准测量的水准测量原理与方法及数据处理方法。 

3、高程测设与抄平测量。 

4、水准测量误差来源及消减方法。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

学习情境模拟练习 

角度测量 1、经纬仪的的功能、构造、应用、调试与安装。 

2、水平角、竖直角的观测 

3、水平点位与设计水平角的测设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

学习情境模拟练习 

距离测量与直线

定向 

1.距离测量的方法； 

2.距离测量的光电测距法、ＧＰＳ相对定位及直线定向

其他方法(真方位角、磁方位角法)； 

3.水平距离概念。 

4、方位角的概念； 

5、水平距离测量的精密钢尺量距法及坐标方位角的计算

与推算方法。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

学习情境模拟练习 

全站仪的使用 1、全站仪的坐标测量方法和全站仪的坐标放样方法。 

2、应用全站仪进行施工测量。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

学习情境模拟练习 

小区域控制测量 1、四等水准测量的观测方法； 

2.控制测量的组织原则和测量方法； 

3.控制测量、导线测量、三角测量的概念； 

4.导线测量内、外业工作的全部内容。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

学习情境模拟练习 

大比例尺地形图

识读和应用 
1.地形图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2.解析法确定多边形的面积； 

3.地形图在工程建设中的各项应用内容。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

学习情境模拟练习 

建筑施工场地的

控制测量 
1.施工测量、施工控制测量的内容； 

2.施工控制测量的概念； 

3.简单建筑物、构筑物的测设方法。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

学习情境模拟练习 

建筑物的变形监

测 
1.变形监测的方法； 

2.建筑物的沉降观测； 

3.建筑物对的水平位移观测。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

学习情境模拟练习 

 

教学实施说明： 

1、基于对建筑工程的工作岗位能力分析，该课程是测量员必须掌握的内容。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将《建筑施

工测量》课程分解成“测量基本技能”、“控制测量及误差”、“全站仪 GPS 点位坐标测量和放样”、“建筑工程

的施工测量”、“建筑物的变形监测”几个项目，再将这几个项目分解成若干个任务，进行授课，使学生通过几个

项目的掌握，完成该门课程的学习任务。 

2、开展“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注重实践性教学环节，促使学生在自主探索实践中培养解决问题能力、创新

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职业生涯关键能力和职业素质养成，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铺路石”精神。 

3、将工程实践中的测量新技术引入课程教学，注意与 EXECL、CASIO、AutoCAD、全站仪、GPS 等新技术新仪器

的结合；结合建筑施工测量的内容，组织现场教学。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表一、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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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课程学时分配表（附表二） 

实践教学项目

1 2 3 4 5 6 （单独设置项目）

1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2 54 18 * √ 4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4 72
1、2

、3

2 022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4 72 54 18 √ 4 2 222000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动 4 72 1—4

3 0220009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1

4 0920047 职业英语1（  profession English1） 4 72 36 36 * √ 4 4

5 0920004 职业英语2（ profession English2） 4 72 36 36 * √ 4 5

6 0620059 信息技术（international,technoly） 2 36 18 18 6

7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1.5 27 18 9 1.5 7

8 402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Career

Development And Guide to Occupation）
2 36 18 18 1.5 0.5 8

9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9

10 4320011 应用写作实训(Applied writing training) 2 36 26 10 * √ 2 10

11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11

27.5 495 317 178 12.5 11.5 0.5 10 180

扩展能力

模块
10 180 90 90 4 4 2

1 2535685
建筑工程制图（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Drawing）
2.5 45 28 17 * 3 1 2535684

建筑制图实训(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Drawing

Training) 1.5 27 7 1

▲

2 2535686
工程CAD(Construction Computer Aided

Design ) 3 54 27 27 *
3 2

3 2535687 BIM建模(BIM modeling)
4 72 36 36

* 4 3

9.5 171 91 80 1.5 27

1 3685556 建筑构造（Architectural structure） 4 72 36 36 **
4

1

2 3685557
建筑结构（Building structure ）

3 54 54 ** √ 3 2 2587456
结构计算软件应用实训(Structural

Calculation Software Training）
2.5 45 7 4 ▲

3 3685558

地基与基础（Groundwork and foundation)

2 36 36 ** √ 2 3 2587457

施工图识读与会审实训

（Construction Drawing

Reading and Review

Training）

3 54 14 5 ▲

4 3685559
建筑施工技术（Build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3 54 45 9 ** 3 4 2587458

编制施工方案实训（Building

ConstructionPlan Training）
2 36 9 3 ▲

5 3685560 工程测量（Engineering Survey ） 2 36 30 6 ** 2 5 2587459
工程测量实训（Engineering

Survey Training)
3 54 9 2 ▲

6 3685561
建筑施工组织(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2 36 30 6 ** 2 6 2587460
施工组织设计实训（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Design Training） 2 36 6 5
▲

7 3685562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and pricing)
2.5 45 36 9 ** 2.5 7 2587461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实训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and pricing

Training)

2.5 45 8 4 ▲

8 3685563 建筑材料（Building Materials） 2 36 30 6 * √ 2 8 2587462

建设工程材料检测实训

（Architecture Materials

Test Training)

2 36 6 1 ▲

9 3685564 建设法规(Construction regulations)
2 36 36

* √ 2 9

10 3685565
建筑力学（Building mechanics  ）

3 54 54 * √
3

10

25.5 459 387 72 17 306

1 3589545 1 3587941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业实习报告

（Graduation top post

internship and graduation

internship report）

18 324 18 6

18 324

1 5647828
建筑工程质量检测(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quality inspection)
2 36 36 * √ 2 1 8935478

BIM技术应用实训（BIM

Application Training）
3 54 9 5 ▲

2 5647829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Bidding and

Contract Management)）
2.5 45 18 27 * √

2.5

2 8935479

工程预算电算化实训（Project

budget computerized

training）

3.5 63 14 5 ▲

3 5647830
装配式建筑施工(Assembly Building

Construction)
2 36 36 * √ 2 3 8935480

建筑工程资料管理实训

（Construction project data

management training）

2.5 45 12 3 ▲

4 5647831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2 36 30 6 * √ 2 4 8935481

专业认知实践(Professional

cognitive practice)
1 18 1 1

5 5647832
建筑抗震(Building earthquake

resistance)
2 36 36 * √ 2 5 8935482

岗位认知实践(Post cognition

practice)
2 36 2 2、3

6 5647833 民用建筑设计(Civil building design) 2 36 36 * √ 2 6 8935483
专业社会实践(Professional

social practice)
1 18 1 4

7 5647834 建筑设备(Construction Equipment) 2.5 45 36 9 * √
2.5

15 270 228 42 13 234

87.5 1575 1113 462 23 25 21 21 22 59.5 1071合计

小计

公共基

础课程

（必修

课）

公共选修课（小计）

小计

单项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说明：学生取得的行业企业认可度

高的有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折算

为相应实践课学分，每个证书可折

算2学分，4学分封顶。

小计

小计

小计

说明：1、*为职业素养核心课程；    2、**为专业技能核心课程；    3、▲为“教学做一体化”课程；   4、“√”为考试周课程；

      5、《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课程课外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6.《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课外学习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7.入学教育按学校校历安排。

基本素质

与能力）

在4个学期内完成

小计

小计

合计

1

4

专业群平

台课程

(必修)

教学模块

序

号

课堂教学

学期周学时数

2

核心

课程

小计

内容
课程类

型

2

附件2：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二)

小计

考核

方式

综合实践教学

理论 课程代码
核心

课程
学分 学时

专业能力

拓展模块

(专业选

修课)

序

号

3

专业

（技

能）课

程

2

课程名称
考试

方式
学期

序

号
学时 周数

课程代

码

实

践
学分



41 

 

课程类别 

小计 

学分 学时 比例 

理论教学 62 1113 42.06% 

实践教学 85 1533 57.94%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37.5 675 25.51% 

专业（技能）课 84.5 1521 57.48%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10 180 6.81% 

专业（技能）课 15 270 10.20% 

总学时/学分 147 2646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校内专任教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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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能力具有较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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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兼职教师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

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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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二）教学设施  

1.专业教室基本条件 

专业教室一般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

境，并实施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

显，保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外实训室基本要求 

校内实训室应体现真实的职业环境，体现本专业领域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实

训设备应优先选用常用工程设备。 

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为: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等实训活

动，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已具备实训

条件如下表： 

类 型 实训基地（室）名称 主要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校内 建筑材料实训室 建筑材料实训 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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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测量实训室 工程测量实训 工程测量 

工程制图实训室 工程制图实训 工程制图 

材料力学实验室 建筑力学实训 建筑力学 

BIM 实训中心 BIM 建模实训 BIM 技术应用 

校外 

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技术课程实训与企

业教学 
建筑施工技术 

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实训与企业教学、毕

业实习 
项目管理 

广州建成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招投标、工程造价课程实

训 
工程招投标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结构设计 建筑结构、结构 CAD 

广州市建筑装饰行业协会 
建筑施工技术课程实训与企

业教学 
建筑施工技术 

广州秉木技术公司 
BIM 实训与企业教学、毕业实

习 
BIM 技术应用 

敏捷地产 
建筑施工实训与企业 

教学、毕业实习 
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最新出版的，体现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的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的教

材进入课堂。建立专业教师、行业专家和教研人员等参与的教材选用机构，完善教材选用制度，

经过规范程序择优选用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 

图书文献配备应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需要，方便师生查询、借阅。专

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园林绿化、园林植物、园林苗圃、观赏园艺、景观设计等专业图书，并不

断更新。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软件、数

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能满足教学要求。 

（四）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课程性质、教学内容与要求灵活采用下列教学方法。  

1.任务驱动法 

根据企业实际岗位的知识、技能和职业素养要求以及典型工作任务分解，把课程要求掌握的

职业技能分为不同的实际工作任务，学生自己或在教师指导下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然后

进行具体的操作，教师引导学生边学边做完成相应的“任务”。学生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学

习、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综合应用的能力，实行教、

学、做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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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教学法 

根据职业岗位要求，将课程内容分成几个工作项目，以每一个完整的项目作为教学导向，模

拟真实的工作环境，把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融为一体，增强教学过程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引导学

生围绕项目开展自主学习和探索，着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创新意识与合作精神，在完成项目

的过程中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与职业技能。 

3.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把实际过程中的真实情形加以典型化处理，形成学生思考和决断的案例，在教

师的指导下，通过组织学生讨论一系列案例，运用多种方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提出解决问题的

方案，使学生掌握有关的专业技能、知识和理论，从而达到教学目的的一种教学方法。课程教学

中要求根据教学目的、内容和要求，以案例所提供的材料和问题为中心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见解，

做出判断和决策，藉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能使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

主体，从而形成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的开放式学习氛围。 

4.情景教学法 

情景教学法是通过设计出一系列真实性、准真实性具体场合的情形和景象，让学生亲身参与、

感受教学内容的一种开放式教学方法，其特点是言、行、情三者融为一体，核心是激发学生的情

感。一般由创设情景、确定问题、自主学习、协作学习、效果评价等几个环节构成，主要有角色

扮演、行为实践、多媒体设备创设情景等方式。在课程中采用情景教学法能调动学生积极性，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触景生情、活跃思维，融会贯通所学知识，更加深刻地理解语言之外

所传递的信息，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5.理实一体化教学法 

理实一体化教学法是理论与实践同步进行的一种教学方法，在课程教学中将实践操作和理论

知识在同一时间、地点有机融合，将实训室和课堂融为一体，教师按照教学要求，有计划地指导

学生进行理论知识学习与实践操作。理实一体化教学不仅能够加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还能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将理论融合于实践中，以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反馈中又能加强对理

论知识的理解。 

6.讨论式教学法 

讨论式教学法指教师在分析教学目标的基础上，精心设计某一问题，并指导学生在讨论中各

自发表意见，以寻求问题答案，从而使学生的能力得到锻炼的一种教学方法。讨论式教学法能够

有效活跃课堂气氛，较好地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批判能力、自学能力、合作能力和自我认知能

力，使学生改变保守的学习心态，体会分享的快乐，并且在讨论中更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

运用。 

7.自主学习法 

为了充分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自主学习能力，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通

常给学生留思考题或对遇到一些生产问题，让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自主学习的方式寻找答案，提出

解决问题的措施，然后提出讨论评价。 

（五）学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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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以能力测评为主，突出能力培养，建立以职业能力为本位

的多元化、全过程性的考核评价体系。以就业为导向、以生为本，充分发挥课程考核评价的导向、

检验、诊断、反馈、激励等功能，达到以考促学、以考促教、以考促练、以考促改的目的。一般地，

根据专业课程的类型、性质和教学内容，参照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引入职业资格标准、行业企业技

术标准或技术规范，科学设置考核内容以及灵活选用考核评价形式，考核评价的主体可根据实际情

况选择任课教师、企业指导教师、行业技术专家、学生等人员。 

课程的考核以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形成性考核”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性考核占

20-50%，（其中包括训练、作业、实训大作业等），期末考试成绩占 50-80%。 

（1）突出过程评价，在教学中分任务模块评分，结合课堂提问、小组讨论、实际操作、课后

作业、任务考核等手段，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考核，并注重平时考核。 

（2）强调目标评价和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引导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 

（3）强调课程结束后的综合评价，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和创造力，注重考核学生动手能力和

在实践中认识问题好分析问题的能力。 

（六）质量管理  

1、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制度，完善课堂

教学、教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以及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方面质量

标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 

2、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

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

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3、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毕业生就

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4、专业教研组织应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一）组群逻辑 

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产业链，打造智慧城市建设高水平专业群。充分利用物联网

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及 BIM 技术为传统建筑业和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赋能，实现 BIM+、智能+

与城市建设协同，实现智慧建造转型升级。以广州城市建设职业教育集团和广联达数字建筑产业

学院为产教融合平台，整合校企行政在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资源，以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

市建设为载体，在专业群实施“一体两翼、三链融合”发展战略，把握智慧城市建设产业对人才

的中高端需求，打造以市政工程技术为龙头，建筑工程技术、古建筑工程技术、园林技术为支撑，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为运维载体的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专业群。全力推行“1+X”证书制度，探索

在 BIM 技术和装配式建筑方面实现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重构专业群课程体

系，培育专业群特色和核心竞争力，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和技术技能服务。

专业群的建设与发展，将以建筑信息化为平台，以 BIM 技术为手段，整合工程施工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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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教学应用和服务平台，集聚各专业优势共同发展。共同打造粤港澳

大湾区城市建设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和创新服务平台，实现为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作

贡献，为国家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建设提供新经验。 

（二）专业群  

名称 智慧城市建设专业群 

群内专业 1、市政工程技术 2、建筑工程技术 3、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4、园林技术 5、古建筑工程技术 

核心专业 市政工程技术 

群内 

资源共享 

（1）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依托国家骨干专业和省级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市政工程技术专业群和广州城市建设职业

教育集团，以及国家级生产型实训基地现代城市建设与服务公共实训中心，专业群开设了工

程制图、工程 CAD、工程测量、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BIM 技术五门专业群平台课程，共

享“工学交替、实境育人、四岗渐进、能力递增”的人才培养模式，专业群共建课程，实现

协同发展。 

（2）专业群师资共享 

专业群内专任教师师资共享，建立校企“互派、互聘”机制，共建专兼结合的“双师型”

教学团队。 

（3）专业群基地共享 

①广州城市建设职业教育集团（共享平台）； 

②现代城市建设与服务中心（校内基地）； 

③房地产与物业实训中心（校内基地）； 

④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校外基地）； 

⑤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校外基地）。 

（三）专业特色 

依托校企社政合作建立的广州城市建设职业教育集团，以服务珠三角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

构建服务于广州现代城市建设的特色专业。把职业道德培养和职业素质教育贯穿于专业性人才培

养全过程，以学生未来就业的岗位能力作为人才培养目标, 实施“工学交替、四岗渐进、能力递

增、实境育人”的培养模式。通过与广州城市建设职教集团各成员单位的产学研进行合作，重视

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加强实训、实习教学环节，以保证达到学生未来从事职业岗

位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职业能力的要求。 

十.【创新创业教育】 

在广州城市建设职业教育集团平台上，成立 BIM生产性实训中心，创办 BIM创业项目孵化基

地,利用校企合作企业的科研优势、产业优势，为大学生提供创业的优良环境。开设《BIM应用技

术》、《装配式建筑施工》等课程, 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课程体系中，围绕创业主题，开设相关

课程，积极推动 BIM技术应用与发展，引进企业导师教学，倡导参与式教学；以鼓励学生创新思

维为导向等。 

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平台，传授学生具体的创业技能。通过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讲座，以

及各种竞赛活动等方式，形成以专业为依托、以项目和社团为组织形式的创业教育实践群体。 

十一.【第二课堂】 

1.以国学活动（讲座、读书、文化活动等）为代表的体现文化素质教育的学习和其他形式活

动。 

2.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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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的各种社团活动、文体活动。 

4.学生参与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为形式的课外实践活动。 

5.学生参与学校和合作企业组织的就业指导和专业实践活动。 

6.其他公益与社会志愿者活动。 

7.通过参加学校的艺术节、电影文化节、才艺比赛等活动，加强学生的美育教育。 

8.成立 BIM创新创业中心，让感兴趣的学生参与进来，成为学生创新创业的孵化中心。 

十二.【资格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 

（一）通用能力证书 

1.高等学校职业英语能力认证证书 

2.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考试一级或二级证书 

（二）建议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工程测量员职业资格证；施工员培训证、监理员培训证；资料员培训证；助理造价师；BIM

技术员、BIM 技术工程师等。  

十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三年制）学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所有课程，取得必修课 117学分（创新社会

实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15  学分，公共选修课  10  学分， 总学分 

达  142 学分（学时达 2556   ）方可毕业。 

  

 

 

编制人：宋向东  

审定人：雷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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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三二分段）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建筑工程技术 

专业代码：540301 

二.【入学要求】 

中职毕业学生 

三.【修业年限】 

2 年 

四.【职业面向】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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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广东省土木工程建筑业、房屋建筑业等行业的建

筑工程技术人员职业群， 能够从事建筑工程施工与管理相关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结构 

（1）思想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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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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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专业

大类（代

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

别（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或技

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或

技能等级证书举

例 

土 建 大 类

（54） 

土建施工类 

（5403) 

 

 

土木工程建筑

业（48） 

房 屋 建 筑 业  

（47) 

建筑工程技

术人员（2 -02 

-18) ； 

建筑信息模

型技术员 

（ 4 -04 -05 

-04) 

施工员； 

质量员； 

安全员； 

资料员； 

材料员； 

测量员；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 

施工员证； 

质量员证； 

安全员证； 

资料员证； 

材料员证； 

测量员证； 

建筑信息模型技

术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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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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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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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③传承中国文化发展，丰富国学知识。 

④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协作、沟通、组织能力，有良好的团队意识；热爱生活，朴素自然，

待人真诚，处事平和大方。 

⑤具有良好的审美修养，具有高雅的生活情调。 

（2）专业知识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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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掌握投影、 建筑识图与绘图、 建筑材料应用与检测、 建筑构造、 建筑结构的基本 理

论与知识。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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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掌握建筑信息化技术和计算机操作方面的知识。 

⑤了解土建专业主要工种的工艺与操作知识。 

⑥了解建筑水电设备及智能建筑等相关专业的基本知识。 

⑦熟悉建筑新技术、 新材料、 新工艺、 新设备方面的基本知识。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①能够识读建筑工程施工图、结构施工图、装饰装修施工图。 

②能够识读常用混合材料出厂质量报告和操作混合材料主要技术指标试验。 

③能够使用工程测量仪器、进行检验和校正、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放样。 

④能够进行实际工程中的基本力学计算与应用。 

⑤能够使用 CAD软件，进行绘图和设计表达。 

⑥能够使用 BIM软件，进行施工管理。 

（2）职业专门能力 

①能对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进行技术、质量、进度、安全、成本控制,以及现场协调管理。 

②能编制建筑工程施工方案及编制施工组织。 

③能从事建筑工程项目竣工结算；能够使用预算软件。 

④能从事工程招投标与工程报价。 

⑤能运用规范和技术文件对工程进行质量检验。 

⑥熟练运用建筑工程 CAD软件、BIM软件。 

（5）职业拓展能力 

①具有社会交往和求职能力，职业工作能力。 

②具有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 

③具有 BIM 建模及数据分享应用的能力。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序

号 

培养 

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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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工

员★ 

编制建筑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现场布

置和施工方案的制定，施工现场管理，参与

图纸会审及技术交底 

1.施工技术交底 

2.制定施工方案，说明施工质量

要求 

3.制定技术及安全措施 

4.制定重点部位的施工措施 

建筑施工技术 

建筑施工组织 

施工图识读与会

审 

2 

BIM 

技术

员★ 

运用 BIM 技术进行施工管理、工程预结算 

1.能够使用 BIM 软件 

2.能够进行施工管理 

3.能够编制施工图预算 

BIM 建模 

BIM 技术应用 

3 

助理

造价

师★ 

进行土建工程量的计算，准确应用各种计量

计价文件，编制土建工程的工料分析 

1.能够使用预算定额 

2.能够编制施工图预算 
建筑工程计量与

计价、预算电算化 

4 
测量

员 

定位及超平放线、垂直度控制，建筑变形观

测 

1 能够使用测量仪器（工具） 

2.能够进行建筑施工放线 

3.能够进行建筑施工抄平（高程

位置测设） 

工程测量 

工程质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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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

号 

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思想

道德

修养

与法

律基

础 

   1、素质目标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

和道德素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职业

素养和法律素养。 

   2、知识目标 

   引导大学生理解掌握思想道德修

养的基本内容、理论、原则，帮助大

学生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掌握相

关法律基础知识。 

   3、能力目标 

   教会大学生正确看待各种生活问

题、人生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培

养大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自我管理

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

发展的能力。 

1、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

与训练（理想信念、人生

价值、爱国主义和核心价

值观） 

2、道德素养的培养与训

练（个人品德、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规

范和意识）              

3、法律素养的培养与训

练（法律规范和法律意

识） 

本课程是中宣部、教育部规定的

对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育的公共必修课，是对大

学生系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和主阵地。  

要求针对大学生成长过程中面临

的思想、道德和法律问题，开展马克

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道德观和法治观教育，引导大学生提

高思想道德素养和法律素养，成长为

自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毛泽

东思

想和

中国

特色

社会

主义

理论

概论 

   1、素质目标 

   树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

政府的信任，对实现中国梦的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辩证

思维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历史进程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的主要内容，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及对当

今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 

   3、能力目标 

   具有大是大非的辨别能力，准确使

用相关政治用语的能力，具有一定的

信息收集与甄别能力，运用理论分析

解释社会现象的能力。 

7、 毛泽东思想 

8、 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 

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教师：中共党员；不仅具有比较

深厚的理论功底，充分了解世情、国

情和民意，熟悉大学生的思想实际。 

教材：中宣部指定教材，高等教

育出版社出版 。 

信息化手段：BB 平台；各类手机

教学平台与电子资源库。 

3 

形势

与政

策 

1、素质目标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当前的世情、国情，党和政

府的最新政策。 

3、能力目标 

提高理解和应对新形势的能力，

为毕业后走向社会做好准备。 

涵盖国际国内涉及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外交、

国际战略等各主题的重

大问题 

本课程学习有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两

种模式，学生必须同时完成线上学习

任务和线下作业，学期考核方能合格。 

4 体育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和团队

合作的精神。 

  1、体育理论和健康知

识 

  2、体育实践项目 

  田径，篮球，足球，排

1、室内外体育运动场所 

2、影像投影室 

3、体育竞赛观赏平台 

4、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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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项目的技术动

作,了解身体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

健康指标、常见运动损伤和预防、女

性生理期运动预防、合理的运动处方,

熟练掌握一定的体育裁判法和体育竞

赛的组织与管理，以及体育竞赛的鉴

赏。 

   3、能力目标 

   制定合理的运动处方，可以控制身

体在健康范围内,参与不同规模的体

育比赛，保持适度的体育竞技水平,

组织不同规模的体育比赛,能够执裁

一定级别的体育比赛，懂得鉴赏体育

竞赛，参与并指导社区的体育事务。 

球（气排球），乒乓球，

羽毛球，体育艺术类项目

（健美操、体育舞蹈、瑜

伽），太极，健身。 

5、学生体能测试查询平台 

6、阳光长跑 APP 

 

5 

心理

健康

教育

与训

练 

  1、素质目标 

  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遇到心

理问题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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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知识目标 

  了解心理学有关理论和基本概念；

明确心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了解大

学阶段人的心理发展特征及异常表

现；掌握自我调适的基本知识。 

  3、技能目标 

  掌握自我探索能力，心理调适技能

及心理发展能力；提升人际交往、情

绪管理、挫折应对、时间管理等能力。 

3、心理健康知识概论

（心理健康基本知识） 

2、心理过程与调适（学

习心理调适、情绪管理） 

3、生活与成长（人际交

往、恋爱与性心理）              

4、挫折与生命教育（挫

折应对、生命教育） 

 

6、智慧树学习平台 

7、学生心理健康信息化管理平台 

大学生心理健康活动与技能竞赛等校

内外实践平台 

6 
信息

技术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提高解

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信息化处理

工作的意识和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 Windows 的操作系统的功能，

掌握计算机网络和安全基本知识以及

Internet 基本知识，掌握 Word、

Excel、PowerPoint 软件的使用方法。 

  3、能力目标 

  能使用操作系统对文件和文件夹进

行正确的创建、修改、删除及查找工

作，能使用 Word 进行日常的文件录入

与编辑工作，绘制表格和图形，能使

用 Excel 进行数据表格录入与编辑，

并对表格进行统计分析与管理，能使

用 PowerPoint 制作会议、报告、汇报、

培训等演示文稿，能使用网络进行简

单的电子商务活动，收发电子邮件，

1、计算机硬件、软件的

基础知识 

2、信息检索和信息安全

的知识 

3、大数据、云计算和物

联网技术 

4、Windows 操作系统的

操作技能 

5、OFFICE 的文字处理

WORD、电子表格处理

EXCEL、演示文稿制作

PowerPoint 的操作与应

用技能 

6、Internet 的使用技

能，包括文件上传下载、

电子邮件收发的使用。 

1、教学场地要求： 

全部教学在电脑机房上课，进行知识

点讲解、实践指导、动手实验。 

授课采用投影+课件，以边讲、边看、

边做、边讨论等多种形式相结合教学

手段。 

2、教学环境要求： 

网络化多媒体计算机实训室、局域网、

Windows 10 系统、Office 2016、IE8.0

浏览器、等应用软件。 

3、师资要求： 

课程主讲教师要求具有丰富的计算机

应用基础教学经验，能动态掌握目前

计算机行业基础知识的更新和变化，

责任心强。 

课程教学团队要求：本课程为全校公

共基础课程，学生人数多，教学团队

至少 5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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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电子文稿。 

7 
国学

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的意识，自觉运

用国学经典智慧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困

惑,自觉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中华优秀

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

养，形成 1 项传统技艺爱好,具有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2、知识目标 

  能说出国学的基本概念、特质及其

在当代的价值，掌握儒家思想的发展

脉络、主要典籍及其代表人物，理解

儒家思想的主要旨趣，熟读《大学》

《论语》等儒家经典，知道道家思想

的代表人物和经典著作，了解道家关

于宇宙人生的核心思想，熟读《道德

经》，了解佛家的基本知识及其中国

化的历程，理解佛家智慧、慈悲等概

念的内涵。 

  3、能力目标 

  能养成正本清源读原典的学习习

惯，具备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国传统思

想中的主要概念和思想内涵的能力，

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及沟通能力，具

备反省自我身心状况的能力，能自觉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相结合，对社会现象具有较准

确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1、理论教学 

包括绪论、儒家的人生智

慧、道家的人生智慧与佛

家的人生智慧等内容，具

体设计为知理、守礼、明

德、知耻、立志、好学、

孝亲、诚信、敬业、自然、

无为、智慧、慈悲等教学

模块（每模块 1-2 学时），

可根据不同专业特点选

择使用。 

2、实践拓展教学 

分为四个模块，包括城市

国学讲坛（3 学时）、雅

艺体验（2 学时）、岭南

文化调研或其他国学实

践类活动（2 学时）、综

合实践项目（2 学时）。 

1、多媒体课室； 

2.国家教学资源库（微知库《四书五

经选读》课程； 

3.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4.配备有基本设备的茶室、琴室、书

画室等国学实训室 

8 

大学

生职

业生

涯与

创新

创业

指导 

  1、素质目标 

  培养勤于思考、有效规划未来的职

业价值观，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

与创新创业能力。 

  2、知识目标 

  认识职业生涯，建立生涯与职业意

识，掌握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步骤，

掌握了解自我探索、环境探索的方式

方法，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

生涯规划书的制定与撰写，认识创新

创业，了解创新创业相关理论、形式、

政策法规，掌握团队创建的方式与方

法，熟悉创业环境探索的方法、渠道，

掌握从环境中发现创业机会的方式方

法，熟悉 所发现项目匹配的融资渠道

与方法，并且知道该项目落地成立公

司组建团队的基本求与方法，了解创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

创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法，

MBTI 性格类型理论，霍

兰德职业兴趣模型，价值

观和职业选择的关系，认

清自我的技能，掌握职业

环境探索的内容、方法，

职业生涯规划书的撰写，

创新创业与人生的关系，

创新创业者所需的能力，

组建创新创业团队，创业

环境分析的因素与方式

方法，创新创业项目调研

与选择的方式方法，创新

创业融资的渠道、方法及

注意事项，创新创业实际

1、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实践）

项目等多个校内外实践平台或活动 

2、蓝墨云班课、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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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的类型，掌握商业计划书撰写

的基本框架与要求，了解不同类型创

新创业企业组建的流程及运营管理，

了解职业选择的相关因素和就业形式

与就业渠道，做好职业准备，掌握求

职过程中简历和求职信的撰写技巧，

掌握面试的基本形式和面试应对要

点，了解学习与工作场所的差异、工

作中需要注意问题与具备的品质 

  3、能力目标 

  应用工具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

把握所学专业与未来理想职业的关

系，确立不同时期职业目标，并制定

相应行动计划，依据随环境变化科学、

有效的进行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

与修正，有效进行创业环境的分析与

探索，发现其中的创新创业机会并选

择有效的融资渠道与方式，科学组建

团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创新创

业实践活动为载体参与创新创业实

践，能够撰写一份规范的创新创业商

业计划书，能够依流程申请设立企业，

有针对企业的发展要求进行运营管

理，能准确的了解就业形式、政策与

渠道，能准确的撰写求职信与求职简

历、具备面试技能，在学生与职业人

士身份间进行心理调节，快速适应职

场环境。 

操作（商业计划撰写、公

司组建） 

  2、就业指导 

  选择职业，做好职业准

备，提高就业技巧，职业

适应与转换 

9 

应用

写作

实训、 

5  

通过《应用写作实训》课程学习，使

学生掌握以党政机关公文为核心的 OA

电子公文写作基础知识、格式 、技法、

行文规则等。能够一步到位，格式规

范，快速准确地写作以党政机关公文

为核心的常用电子公文。培养学生形

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和协作能力，提升

职业核心竞争力。 

主要内容： 应用文及其

写作过程、党政机关公文

办文、事务文书办文、财

经文书办文、常用文书办

文、应用写作综合技能实

战演练。 

 

教学内容项目化、实战化、任务化。

全面体现中小型企业办文过程的项目

教学设计，使教学成为一个完整的“OA

办文业务实践流程”，将纷繁复杂的

理论学习转化为的生动有趣的“办文

工作模拟实训”。 

10 

军事

理论

教育 

  1、素质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认务和强军目标

根本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提升学生国防意识和军事素

养，为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建设

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2、知识目标 

  让学生了解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增强

国防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忧患危机

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

基因、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 

1、中国国防：国防概述、

法规、建设，武装力量，

国防动员 

2、国家安全：国家安全

概述、形式，国际战略形

式 

3、军事思想：军事思想

概述，外国军事思想，中

国古代军事思想，当代中

国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战争概述，

新军事革命，机械化战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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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信息化战争 

5、信息化装备：信息化

装备概述，信息化作战平

台，综合电子信息系统，

信息化杀伤武器 

11 

军事

技能

训练 

  1、素质目标 

  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令行禁止、

团结奋进、顽强拼搏的过硬作风。提

高安全防护能力，培养分析判断和应

急处置能力，全面提升综合军事素质。 

 2、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的主

要内容掌握队列动作的基本要领，了

解格斗防卫基本知识卫生救护基本要

领，了解战备规定、紧急集合、徒步

行军、野外生存的基本要求方法和注

意事项。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练：

共同条令教育，分队的队

列动作。 

2、设计与战术训练：轻

武器射击，战术。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护

训练：格斗基础。 

现场教学 

 

 

（二）专业（技能）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建筑结构 

在实际工程中熟练运用结构

构造知识的能力；分析和处理

实际施工过程中遇到的一般

结构问题的能力、识读建筑结

构施工图的能力等。 

 

常见结构体系的认知荷载的概念、 分

类与计算砌体结构材料及基本设计 

原则， 砌体结构常见基本构件的设计

混凝土结构材料及基本设计原则， 混 

凝土基本构件的设计钢结构材料及基

本设计原则， 常见钢结构构件及节点 

设计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体系与节点

深化设计 混凝土结构平法施工图识

读 

多媒体教室、建筑

力学知识 

2 建筑构造 
培养学生建筑构造设计

的技能 

建筑分类、 等级与组成； 建筑构造

效能和工作原理； 基础构造、墙体构

造、楼板构造、门窗构造、 屋顶构造、

楼梯及其他垂直交通设施构造、基本

装饰 构造、装配式建筑构造；建筑节

能构造；单层工业厂房构造 

具有建筑构造设计

的能力、能将建筑

构造设计绘制成构

造图纸 

3 
建筑施工技

术 

能根据施工图纸和施工实际

条件，选择和制定常规工程合

理的施工方案，编写一般建筑

工程施工技术交底；根据建筑

工程质量验收方法及验收规

范进行常规工程的质量检验。 

常见基础施工，常见砌体工程施工，

钢筋的加 工、绑扎与安装，模板的设

计、铺设与拆除，混凝土的配合比设

计、运输、 浇筑、振捣与养护；常见

屋面的排水与防水施工， 楼地面的防

水施工， 室内外一般装饰的施工， 脚

手架搭设，构件吊装与运输， 装配式

混凝土结构施工 要点；装配式建筑施

工；BIM 技术在施工中的应用 

多媒体教室、建筑

施工综合实训室 

4 建筑施工组 掌握工程施工技术管理、 施工方案的编制原理与基本规则 施 本课程采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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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质量管理、进度管理、资源管

理、现场管理和信息管理的基

本方法和主要内容，初步具备

一定的施工组织管理能力。 

工进度计划的编制与应用；施工现场

的 规划布置与现场平面图绘制；BIM

技术在施工管理中的综合应用 

做一体化，理、实

一体化教学模式。 

5 工程测量 
能应用仪器熟练的进行施工

测量与建筑变形观测。 

水准仪、经纬仪、全站仪、测距仪的

功能、构造、应用、调试与安装；距

离测量，水准测量原理与方法，高程

测设与抄平测量；水平角、竖直角的

观测，水平点位与设计水平角的测设，

倾斜与位移观测；应用全站仪进行施

工测量 

本课程是“教、学、

做”一体化教学课

程 

6 
建筑工程计

量与计价 

能够依据施工图纸、工程

定额、清单计价规范、工程量

计算规则、价格信息进行建筑

工程项目的计量与计价。 

定额的概念、种类与应用；工程量与

建筑面积计算规则及方法，建筑及装

饰 工程的工程量计算，工程量清单计

价的方法和程序；定额计价的方法和

程序，投标报价的基本概念，投标报

价的编制；工程计量 BIM 应用；装配

式建筑计量与计价。 

本 课 程 采 用

教、学、做一体化，

理、实一体化教学

模式。 

7 

建筑工程计

量与计价实

训 

正确使用定额和计价规范 ，

进行相应的工程量计算及合

理确定造价。 

 

计算“三线一面”等重要的基础数据；

列项并计算工程量，并进行复核；组

合所计算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按照

指定的计价程序取费，汇总单位工程

价格；填写单位工程工程量清单报价

表，装订成册，形成预算成果。 

本课程采用教、

学、做一体化的教

学模式。 

8 

建筑工程质

量检测 

 

全面了解质量管理的基本理

念和方法，树立良好的质量意

识和严格执行质量合格标准

的自觉性，掌握在实际建筑工

程施工过程中质量控制与质

量检测的基本知识技能。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基础知识；质

量检测常用工具；地基与基础、主体 

工程、屋面工程、装饰装修工程质量

验收；单位工程 质量验收和质量员、

资料员的工作职责等内容。 

多媒体教室 

9 
建筑施工组

织实训 

；掌握工程施工技术管理、质

量管理、进度管理、资源管理、

现场管理和信息管理的基本

方法和主要内容，初步具备一

定的施工组织管理能力。 

 

采用项目教学法对流水施工和网络计

划技术、施工准备、质量方案、质量

方案、专项施工方案、分部分项施工

方案、施工总进度计划等进行实训 

本课程采用教、学、

做一体化，理、实

一体化教学模式。 

10 
结构计算软

件应用实训 

具有正确阅读理解建筑工程

图样的能力；正确使用 PKPM

应用软件的操作能力；培养按

照施工图绘制标准进行工程

图样校正的能力。 

PMCAD 建筑模型的初步建立、建筑结

构模型的补充和修改、画结构平面施

工图、PK 计算数据输入、结构计算、

PK 施工图绘制、图形编辑、打印及转

换 

PKPM 软件、建筑制

图和建筑结构知识 

11 
建筑工程资

料管理 

具备施工现场资料管理编

写、收集和整理能力，初步具

备资料员的职业能力。 

工程准备阶段文件编制与管理，工程

监理资料编制与管理，施工资料编制

与管理，建筑工程质量验收 

多媒体教室、电脑

室 

12 
装配式建筑

施工 

初步运用装配式建筑施工工

艺、施工方法进行现场施工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制作工艺、技术

方法、运输、吊运和现场施工要点，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制作和施工质量

控制 

多媒体教室、建筑

施工综合实训室 

13 施工图识读 熟练阅读并理解建筑和 建筑施工图的识读、结构施工图 工程项目的建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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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审实训 结构施工图；综合建筑和结构

施工图的识读，编写自审报

告。 

的识读、施工图会审实训。 结构施工图 

14 
工程招投标

与合同管理 

规划工程招投标工作；能编制

资格预审文件、发布资审公

告；具备工程合同的综合管理

能力；具有一定的信息收集和

处理能力。 

认识建筑市场、工程项目招标方工作、

工程项目投标方工作、建设工程合同

管理工作 

 

广联达招投标软件 

 

15 建筑力学 

初步具备结构内力、应力

及位移的分析计算问题能力，

能对一般的建筑工程问题进

行初步分析为后续的一些专

业课程提供一定的力学基础。 

力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平衡计算、

静定结构的内力分析、杆件的强度计

算、杆件刚度及位移计算 

多媒体教室 

 

16 建设法规 

能正确运用建设法规对工程

实际案例进行合理分析。 

建设法规概述；城乡规划法律制度；

土地管理法律制度；建设工程招投标

法律制度；建筑法；建设工程合同管

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法律制度；工

程建设执业资格法规；工程建设标准

法规。 

多媒体教室 

17 
建筑工程施

工管理 

具备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四

控、两管、一协调”能力。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概论；建筑施工项

目生产要素管理；施工项目进度管理

能力；施工项目质量管理；建筑施工

项目成本管理；建筑施工项目职业健

康、安全与环境管理；建筑施工项目

信息与资料管理；建筑施工项目风险

管理。 

多媒体教室 

18 BIM 建模 

使用 BIM技术进行简单建筑模

型创建并运用到实际工程项

目中。 
 

建筑结构机电等专业的 BIM 模型创

建、掌握相关软件操作及流程、几大

专业模型中的整合与链接、族的基本

概念和创建等。 

BIM 实训室 

19 
BIM 技术应

用实训 

使用 BIM技术进行简单建筑类

型的平、立、剖面设计的基本

方法并运用到实际设计中。 

 

 

BIM 应用相关软件介绍和功能详解、

视图处理、布图出图、详图大样的绘

制、BIM 模板与统计、渲染动画，视

频制作、施工模拟，进度控制等。 

BIM 实训室 

20 
建设工程材

料检测实训 

熟悉常用的试验设备，熟练掌

握常用建筑材料的试验操作

技术及有关的技术规范，了解

试验数据分析和处理的一般

方法；熟悉常用建筑材料的主

要技术要求。 

水泥试验、混凝土骨料试验、混凝土

拌和物试验、混凝土试验、水泥砂浆

等。 

建设工程材料检测

设备 

21 建筑 CAD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 CAD技术绘

制建筑图纸的技能 

AUTOCAD 的基本绘图命令及命令的快

捷方式；图形对象的基本编辑方法；

图层的生成和管理的基本方法；字样

式和标注样式的创建与编辑方法；图

纸输出的设置方法 

 

AUTOCAD 绘图软件 

 

22 
民用建筑设

计 

培养学生评价建筑、从事

小型建筑设计的技能 

建筑平面设计原理和设计方法；建筑

立面设计原理和设计方法；建筑剖面

设计原理和设计方法 

多媒体教室 

23 
工程预算电

算化实训 

能利用广联达预算软件进行

工程量的计算、价格的计取与

项目造价的汇总。 

 

利用 GCL 图形软件进行图形算量；利

用 GGJ 钢筋软件进行钢筋用量算量；

利用 GBQ 计价软件进行工程项目计

价与组价。 

本课程采用教、学、

做一体化，理、实

一体化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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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建筑结构 

学  期 2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30 实践学时 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建筑结构的基本

设计原则  

建筑结构的基本概念、分类、特点及应用；钢筋和混凝土的

力学性能；建筑结构的功能要求和极限状态，极限状态设计

方法的原理及各种指标的取值原则。  

讲授法、案例法 

钢筋混凝土结构

构件 

钢筋混凝土各种结构构件的基本构造要求，钢筋混凝土受弯

构件单筋矩形截面承载力计算，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和

偏心受压构件的复核，钢筋混凝土构件的挠度计算和裂缝宽

度验算。  

讲授法、案例法 

杆件配筋现场教学 

钢筋混凝土梁板

结构 

现浇钢筋混凝土肋形楼盖设计要点，井字楼盖和无梁楼盖的

构造特点，钢筋混凝土板式楼梯和梁式楼梯的构造。钢筋混

凝土阳台的类型和构造特点。 

讲授法、案例法 

钢筋混凝土肋形楼盖结构现

场教学 

钢筋混凝土楼梯、阳台结构现

场教学 

多层与高层钢筋

混凝土房屋 

常用结构体系，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框架-

剪力墙结构的受力及配筋特点。 

房屋抗震知识简介 

砌体结构 砌体的类型及其力学性能，墙、柱的高厚比验算，圈梁、过

梁与挑梁的受力及构造特点。 

讲授法、案例法 

砌体结构现场教学 

 

钢结构 钢结构的焊接方法，角焊缝及对接焊缝的构造，螺栓连接的

构造要求、受力性能，钢结构轴心受力构件和受弯构件的构

造要求。 

讲授法、案例法 

 

 

能力进阶 

第三阶段 

综合技能培

养 

建筑力学 BIM 建模 

 

装配式建筑施

工 

 

第五阶段 

综合能力培养 

毕业顶岗实

习与毕业实

习报告 

 建筑构造 

建设法规 

建筑工程质

量检测 

 

建筑施工技术 建筑工程计

量与计价 

 

工程招投标与合

同管理 

 
 

建筑结构 
结构计算软件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四阶段 

拓展能力培

养 

第二阶段 

单项技能培养 

第一学期 

 

建筑 CAD 

建筑材料 建筑施工组

织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工程测量 

建筑工程施

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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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说明： 

教学中，在充分应用讨论教学法、自学辅导教学法、参观教学法、练习教学法等传统教学方法基础上，大胆进

行教学方法创新，主要有： 

（1）螺旋渐进教学法。使用该方法，旨在使具有渐进规律的教学内容（如钢筋混凝土构件承载力计算等）的

教学步步为营，举一反三。教学中，通过教师巧妙的教学设计，使教学内容由浅入深，由简到繁，不断上升，直至

达到教学目的。 

（2）实践导向教学法。针对本课程实践性较强的特点，专业课程采用了“实践——理论——实践”的组织模

式，即认识实习、工种训练——理论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同时，对施工图识读、脚手架设计计算等实践性强的

教学内容，也采用了先实践后理论的教学方法。 

（3）探究式教学法。使用该方法，旨在激发学生主动观察、思考、阅读、动手的兴趣，进而分析、总结客观

规律，既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又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中，由教师事先提出先导问题，引导学

生课后观察、量测或查阅资料，然后结合谈话教学法、讨论教学法，在问答、讨论基础上得出答案。该教学法使学

生成为了教学活动的主体，形成了学生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的开放性学习氛围。 

（4）直观教学法。此方法适用于抽象的概念和较复杂的结构类型、构造等教学内容。教学中，充分利用视频、

动画、三维图形、实物模型、实物照片等手段以及现场参观、实习实训等教学环节，使抽象问题直观化，复杂问题

简单化，同时将工程中容易出现的结构问题在各种实物模型中体现出来，有效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教学做合一”教学法。此方法用于钢筋混凝土楼盖、砌体房屋设计计算等较复杂的教学内容，将部分

内容放到课程设计、大作业中教学，做到边教、边学、边做，不但有利于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且节省教学时间，

提高效率。 

 
核心课程 2 建筑施工技术 

学  期 2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土石方工程 

1、土石方工程量的计算 

2、土方工程的机械化施工 

3、土方填筑与压实 

4、深基坑施工 

5、基坑降水 

讲授 

1.土方工程场地平整土方工程量计算 

2.土方施工方案 

3.基坑降水施工方案 

地基与桩基础工程 

1、常规地基处理技术 

2、软土地区地基处理技术 

3、水泥土桩施工技术 

4、 预制桩施工工艺 

5、灌注桩施工工艺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采用集中讲

授、动态教学、分组实训等方法教学,编制施工

方案。 

钢筋混凝土结构工

程 

1、模板工程 

2、钢筋工程 

3、混凝土工程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采用集中讲

授、动态教学、分组实训等方法教学,编制施工

方案。 

砌筑工程 

1、砌筑材料 

2、砌筑施工 

3、砌筑工程的运输和脚手架 

4、砌筑工程的质量及安全技术 

5、砌筑工程常见的质量事故及处理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采用集中讲

授、动态教学、分组实训等方法教学,编制施工

方案。 

预应力混凝土工程 
1、先张法 

2、后张法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采用集中讲

授、动态教学、分组实训等方法教学。 

装配式施工 

1、装配式施工程序 

2、起重机具 

3、工业厂房的结构安装工艺 

4、结构安装的质量要求及安全措施 

5、装配式施工常见的质量事故及处理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采用集中讲

授、动态教学、分组实训等方法教学。 

防水工程 

1、屋面防水工程 

2、地下防水工程 

3、卫生间防水施工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采用集中讲

授、动态教学、分组实训等方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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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工程 

1、抹灰工程 

2、饰面工程 

3、油漆、刷浆工程 

4、裱糊工程 

5、装饰工程常见的质量事故及防治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采用集中讲

授、动态教学、分组实训等方法教学,编制施工

方案。 

BIM 技术在施工中

的应用 

1.BIM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平面布置中的

运用 

2.BIM 技术在基础工程中的应用 

3.BIM 技术在模板工程中的应用 

4.BIM 技术在砌筑工程中的应用 

在 BIM 实训室采用集中讲授、动态教学、分组

实训等方法教学。 

 

教学实施说明： 

课程实施需要建筑工程施工校内实训室、建筑工程施工校外实训基地、建筑工程施工相关的录像和动画、建筑

工程施工模型、建筑工程施工实际工程资料与案例、与建筑工程施工相关的网络资源等。 

本课程需要到广州市建工集团等多家施工企业进行实训教学，同时聘请企业专家任兼职教师，给学生讲授施工

知识和工作体会；充分利用本行业典型的企业的资源进行产学合作，录制建筑工程现场施工录像，提供多种教学资

源。 

本课程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创设理实一体的学习情境。校内培养与学生校外实践相结合。 

 

核心课程 3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 

学  期 3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30 实践学时 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建筑工程计量与

计价的基础知识 

2、基本建设概述； 

2、建筑工程计价：计价模式；工程量清单计价；工程量

清单计价规范； 

3、工程建设定额，劳动、材料与机械台班消耗量定额； 

4、工程量的概念；工程量的作用；工程量计算的依据；

工程量计算的方法。 

综合利用建筑工程施工图、工程定

额、教学课件、任务单、网络资源、

采用集中讲授、课堂讨论等方法教

学。 

建筑与装饰工程

量计算 

1、基础工程量的计算； 

2、主体工程量的计算； 

3、装饰工程量的计算； 

4、装配式工程量的计算； 

5、措施项目工程量的计算。 

在教学现场，综合利用建筑工程施

工图、建筑工程标准图集、建设工

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计算器、多

媒体教学设备、教学课件、软件、

任务单、资讯单、实施单、检查单、

评价单、网络教学资源等工具与媒

体采用集中讲授、案例分析、课堂

讨论、分组练习、引导文等方法教

学。 

建筑与装饰工程

量清单定额工程

量计算与工程量

清单组价 

2、各分项工程的单价分析与汇总； 

2、各措施项目的单价分析与计算基础； 

3、依据清单计价规范编制汇总工程项目清单总价； 

在教学现场，综合利用建筑工程施

工图、建筑工程标准图集、建设工

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计价定额

及配套文件、造价信息、计算器、

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学课件、软件、

任务单、资讯单、实施单、检查单、

评价单等网络教学资源采用集中

讲授、案例分析、课堂讨论、分组

练习、引导文等方法教学。 

预算电算化 电子计算机计量与计价的意义；电子计算机计量与计价

软件（图形算量软件、钢筋计量软件、计价软件）的应

用。 

在多媒体实训室提供成套施工图

纸，、网络资源，集中指导，理实

一体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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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说明： 

1、在教学模块和教学方案设计时组织职业技术教育教学专家、专业教师、建筑行业施工和管理一线专家一起

设计，充分体现工学结合、案例引导、项目导向、任务驱动。以校企合作为基础，深入到建筑类的大中型企事业单

位进行调研，与企业技术骨干一起，分析课程对应职业岗位的工作任务为：对建设工程项目进行招标标底、工程预

算、投标报价、工程结算的编制及工程造价的审核等。 在此基础上形成学习领域并转化成具体的学习情境，采用

课堂讨论、实际案例、施工现场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等教学模式和方法。  

      2、以工程造价的形成过程为导向，确定行动领域为：收集编制依据→划分项目计算元素→对各元素计量与

计价→确定项目综合造价。  

      3、以真实的工作任务为载体，顺应行业企业发展要求，确定学习的知识领域为：用预算定额计价法编制施

工图预算和应用预算软件进行计价等 

      4、在实施过程中，以职业能力培养为重点，理论联系实际，采用案例教学、任务驱动教学、多媒体等

教学方法；采用现场观摩、模拟实验、体验式教学活动；采用交互式、开放式自主学习，逐步培养实践应用能力。  

      5、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使用各种现代教学手段。应用信息技术手段的教学效果良好，

授课信息量较大，较好地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图文并茂，学生容易理解有关概念和施工过程；授课内容层次清晰、

重点突出，学生容易掌握。  

      6、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促使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在教学质量评价上，本课程注重全面考查学生

的素质，而不是仅仅考察学生所掌握的知识多少。考察的内容有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养，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

和表现出的合作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等。  

教学过程中，以各种不同的建筑功能和结构为练习，通过自主学习和相互学习及调研分析等方式来训练学生

的独立思考能力、协作攻关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知识融通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等。并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校内操作

训练、企业现场参观、认识实习、专业实训、顶岗实训等多种教学组织形式，来培养学生的建筑工程造价文件的编

制和审核能力。教学效果评价采取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点评价学生的职

业能力、职业意识与职业态度。 

 

 

核心课程 4 建筑施工组织 

学  期 3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流水施工和网络

计划技术 

4、流水施工组织方式 

5、流水施工、网络计划技术的基本原理、参数 

6、各类流水施工（全等节拍流水施工、成倍节拍流水施

工、异节拍流水施工、无节奏流水施工）组织方式。 

4、网络图的基本概念与绘制、时间参数计算、网络图的

排列、合并、详略组合 

讲授流水施工和网络计划技术编

制方法和计算方法。采用图纸展

示、图纸与规范对照、案例分析等

方法教学。 

 

施工准备 5、 施工现场人员准备 

6、 施工现场准备 

7、 技术准备 

8、 现场生产资料准备 

5、《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案例、现行政策法规、

现行技术规范等。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

采用集中讲授、动态教学、分组实

训等方法教学。 

质量方案 1、划分施工区段； 

2、确定施工程序； 

3、确定施工起点、流向； 

4、主要施工方法的选择： 

5、施工机械的选择。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

采用集中讲授、动态教学、分组实

训等方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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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技术方案 4、安全目标及方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生产施工

规范 

5、质量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 

6、安全管理细则的主要内容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

采用集中讲授、动态教学、分组实

训等方法教学。 

专项施工方案 1、土石方开挖工程 

2、基坑支护工程 

3、基坑降水工程 

4、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等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

采用集中讲授、动态教学、分组实

训等方法教学。 

分部分项施工方

案 

1、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准备工作计划； 

2、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进度计划； 

3、各项资源需求量计划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

采用集中讲授、动态教学、分组实

训等方法教学。 

施工总进度计划 2、 编制说明 

2、施工进度（总进度和分进度）计划表 

3、单位工程施工计划的分析及控制措施 

4、网络计划及重要节点。 

在建筑技能实训基地或施工现场

采用集中讲授、动态教学、分组实

训等方法教学。 

 

教学实施说明： 

加强对学生实际职业能力的培养，强化基于工作过程的案例教学和任务教学，注重以任务引领型项目引发学生

兴趣，使学生在完成典型任务活动中学会理解与执行一个中小型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以学生为本，注重“教”

与“学”的互动，通过施工组织设计案例的理解、施工进度计划的管理、理会施工平面图布置等项目活动，由教师

提出要求并示范，组织学生进行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训练理解工作计划、执行施工方案、领会平面布置等的能力。

注意职业情境的创设，以多媒体、录像、校内教学型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动态示教等教学方法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和分

析问题的职业能力。教师必须重视实践教学，探索基于工作过程的职业教育模式，为学生提供自主发展的时间和空

间，积极引领学生提升职业素养。 

 

核心课程 5 建筑构造 

学  期 2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接触建筑构造 掌握建筑和构成建筑的

基本要素 

了解建筑构造基本知识 

建筑构造现场认知 

掌握建筑和构成建筑的基本要素 

活动：了解建筑分类、等级与组成 

了解建筑构造基本知识 

活动一：学生了解建筑构造设计的要求、步骤和工作方法 

活动二：学生总结参观体会和构造设计的原则和要点 

建筑构造现场认知 

活动：学生在建筑现场认知建筑各个构件的构造，教师在现场讲

解 

民用建筑构造 基础与地下室构造设计 

墙体构造设计 

楼地层构造设计 

楼梯构造设计 

屋顶构造设计 

门窗构造设计 

变形缝设计 

基础与地下室构造设计 

活动一：学生观看基础施工现场图片和模型，总结基础构造做法 

活动二：学生观看地下室施工现场图片和模型，总结地下室防水

做法，对地下室方式例子作出分析给出自己的防水方案 

墙体构造设计 

活动一：学生观看墙体施工现场图片和模型，总结墙体构造做法 

活动二：参观建筑实例变形缝的设置，给出一栋建筑要求学生布

置其变形缝 

活动三：给出条件，要求学生设计一个合理的墙体构造方案，并

绘制墙身构造图纸 

楼地层构造设计 

活动一：学生观看楼地层施工现场图片和模型，总结楼地层构造

做法 

活动二：给出条件，要求学生设计一个合理的楼地层构造方案 

楼梯构造设计 

活动一：学生参观楼梯、观看施工现场图片和模型，总结楼梯构

造做法 

活动二：给出尺寸，要求学生自己设计一个楼梯，并绘制楼梯构

造图纸 

屋顶构造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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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一：学生观看屋顶施工现场图片和模型，总结屋顶构造做法 

活动二：给出条件，要求学生设计一个合理的屋顶构造方案，并

绘制屋顶构造图纸 

门窗构造设计 

活动一：学生参观门窗实例和观看不同类型门窗施工，总结门窗

构造做法 

活动二：给出尺寸，要求学生设计合理的门窗方案，并绘制成图 

变形缝设计 

活动一：学生通过图片认知变形缝的种类和设缝原因 

活动二：学生讨论变形缝设缝的构造设计要求，并总结变形缝构

造要点 

工业厂房构造 单层工业厂房设计 

多层工业厂房设计 

单层工业厂房设计 

活动一：学生了解单层工业厂房特点、定位轴线标定 

活动二：单层工业厂房平面、剖面关系 

多层工业厂房设计 

活动：学生了解多层工业厂房特点、定位轴线标定 
 

教学实施说明： 

课程将建筑划分六大构件，每个构件设置一个教学单元，每个教学单元通过教学任务形成一系列的教学设计。

在重点的教学单元中还设置了以实际工程项目为基础形成的教学项目。各个实训项目逐项展开环环相扣，学生在一

个一个完成实训项目的过程中对建筑构造设计有全面的了解并掌握建筑构造设计技能。装配式建筑的构造做法讲解

贯穿在六个构件教学和实训的过程中进行。单层厂房构造设计作为单独的教学单元进行讲解。教学中教师还提供多

段建筑设计和建筑施工教学短片和图片方便学生学习。 

 

核心课程 6 工程测量 

学  期 1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24 实践学时 4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测 量 的 基 本 工

作、原理 

1.地面点位的确定方法和测量工作的程序、特点和要

求；2.高程、大地水准面和独立平面直角坐标系列的

概念。 

讲授 

水准测量 1、水准仪的使用方法、水准测量的实施方法及内业数

据处理方法。2、水准仪的检验、水准仪的校正。3、

水准测量误差来源及消减方法。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学

习情境模拟练习 

角度测量 1、经纬仪的构造、使用。2、水平角的定义；3、水平

角的测量方法。4、竖直角的定义；5、.竖直角的测量

方法。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学

习情境模拟练习 

距离测量与直线

定向 

1.距离测量的方法；2.距离测量的光电测距法、ＧＰ

Ｓ相对定位及直线定向其他方法(真方位角、磁方位角

法)；3.水平距离概念。4、方位角的概念；5、水平距

离测量的精密钢尺量距法及坐标方位角的计算与推算

方法。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学

习情境模拟练习 

全站仪的使用 1、全站仪的坐标测量方法和全站仪的坐标放样方法 2、

全站仪的坐标测量方法和全站仪的坐标放样方法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学

习情境模拟练习 

小区域平面控制

测量 
1.控制测量的组织原则和测量方法； 

2.控制测量、导线测量、三角测量的概念； 

3.导线测量内、外业工作的全部内容。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学

习情境模拟练习 

小地区高程控制

测量 1、四等水准测量的观测方法； 

2、四等水准测量的计算和检核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学

习情境模拟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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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比例尺地形图

识读和应用 
1.地形图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2.解析法确定多边形的面积； 

3.地形图在工程建设中的各项应用内容。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学

习情境模拟练习 

施工场地的控制

测量 1.施工测量、施工控制测量的内容；2.施工控制测量

的概念；3.简单建筑物、构筑物的测设方法。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学

习情境模拟练习 

 

教学实施说明： 

1、基于对建筑工程的工作岗位能力分析，该课程是测量员必须掌握的内容。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将《工程测

量》课程分解成“测量基本技能”、“控制测量及误差”、“全站仪 GPS 点位坐标测量和放样”、“地形图测绘与

应用”“建筑工程测量”几个项目，再将这几个项目分解成若干个任务，进行授课，使学生通过几个项目的掌握，

完成该门课程的学习任务。 

2、开展“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注重实践性教学环节，促使学生在自主探索实践中培养解决问题能力、创新

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职业生涯关键能力和职业素质养成，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铺路石”精神。 

3、将工程实践中的测量新技术引入课程教学，注意与 EXECL、CASIO、AutoCAD、全站仪、GPS 等新技术新仪器

的结合；结合建筑施工测量的内容，组织现场教学。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表一、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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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课程学时分配表（附表二） 

实践教学项目

1 2 3 4 5 6 （单独设置项目）

1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2 54 18 * √ 4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4 72

1、

2、

2 022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4 72 54 18 √ 4 2 222000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动 2 36
1—

4

3 0220009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1

4 0620059 信息技术（international,technoly） 2 36 18 18 4

5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1.5 27 18 9 1.5 5

6 402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Career

Development And Guide to Occupation）
2 36 18 18 1.5 0.5 6

7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7

8 4320011 应用写作实训(Applied writing training) 2 36 26 10 * √ 2 8

9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9

19.5 351 245 106 11 11 1 8 144

扩展能力

模块
6 108 54 54 2 2

1 3685560 工程测量（Engineering Survey ) 4 72 24 48 ** √ 4 1 3685558

建筑CAD实训(Construction

Computer Aided Design

Training )

1.5 27 1 1 ▲

2 2535687 BIM建模(BIM modeling) 3 54 36 18 *▲ 3 2

7 126 60 66 0 3 1.5 27

1 3685556 建筑构造（Architectural structure） 2 36 18 18 ** √

2

1 2587462

工程材料检测实训

（Architecture

Materials Test

Training)

2.5 45 12 1 ▲

2 3685557

建筑结构（Building structure）

2 36 30 6 ** √

2

2 2587456

结构计算软件应用实训

(Structural Calculation

Software Training）

2.5 45 12 3 ▲

3 3685559
建筑施工技术（Build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2 36 18 18 ** 3 3 2587457

施工图识读与会审实训

（Construction Drawing

Reading and Review

Training）

3 54 14 2 ▲

4 3685562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and pricing)
2 36 30 6 ** 2 4 2587461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实训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and pricing Training)

2 36 9 3 ▲

5 3685561
建筑施工组织(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2
36 18 18

** √ 2 5

6 3685565
建筑力学（Building mechanics  ）

2 36 30 6 * √ 2 6

7 3685564 建设法规(Construction regulations)
2 36 36

* √ 2 7

14 252 180 72 0 9 6 0 10 180

1 1 3587941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业实

习报告（Graduation (top

post) internship and

graduation internship

report）

18 324 18 4

18 324 18

1 5647828
建筑工程质量检测(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quality inspection)
2 36 36 * √ 2 1 8935480

建筑工程资料管理实训

（Construction project

data management

training）

2 36 9 2 ▲

2 5647830
装配式建筑施工(Assembly Building

Construction)
2 36 30 6 *

2

2 8935455

工程招投标实训

（Engineering Bidding

Training）

2 36 15 3 ▲

3 5647838
建筑工程施工管理(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2 36 30 6 * √ 2 3 8935479

工程预算电算化实训

（Project budget

computerized training）

3 54 14 3 ▲

4 5647833 民用建筑设计(Civil building design) 2 36 30 6 * 2 4 8935478
BIM技术应用实训（BIM

Application Training）
2 36 9 3 ▲

8 144 126 18 2 2 4 0 9 162

54.5 981 665 316 23 26 25 46.5 837

考试方

式

学

期

序

号

学

时
周数

核心

课程

小计

专业能力

拓展模块

小计

课程代码

3

实践

专业

（技

能）课

程

2

教学模块

理论 学分

小计

课堂教学

学期周学时数
学分

学

时

4

序

号

附件2：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二)

小计

考核

方式

综合实践教学

小计

序

号
课程代码

核心

课程

小计

合计

1

课程名称

小计

公共基

础课程

（必修

课）

内容
课程类

型

小计

2

说明：1、*为职业素养核心课程；    2、**为专业技能核心课程；    3、▲为“教学做一体化”课程；   4、“√”为考试周课程；

      5、《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课程课外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6.《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课外学习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7.入学教育按学校校历安排。

基本素质

与能力

在4个学期内完成

小计

小计

专业群平

台课程

(必修)

2

单项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合计

公共选修课（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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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小计 

学分 学时 比例 

理论教学 37 665 36.58% 

实践教学 64 1153 63.42%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27.5 495 27.23% 

专业（技能）课 50.5 909 50.00%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6 108 5.94% 

专业（技能）课 17 306 16.83% 

总学时/学分 101 1818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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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能力具有较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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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兼职教师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

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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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二）教学设施  

1.专业教室基本条件 

专业教室一般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

境，并实施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

显，保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外实训室基本要求 

校内实训室应体现真实的职业环境，体现本专业领域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实

训设备应优先选用常用工程设备。 

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为: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等实训活

动，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已具备实训

条件如下表： 

类 型 实训基地（室）名称 主要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校内 
建筑材料实训室 建筑材料实训 建筑材料 

工程测量实训室 工程测量实训 工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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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制图实训室 工程制图实训 工程制图 

材料力学实验室 建筑力学实训 建筑力学 

BIM 实训中心 BIM 建模实训 BIM 技术应用 

校外 

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技术课程实训与

企业教学 
建筑施工技术 

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实训与企业教学、毕业

实习 
工程监理、项目管理 

广州建成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招投标、工程造价课程实训 工程招投标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结构设计 建筑结构、结构 CAD 

广州市建筑装饰行业协会 
建筑施工技术课程实训与企业

教学 
建筑施工技术 

广州秉木技术公司 BIM 实训与企业教学、毕业实习 BIM 技术应用 

敏捷地产 
建筑施工实训与企业 

教学、毕业实习 
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最新出版的，体现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的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的教

材进入课堂。建立专业教师、行业专家和教研人员等参与的教材选用机构，完善教材选用制度，

经过规范程序择优选用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 

图书文献配备应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需要，方便师生查询、借阅。专

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园林绿化、园林植物、园林苗圃、观赏园艺、景观设计等专业图书，并不

断更新。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软件、数

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能满足教学要求。 

 

（四）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课程性质、教学内容与要求灵活采用下列教学方法。  

1.任务驱动法 

根据企业实际岗位的知识、技能和职业素养要求以及典型工作任务分解，把课程要求掌握的

职业技能分为不同的实际工作任务，学生自己或在教师指导下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然后

进行具体的操作，教师引导学生边学边做完成相应的“任务”。学生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学

习、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综合应用的能力，实行教、

学、做的一体化。 

2.项目教学法 



68 

 

根据职业岗位要求，将课程内容分成几个工作项目，以每一个完整的项目作为教学导向，模

拟真实的工作环境，把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融为一体，增强教学过程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引导学

生围绕项目开展自主学习和探索，着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创新意识与合作精神，在完成项目

的过程中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与职业技能。 

3.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把实际过程中的真实情形加以典型化处理，形成学生思考和决断的案例，在教

师的指导下，通过组织学生讨论一系列案例，运用多种方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提出解决问题的

方案，使学生掌握有关的专业技能、知识和理论，从而达到教学目的的一种教学方法。课程教学

中要求根据教学目的、内容和要求，以案例所提供的材料和问题为中心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见解，

做出判断和决策，藉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能使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

主体，从而形成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的开放式学习氛围。 

4.情景教学法 

情景教学法是通过设计出一系列真实性、准真实性具体场合的情形和景象，让学生亲身参与、

感受教学内容的一种开放式教学方法，其特点是言、行、情三者融为一体，核心是激发学生的情

感。一般由创设情景、确定问题、自主学习、协作学习、效果评价等几个环节构成，主要有角色

扮演、行为实践、多媒体设备创设情景等方式。在课程中采用情景教学法能调动学生积极性，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触景生情、活跃思维，融会贯通所学知识，更加深刻地理解语言之外

所传递的信息，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5.理实一体化教学法 

理实一体化教学法是理论与实践同步进行的一种教学方法，在课程教学中将实践操作和理论

知识在同一时间、地点有机融合，将实训室和课堂融为一体，教师按照教学要求，有计划地指导

学生进行理论知识学习与实践操作。理实一体化教学不仅能够加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还能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将理论融合于实践中，以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反馈中又能加强对理

论知识的理解。 

6.讨论式教学法 

讨论式教学法指教师在分析教学目标的基础上，精心设计某一问题，并指导学生在讨论中各

自发表意见，以寻求问题答案，从而使学生的能力得到锻炼的一种教学方法。讨论式教学法能够

有效活跃课堂气氛，较好地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批判能力、自学能力、合作能力和自我认知能

力，使学生改变保守的学习心态，体会分享的快乐，并且在讨论中更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

运用。 

7.自主学习法 

为了充分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自主学习能力，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通

常给学生留思考题或对遇到一些生产问题，让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自主学习的方式寻找答案，提出

解决问题的措施，然后提出讨论评价。 

（五）学习评价  
根据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以能力测评为主，突出能力培养，建立以职业能力为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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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化、全过程性的考核评价体系。以就业为导向、以生为本，充分发挥课程考核评价的导向、

检验、诊断、反馈、激励等功能，达到以考促学、以考促教、以考促练、以考促改的目的。一般地，

根据专业课程的类型、性质和教学内容，参照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引入职业资格标准、行业企业技

术标准或技术规范，科学设置考核内容以及灵活选用考核评价形式，考核评价的主体可根据实际情

况选择任课教师、企业指导教师、行业技术专家、学生等人员。 

课程的考核以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形成性考核”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性考核占

20-50%，（其中包括训练、作业、实训大作业等），期末考试成绩占 50-80%。 

（1）突出过程评价，在教学中分任务模块评分，结合课堂提问、小组讨论、实际操作、课后

作业、任务考核等手段，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考核，并注重平时考核。 

（2）强调目标评价和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引导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 

（3）强调课程结束后的综合评价，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和创造力，注重考核学生动手能力和

在实践中认识问题好分析问题的能力。 

（六）质量管理  

1.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制度，完善课堂教

学、教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以及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方面质量标

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 

2.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诊

断与改进，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

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3.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毕业生就业

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4.专业教研组织应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一）组群逻辑 

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产业链，打造智慧城市建设高水平专业群。充分利用物联网

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及 BIM 技术为传统建筑业和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赋能，实现 BIM+、智能+

与城市建设协同，实现智慧建造转型升级。以广州城市建设职业教育集团和广联达数字建筑产业

学院为产教融合平台，整合校企行政在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资源，以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

市建设为载体，在专业群实施“一体两翼、三链融合”发展战略，把握智慧城市建设产业对人才

的中高端需求，打造以市政工程技术为龙头，建筑工程技术、古建筑工程技术、园林技术为支撑，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为运维载体的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专业群。全力推行“1+X”证书制度，探索

在 BIM 技术和装配式建筑方面实现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重构专业群课程体

系，培育专业群特色和核心竞争力，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和技术技能服务。

专业群的建设与发展，将以建筑信息化为平台，以 BIM 技术为手段，整合工程施工教学资源，

构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教学应用和服务平台，集聚各专业优势共同发展。共同打造粤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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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城市建设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和创新服务平台，实现为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作

贡献，为国家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建设提供新经验。 

（二）专业群  

名称 智慧城市建设专业群 

群内专业 1、市政工程技术 2、建筑工程技术 3、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4、园林技术 5、古建筑工程技术 

核心专业 市政工程技术 

群内 

资源共享 

（1）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依托国家骨干专业和省级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市政工程技术专业群和广州城市建设职业

教育集团，以及国家级生产型实训基地现代城市建设与服务公共实训中心，专业群开设了工

程制图、工程 CAD、工程测量、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BIM 技术五门专业群平台课程，共

享“工学交替、实境育人、四岗渐进、能力递增”的人才培养模式，专业群共建课程，实现

协同发展。 

（2）专业群师资共享 

专业群内专任教师师资共享，建立校企“互派、互聘”机制，共建专兼结合的“双师型”

教学团队。 

（3）专业群基地共享 

①广州城市建设职业教育集团（共享平台）； 

②现代城市建设与服务中心（校内基地）； 

③房地产与物业实训中心（校内基地）； 

④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校外基地）； 

⑤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校外基地）。 

（三）专业特色 

依托校企社政合作建立的广州城市建设职业教育集团，以服务珠三角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

构建服务于广州现代城市建设的特色专业。把职业道德培养和职业素质教育贯穿于专业性人才培

养全过程，以学生未来就业的岗位能力作为人才培养目标, 实施“工学交替、四岗渐进、能力递

增、实境育人”的培养模式。通过与广州城市建设职教集团各成员单位的产学研进行合作，重视

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加强实训、实习教学环节，以保证达到学生未来从事职业岗

位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职业能力的要求。 

十.【创新创业教育】 
在广州城市建设职业教育集团平台上，成立 BIM生产性实训中心，创办 BIM创业项目孵化基

地,利用校企合作企业的科研优势、产业优势，为大学生提供创业的优良环境。开设《BIM应用技

术》、《装配式建筑施工》等课程, 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课程体系中，围绕创业主题，开设相关

课程，积极推动 BIM技术应用与发展，引进企业导师教学，倡导参与式教学；以鼓励学生创新思

维为导向等。 

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平台，传授学生具体的创业技能。通过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讲座，以

及各种竞赛活动等方式，形成以专业为依托、以项目和社团为组织形式的创业教育实践群体。 

十一.【第二课堂】 
1.以国学活动（讲座、读书、文化活动等）为代表的体现文化素质教育的学习和其他形式活

动。 

2.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3.学生的各种社团活动、文体活动。 

4.学生参与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为形式的课外实践活动。 

5.学生参与学校和合作企业组织的就业指导和专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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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公益与社会志愿者活动。 

7.通过参加学校的艺术节、电影文化节、才艺比赛等活动，加强学生的美育教育。 

8.成立 BIM创新创业中心，让感兴趣的学生参与进来，成为学生创新创业的孵化中心。 

十二.【资格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 
（一）通用能力证书 

1.高等学校职业英语能力认证证书 

2. 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考试一级或二级证书 

（二）建议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工程测量员职业资格证；施工员培训证、监理员培训证；资料员培训证；助理造价师；BIM

技术员、BIM 技术工程师等。  

十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二年制）学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所有课程，取得必修课 73  学分（创新社

会实践活动  2 学分），专业选修课  17  学分，公共选修课  6  学分， 总学分 

达  96   学分（学时达 1728   ）方可毕业。 

   编制人：宋向东 

审定人：雷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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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专业代码：540701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3 年 

四.【职业面向】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珠三角地区房地产企事业单位的营销策划、经纪代理、价格评估、不动产运营管

理等工作岗位群，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创新创业精神，掌握房地产策划、投资、开发、经营、

管理、服务等理论知识，具备营销策划、经纪代理、资产评估、运营管理等专业技能，能胜任互

联网+与智能+时代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一线岗位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结构 

（1）思想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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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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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职业素质 

具有良好的岗位适应能力、心理承压能力和公关沟通能力；具有较强的责任感、事业心和团

所属专业

大类（代

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或技术

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

级证书举例 

土木建筑

大类（54） 

房地产类 

（5407） 

房地产业 

（ K70） 

房地产服务人员

（4-06） 

评 估 专 业 人 员

（2-06-06） 

房地产营销策划 

房地产经纪代理 

房地产价格评估 

物业经营管理 

房地产策划师（初级）房

地产经纪人协理 

建（构）筑物消防员 

物业管理师（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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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精神、合作精神；具有从事房地产营销策划、经纪代理、价格评估、物业管理等职业岗位（群）

对应的职业综合素质。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①掌握形势与政策、国学精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职业英语、

计算机应用基础、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代表的文化知识。 

②掌握工程 CAD、房屋建筑构造、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BIM 技术等专业（群）平台必

需的专业文化知识。 

（2）专业知识 

①掌握房地产经济、房地产法规、房地产宏观调控等专业基础知识。 

②掌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地产经纪实务、新媒体营销策划、公关礼仪与

消费心理、互联网+房地产等营销策划岗位方向的专业知识。 

③掌握房地产投资分析、物业运营策划、物业管理实务、城市更新实务、互联网+社区 O2O

运作等不动产运营管理岗位方向的专业知识。 

④掌握房屋建筑构造、建筑识图、建筑工程预算、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房地产估价实务

等不动产价格评估岗位方向的专业知识。 

⑤掌握互联网+与智能+时代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支

撑的房地产新业务，以及专业领域创新创业的理论、内容、方法和实战技巧。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①能准确识图，利用 CAD 绘制简单的房屋建筑图纸。 

②能识别排查房屋建筑内部给排水、消防、电气智能化设备。 

③通过公关礼仪系统训练，能迅速判断和分析客户消费心理。 

④能应用 BIM 技术解决房地产运营管理领域的技术问题。 

⑤具备创新创业意识和初步的创新创业能力。 

（2）职业专门能力 

①房地产营销策划职业能力 

房地产营销策划方案制订能力；能应用大数据等技术进行房地产市场调查分析；会应用互联

网等新技术采集房源；能在资深专业人士指导下开展房地产整合营销；价格谈判与促成交易技能；

熟练应用法律法规签署和管理房地产交易合同等技能；房地产投资顾问咨询与价款测算技能；按

揭贷款操作技能；不动产权证办理等不动产业务代办技能；一二手渠道联动技能；房地产中介门

店管理技能。 

②不动产运营管理职业能力 

商办物业、新兴地产策划与招商运维能力；房地产投资分析与方案比选能力；社区 O2O 运

营技能；小区治安保卫管理、园林绿化管理、车辆管理、卫生保洁管理、物业本体及物业设备维

护管理能力；制定物业管理各种规章制度和解决物业纠纷能力；物业信息化管理、物业设备管理

技能、客户关系管理、物业管家服务技能；城市更新运营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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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不动产评估职业能力 

估价业务拓展与正确表述估价目的能力；正确选择估价方法能力；受理估价委托与签订房地

产评估协议能力；房地产市场调查与现场查勘能力；房地产价格评估测算技能；各类估价报告撰

写与纠错能力；估价资料归档与查阅能力；工程计量与计价能力；大数据采集处理等新技术应用

能力。 

（6）职业拓展能力 

公关礼仪、消费心理、交际口才、市场调查、开发报建、基于互联网+、智能+时代的适应能

力、对房地产法规政策的正确解读能力。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序号 培养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房地产营销

策划（营销经

理、策划主

管、房地产经

纪人、联动专

员）★ 

在房地产营销策划与经纪代

理机构从事市场调查与分析、

营销策划、顾问咨询、经纪代

理、房屋租售、按揭贷款及不

动产登记等岗位工作。 

①市场调查与分析技能；②政

策法规解读技能；③房源采集

与客源开拓技能；④整合营销

技能；⑤新媒体营销技能；⑥

合同与信息管理技能；⑦投资

咨询与价款测算技能；⑧权证

办理技能；⑨渠道联动技能。 

房地产法规 

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营销策划 

新媒体营销策划 

房地产经纪实务 

公关礼仪与消费心理 

互联网+房地产 

2 

不动产运营

管理（项目经

理、客户经

理、社区管

家） 

在各类居住、商业、办公、公

益性房地产项目、物业服务企

业、城市更新机构、长租公寓

等存量不动产运营机构从事

项目策划、招商运营、资产管

理、设施管理、公共关系、客

户服务等岗位工作。 

①不动产项目运营策划技能；

②物业资产管理、设施设备管

理技能；③城市更新技能；④

物业经营与社区管理技能；⑤

公关维护与客户服务技能；⑥

投资分析与方案比选技能；⑦

社区 O2O 运营技能。 

物业管理实务 

物业运营策划 

城市更新实务 

建筑智能化技术 

房地产投资分析 

互联网+社区 O2O 

3 

不动产评估

（项目经理、

估价师、造价

员） 

在房地产、土地或资产评估机

构从事项目拓展、市场调查、

现场勘查、分析测算、报告撰

写等岗位工作，或在工程造价

咨询机构从事计量计价工作。 

①协议拟定与签订技能；②现

场调查与查勘技能；③数据处

理、价格调查与测算技能；④

报告撰写技能；⑤计量与计价

技能；⑥造价软件操作技能；

⑦资料归集与查阅技能。 

工程 CAD 

BIM 技术 

建筑工程预算 

BIM 计量与计价实训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房地产估价实务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

律基础 

   1、素质目标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

质和道德素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

职业素养和法律素养。 

   2、知识目标 

   引导大学生理解掌握思想道德

修养的基本内容、理论、原则，帮

助大学生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

掌握相关法律基础知识。 

   3、能力目标 

   教会大学生正确看待各种生活

问题、人生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方

法，培养大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1、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与训练（理

想信念、人生价值、爱国主义和核

心价值观） 

2、道德素养的培养与训练（个人

品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

美德规范和意识）              

3、法律素养的培养与训练（法律

规范和法律意识） 

本课程是中宣部、

教育部规定的对全日

制普通高校大学生进

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育的公共必修课，是对

大学生系统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

主阵地。  

要求针对大学生

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思

想、道德和法律问题，

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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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创新发展的能力。 

道德观和法治观教育，

引导大学生提高思想

道德素养和法律素养，

成长为自觉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概论 

   1、素质目标 

   树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实现中国梦

的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辩

证思维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进程及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深刻理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内容及对当今中国发展的

重要意义。 

   3、能力目标 

   具有大是大非的辨别能力，准

确使用相关政治用语的能力，具有

一定的信息收集与甄别能力，运用

理论分析解释社会现象的能力。 

10、 毛泽东思想 

11、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1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教师：中共党员；

不仅具有比较深厚的

理论功底，充分了解世

情、国情和民意，熟悉

大学生的思想实际。 

教材：中宣部指定

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 。 

信息化手段：BB 

平台；各类手机教学平

台与电子资源库。 

3 
形势与政

策 

1、素质目标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当前的世情、国情，党和

政府的最新政策。 

3、能力目标 

提高理解和应对新形势的能

力，为毕业后走向社会做好准备。 

涵盖国际国内涉及政治、经济、文

化、军事、外交、国际战略等各主

题的重大问题 

本课程学习有线上学

习与线下学习两种模

式，学生必须同时完成

线上学习任务和线下

作业，学期考核方能合

格。 

4 体育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

和团队合作的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项目的技术

动作,了解身体的生理健康指标和

心理健康指标、常见运动损伤和预

防、女性生理期运动预防、合理的

运动处方,熟练掌握一定的体育裁

判法和体育竞赛的组织与管理，以

及体育竞赛的鉴赏。 

   3、能力目标 

   制定合理的运动处方，可以控

制身体在健康范围内,参与不同规

模的体育比赛，保持适度的体育竞

技水平,组织不同规模的体育比

赛,能够执裁一定级别的体育比

赛，懂得鉴赏体育竞赛，参与并指

导社区的体育事务。 

 

  1、体育理论和健康知识 

  2、体育实践项目 

  田径，篮球，足球，排球（气排

球），乒乓球，羽毛球，体育艺术

类项目（健美操、体育舞蹈、瑜伽），

太极，健身。 

1、室内外体育运动场

所 

2、影像投影室 

3、体育竞赛观赏平台 

4、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5、学生体能测试查询

平台 

6、阳光长跑 APP 

 

5 
职业英语

1、2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及

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 

  认知 3000 个英语词汇，500 个

与职场相关的英语词汇、句型,了

解时间管理、职业规划、创业、产

品及公司介绍、招聘与评估、销售

1、基础模块：日常的英语听说、

自主学习，交互英语听说。 

2、职场英语模块：规划未来、创

办公司、公司介绍、职场沟通、产

品介绍、求职招聘、联系业务、推

销产品和服务、电子商务、商业调

查、商务差旅、参加会展等 

3、综合拓展模块：强化训练和英

语考证模拟训练。 

1、网络数字语言实验

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BB 学习平台 

4、蓝墨云班课、超星

学习通等教学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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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营销、商务旅行、会展等相关知

识。 

  3、能力目标 

  能听懂日常和职场活动中的英

语对话,能用英语进行基本交流,

能阅读一般题材的英文资料,能完

成英语应用文写作,能借助词典英

汉互译业务材料。 

6 信息技术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提高

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信息化

处理工作的意识和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 Windows 的操作系统的功

能，掌握计算机网络和安全基本知

识以及 Internet 基本知识，掌握

Word、Excel、PowerPoint 软件的

使用方法。 

  3、能力目标 

  能使用操作系统对文件和文件

夹进行正确的创建、修改、删除及

查找工作，能使用 Word 进行日常

的文件录入与编辑工作，绘制表格

和图形，能使用 Excel 进行数据表

格录入与编辑，并对表格进行统计

分析与管理，能使用 PowerPoint

制作会议、报告、汇报、培训等演

示文稿，能使用网络进行简单的电

子商务活动，收发电子邮件，传输

电子文稿。 

 

1、计算机硬件、软件的基础知识 

2、信息检索和信息安全的知识 

3、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 

4、Windows 操作系统的操作技能 

5、OFFICE 的文字处理 WORD、电子

表格处理 EXCEL、演示文稿制作

PowerPoint 的操作与应用技能 

6、Internet 的使用技能，包括文

件上传下载、电子邮件收发的使

用。 

1、教学场地要求： 

全部教学在电脑机房

上课，进行知识点讲

解、实践指导、动手实

验。 

授课采用投影+课件，

以边讲、边看、边做、

边讨论等多种形式相

结合教学手段。 

2、教学环境要求： 

网络化多媒体计算机

实 训 室 、 局 域 网 、

Windows 10 系 统 、

Office 2016 、 IE8.0

浏览器、等应用软件。 

3、师资要求： 

课程主讲教师要求具

有丰富的计算机应用

基础教学经验，能动态

掌握目前计算机行业

基础知识的更新和变

化，责任心强。 

课程教学团队要求：本

课程为全校公共基础

课程，学生人数多，教

学团队至少 5 人以上。 

7 国学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的意识，自觉

运用国学经典智慧解决现实生活

中的困惑,自觉在日常生活中践行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审

美和人文素养，形成 1 项传统技艺

爱好,具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知识目标 

  能说出国学的基本概念、特质及

其在当代的价值，掌握儒家思想的

发展脉络、主要典籍及其代表人

物，理解儒家思想的主要旨趣，熟

读《大学》《论语》等儒家经典，

知道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和经典

著作，了解道家关于宇宙人生的核

心思想，熟读《道德经》，了解佛

家的基本知识及其中国化的历程，

理解佛家智慧、慈悲等概念的内

涵。 

  3、能力目标 

  能养成正本清源读原典的学习

习惯，具备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国传

统思想中的主要概念和思想内涵

的能力，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及沟

通能力，具备反省自我身心状况的

能力，能自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对

社会现象具有较准确的分析和判

1、理论教学 

包括绪论、儒家的人生智慧、道家

的人生智慧与佛家的人生智慧等

内容，具体设计为知理、守礼、明

德、知耻、立志、好学、孝亲、诚

信、敬业、自然、无为、智慧、慈

悲等教学模块（每模块 1-2 学时），

可根据不同专业特点选择使用。 

2、实践拓展教学 

分为四个模块，包括城市国学讲坛

（3 学时）、雅艺体验（2 学时）、

岭南文化调研或其他国学实践类

活动（2 学时）、综合实践项目（2

学时）。 

1、多媒体课室； 

2.国家教学资源库（微

知库《四书五经选读》

课程； 

3.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4.配备有基本设备的

茶室、琴室、书画室等

国学实训室 



77 

 

断能力。 

8 

大学生职

业生涯与

创新创业

指导 

  1、素质目标 

  培养勤于思考、有效规划未来的

职业价值观，具备创新精神、创业

意识与创新创业能力。 

  2、知识目标 

  认识职业生涯，建立生涯与职业

意识，掌握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步

骤，掌握了解自我探索、环境探索

的方式方法，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

法及职业生涯规划书的制定与撰

写，认识创新创业，了解创新创业

相关理论、形式、政策法规，掌握

团队创建的方式与方法，熟悉创业

环境探索的方法、渠道，掌握从环

境中发现创业机会的方式方法，熟

悉 所发现项目匹配的融资渠道与

方法，并且知道该项目落地成立公

司组建团队的基本求与方法，了解

创业企业的类型，掌握商业计划书

撰写的基本框架与要求，了解不同

类型创新创业企业组建的流程及

运营管理，了解职业选择的相关因

素和就业形式与就业渠道，做好职

业准备，掌握求职过程中简历和求

职信的撰写技巧，掌握面试的基本

形式和面试应对要点，了解学习与

工作场所的差异、工作中需要注意

问题与具备的品质 

  3、能力目标 

  应用工具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

知，把握所学专业与未来理想职业

的关系，确立不同时期职业目标，

并制定相应行动计划，依据随环境

变化科学、有效的进行个人职业生

涯规划的反馈与修正，有效进行创

业环境的分析与探索，发现其中的

创新创业机会并选择有效的融资

渠道与方式，科学组建团队，以“互

联网+”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实践活

动为载体参与创新创业实践，能够

撰写一份规范的创新创业商业计

划书，能够依流程申请设立企业，

有针对企业的发展要求进行运营

管理，能准确的了解就业形式、政

策与渠道，能准确的撰写求职信与

求职简历、具备面试技能，在学生

与职业人士身份间进行心理调节，

快速适应职场环境。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法，MBTI 性

格类型理论，霍兰德职业兴趣模

型，价值观和职业选择的关系，认

清自我的技能，掌握职业环境探索

的内容、方法，职业生涯规划书的

撰写，创新创业与人生的关系，创

新创业者所需的能力，组建创新创

业团队，创业环境分析的因素与方

式方法，创新创业项目调研与选择

的方式方法，创新创业融资的渠

道、方法及注意事项，创新创业实

际操作（商业计划撰写、公司组建） 

  2、就业指导 

  选择职业，做好职业准备，提高

就业技巧，职业适应与转换 

1、中国“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实

践）项目等多个校内外

实践平台或活动 

2、蓝墨云班课、超星

学习通等教学 APP 

9 
军事理论

教育 

  1、素质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

目标根本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学生国防意识

和军事素养，为实施军民融合发展

战略和建设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2、知识目标 

  让学生了解掌握军事基础知识

增强国防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忧

患危机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1、中国国防：国防概述、法规、

建设，武装力量，国防动员 

2、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概述、形

式，国际战略形式 

3、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概述，外

国军事思想，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当代中国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战争概述，新军事

革命，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 

5、信息化装备：信息化装备概述，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78 

 

传承红色基因、提高学生综合国防

素质。 

信息化作战平台，综合电子信息系

统，信息化杀伤武器 

10 
军事技能

训练 

  1、素质目标 

  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令行禁

止、团结奋进、顽强拼搏的过硬作

风。提高安全防护能力，培养分析

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全面提升综

合军事素质。 

 2、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

的主要内容掌握队列动作的基本

要领，了解格斗防卫基本知识卫生

救护基本要领，了解战备规定、紧

急集合、徒步行军、野外生存的基

本要求方法和注意事项。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练：共同条

令教育，分队的队列动作。 

2、设计与战术训练：轻武器射击，

战术。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护训练：格

斗基础。 

现场教学 

 

11 

心理健康

教育与训

练 

  1、素质目标 

  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遇到

心理问题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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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知识目标 

  了解心理学有关理论和基本概

念；明确心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

了解大学阶段人的心理发展特征

及异常表现；掌握自我调适的基本

知识。 

  3、技能目标 

  掌握自我探索能力，心理调适技

能及心理发展能力；提升人际交

往、情绪管理、挫折应对、时间管

理等能力。 

 

4、心理健康知识概论（心理健康

基本知识） 

2、心理过程与调适（学习心理调

适、情绪管理） 

3、生活与成长（人际交往、恋爱

与性心理）              

4、挫折与生命教育（挫折应对、

生命教育） 

 

8、智慧树学习平台 

9、学生心理健康信

息化管理平台 

3、大学生心理健康活

动与技能竞赛等校内

外实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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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技能）课程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工程 CAD 

培养学生的识图和绘图

能 力 ， 使 学 生 了 解

AutoCAD 软件操作的相关

知识，能够利用该软件进

行辅助设计或制图作业。 

建筑制图相关规范；AutoCAD

软件操作基本技能；建筑平面

图绘制；建筑立面图绘制；建

筑剖面图绘制；建筑详图绘制

等。 

以项目教学为载体，引入职业技

能鉴定要求，师生加强互动，加

大实践课时，充分利用校内实训

条件培养实际动手操作能力。 

2 
工程招投标

与合同管理 

能编制资格预审文件和

完成资审准备，能协助完

成项目评审工作；诚实守

信、认真负责，具有信息

收集和沟通处理能力。 

了解招标投标法内容；熟悉招

投标方式、流程、范围；认识

建筑市场；工程项目招标方工

作；工程项目投标方工作；工

程合同管理工作。 

建立工程交易实训中心 

；安装广联达招投标软件；应用

使用数字化教学资源；引入具有

一线实际操作经验的兼职教师。 

3 BIM 技术 

传递 BIM+新思维方式和

应用价值，学习主流 BIM

软件土建建模的操作方

法和应用技巧，培育良好

的信息素养。 

BIM 概述；常用 BIM 软件介绍；

Revit 基本操作；轴网标高及参

照平面创建；墙体、柱、梁、

板、天花、屋顶、洞口、楼梯、

散水、坡道等创建；体量创建；

族类型、族创建；场地创建；

结构建模；对象动画与漫游。 

建设 BIM 综合实训条件和多媒体

教室；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五步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

通过课件、视频展示，边讲、边

看、边操作，实现“教学做”一

体化。 

4 房地产经济 

能应用房地产经济理论

分析房地产市场波动现

象及房地产调控政策对

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房地产经济基础、区位理论、

供求关系、房地产市场、价格

理论、房地产周期、产权与住

房制度、房地产调控政策等。 

多采用互动式、案例分析教学方

法，理论与实际结合，多提问多

互动讨论，激发学生思考。 

5 房地产法规 

了解房地产法律体系和

基础知识；掌握物权法的

基本理论及其现实应用；

能准确判断和分析常见

的房地产法律纠纷案例；

培育良好的法律素养。 

认识法律法规；物权法及其应

用；中国土地制度；房地产开

发经营、土地征用与城市房屋

拆迁、规划与工程建设、房地

产交易与合同管理、物业管理

法律制度；房地产纠纷处理。 

多采用情景式、互动式、任务驱

动式教学方法；多引入真实案例，

实施“混合式课堂教学；建设房

地产法律法规案例库；建设信息

化课程教学资源。 

6 
房屋建筑构

造 

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

力和思维能力，掌握建筑

构造原理和构造方法，从

而形成对房屋建筑构造

和房地产产品的认知能

力，适应岗位需求。 

房屋建筑构造认知；民用建筑

基础、柱、墙、梁、板、楼地

面、屋面、楼梯、电梯及门窗

构造知识；房屋建筑平面布局

及其优化。 

以真实工程为载体，实施理实一

体化教学，通过对校园建筑物及

周边商住楼栋进行现场分析，使

学生掌握建筑物相关构造，为后

续课程学习奠定基础。 

7 
房地产开发

经营 

全面了解房地产开发经

营的性质、内容和程序，

掌握房地产开发经营的

运行机制和市场规范，培

养学生必要的理论素养

和实际操作能力。 

房地产开发经营的工作内容；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项目可

行性分析；开发项目融资；开

发项目用地获取；房地产开发

前期工作；开发项目的实施和

管理；房地产经营；房地产税

费；物业管理概述。 

聘请熟悉房地产开发操作流程的

兼职老师；建设多媒体教室和专

业实训条件；最好由房地产开发

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的“双师型”

教师讲授实践性环节。 

8 
房地产估价

实务 

熟悉房地产估价的工作

内容和各项工作流程，掌

握从事房地产估价的基

本知识，使学生具备从事

房地产估价工作内容和流程；

房地产现场查勘；市场调查；

市场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

假设开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

主要采用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

法、案例教学法、情景教学法，

结合房地产估价师职业资格标准

和企业真实估价案例，突出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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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的理论知识

和实操技能。 

正法等估价方法及其测算；撰

写房地产和土地估价报告。 

培养，体现职业特色。 

9 
房地产投资

分析 

理解掌握房地产投资环

境分析、市场分析、基础

数据分析、财务分析等知

识和技能，能够撰写房地

产投资分析报告。 

房地产投资分析基础、投资环

境分析、资金时间价值、经济

评价指标、基础数据分析、项

目财务分析、房地产投资决策、

房地产投资分析报告撰写等。 

通过教、学、做一体化体系，按

照工作过程，以项目为引领，任

务为驱动，技能训练为切入点，

学做合一。 

10 
房地产经纪

实务 

灵活掌握房地产经纪知

识，能办理典型房地产经

纪业务和促成各类租售

交易，培育良好的职业道

德。 

房地产交易流程；一次性付款

业务办理；按揭与抵押业务办

理；一二手联动业务办理；合

同管理、信息处理与门店管理；

房地产经纪技能训练等。 

多采用情景式、互动式、任务驱

动式教学方法；引入职业资格标

准和企业真实案例，实施“课证

合一”教学；突出技能培养。 

11 
房地产营销

策划 

理解房地产营销的基本

理论、方法及技巧，树立

营销意识，培养在营销策

划岗位方向的实战技能。 

房地产策划流程、营销环境分

析、客户需求分析、市场细分、

目标市场与定位、产品策划、

项目营销策划、房地产营销实

务等。 

多采用情景式、互动式、任务驱

动式教学方法；引入企业真实案

例，突出技能培养，体现职业特

色。 

12 
新媒体营销

策划 

通过本课程学习，掌握新

媒体环境下房地产项目

策划和项目创意技术，培

养解决完整项目的策划

与创意能力，为从事房地

产营销策划在理念、技术

和方法上打好基础。 

数字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

流媒体等新兴媒体的传播方

式、特点；策划原理与方法；

媒体创意与策划；图书、广播、

电视创意与策划；新媒体、流

媒体、自媒体创意与策划；利

用相关软件制作房地产营销策

划作品并有效融合。 

逐步建设新媒体综合实训软件条

件，完善多媒体教学环境；采用

“五步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

实现“教学做”一体化；采用分

组设计、团队协作方式进行项目

设计和展示交流。 

13 
互联网+房

地产 

了解互联网+房地产的新

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

式，掌握互联网+房地产

的有关知识和方法，为从

事房地产工作，开展创新

创业等提供条件。要求具

备创新创业意识和初步

的创新创业能力。 

“互联网+”国家战略；“互联

网+”技术与应用：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AI）、区块

链 技 术 、 物 联 网 技 术 、

VR\AR\MR；互联网+房地产应用

场景：长租公寓、民宿客栈、

众创空间、网络经纪人、全民

经纪人、社区 O2O、智能家居等；

“互联网+”创新创业。 

教学内容设计突出重点，突破难

点，突出应用性，注重个人体验，，

强调举一反三，学以致用，重视

利用视频、图片、案例、专题文

献等多元化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兴

趣，拓展学生视野，培育创新创

业意识。 

14 
物业管理实

务 

掌握物业管理法规、物业

设备管理、物业经营、物

业服务等专业知识和物

业管理各种业务的实操

技能。 

创建物业服务企业、获取物业

服务项目；物业项目前期介入、

物业项目接管验收、业主入伙、

日常物业服务技能；日常物业

经营、物业项目管理的实操能

力；物业企业管理、物业服务

质量管理业务技能。 

多采用情景式、互动式、任务驱

动式教学方法；引入职业资格标

准和企业真实案例，实施“课证

合一”教学；突出技能培养，体

现职业特色。 

15 
物业运营策

划 

掌握物业社区和物业经

营项目的策划设计、方案

编制、项目实施、运营管

理的综合能力。 

制定经营管理制度、市场调查

分析、编制物业经营方案、策

划组织实施经营活动能力；洽

谈供应商、签订经营合作协议、

策划物业经营项目、人员培训

安排、业务开展实操技能；物

业经营项目宣传推广、市场营

采用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法、项目导向法、工学

结合教学法，需要多媒体教室和

网络环境来完成理论教学和课程

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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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品牌建设、业务拓展运营

策划技能。 

16 
互联网+社

区 O2O 

掌握互联网生态下社区

O2O 的运营技能，解决好

平台开发建设、技术应

用、商业整合、客户引流，

社区合作，客户关系建

设，社区资源利用等各个

方面的技能。 

熟悉社区 O2O 的基本背景和运

营知识，了解社区 O2O 商业模

式，熟悉运用社区 O2O 的营销

模式，掌握社区 O2O 的 APP 开

发管理技能，分析社区 O2O 的

用户体验，能开展社区 O2O 的

商家合作和物业企业合作，开

发社区 O2O 的盈利渠道。 

采用多媒体演示、讨论式教学、

情境式教学、案例教学等教学手

段，需要多媒体教室和网络环境

来完成理论教学和课程实训。 

 

（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本次人才培养方案的基本体系架构为：课堂教学模块和综合实践教学

两个模块，本人才培养方案中总计开设课程门数 42 门，课程学分总计 147 学分，总学时数为 2646

学时。其中理论教学 30 门课程，合计 89 学分，1602 学时；实践教学 12 门课程，合计 58 学分，

1044 学时；人才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例为 57.03%。学生必须修满本人才培养方

案附件一（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中全部课程对应的 147 学分方可毕业，包括公共必修课、专业

必修课、公共选修课、专业选修课中所列的全部学分和学时。 

课堂教学模块构成说明：包括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其中，公共基础课程包括

两个部分，基本素质与能力模块（必修课）10 门课程，25.5 学分，459 学时；扩展能力模块（选

修课）10 学分，180 学时。专业（技能）课程包括六个部分，分别是专业群平台必修课（3 门课

程，8 学分，144 学时）、单项技能必修课（6 门课程，16.5 学分，297 学时）、综合技能 A 岗位

方向必修课（4 门课程，11.5 学分，207 学时）、B 岗位方向必修课（3 门课程，8 学分，144 学

时）、专业能力拓展选修课（4 门课程，9.5 学分，171 学时）。 

综合实践教学模块构成说明：包括体育、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动、军事技能训练、专业

认知实践、互联网+创新创业技能实训，以及各职业岗位方向技能实训课、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与毕业实习报告等 12 门实践课程。 

具体课程路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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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经纪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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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

实

习

与

毕

业

实

习

报

告 

企业教学 

（学生三选

一：房地产营

销策划综合实

训、不动产运

营管理综合实

训、不动产评

估综合实训） 

新媒体营销策划 

互联网+房地产 

 

房地产估价实务 

物业管理实务、建

筑智能化技术、互

联网+创新创业技

能实训 

房地产营销策

划、建筑工程预

算、、公关礼仪

与消费心理 

城市更新实务、互

联网+社区 O2O 

第四阶段 

拓展能力培养 

第二阶段 

单项技能培养 

职业英语 

职业生涯规划 

房地产经济 

房地产法规 

工程 CAD、 

房屋建筑构造、 

BIM 技术、 

专业认知实践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82 

 

 

 

 

 

 

 

 

物业运营策划 建筑工程识图实训、房

地产经营管理技能实训 

工程招投标与合

同管理 

第二、三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一、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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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房地产营销策划（含房地产营销策划实训） 

学期 3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54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  块 教学内容 活动设计 

基础模块：

认 识 房 地

产 营 销 策

划 

项目一 认识房地产营销策划 

➢ 描述置业顾问、策划专员的职业形象和工作内容 

➢ 按照设定条件设立房地产营销策划机构 

➢ 阐述置业顾问、策划专员执业规则和注意事项 

➢ 常见物品（如数码相机）推销训练 

➢ 准确计取房地产营销策划服务费用 

房地产项

目营销环

境分析与

市场定位

策划 

项目二 房地产市场调研 

➢ 分组比较北上广深最近一轮宏观调控政策的异同 

➢ 讨论房地产开发企业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差异 

➢ 分组归类消费者需求清单并举例说明 

➢ 列举 TOP10 开发商某一项目的消费者需求定位结果 

项目三 房地产市场定位 

➢ 学生分组列举并讨论某一制定住宅、商铺、写字楼楼

盘可以选择的户型和平面布局 

➢ 分组计算确定的户型、格局所对应的销售总价，讨论

分析不同消费者的购买承受能力与销售总价的对比

关系，引申出市场细分的参数及依据和目标市场 

➢ 分析不同目标市场人群的需求特点 

➢ 分组讨论开发商在房地产项目开发中的预期目标，讨

论其实现难度和可能性 

➢ 学生针对一个设定的具体项目或项目条件进行市场

细分，并分析项目的优劣势，讨论项目可能实现的开

发目标和不确定性 

➢ 讨论如何选择目标市场和确定项目目标市场定位 

➢ SWOT 分析工具应用案例分析 

房地产项

目营销组

合策划 

项目四 营销总体策略 

➢ 分组调查一个楼盘，完成楼盘调查表 

➢ 播放一个楼盘宣传动画，分组讨论该楼盘营销总体策

略的主要内容 

项目五 房地产产品策略 ➢ 分组讨论给定房地产项目产品规划的内容 

项目六 房地产渠道策略 

➢ 分析调查指定楼盘代理信息：有无代理机构、代理机

构等级、代理效果，讨论楼盘在销售渠道选择时的原

则和注意事项 

项目七 房地产宣传推广策略 

➢ 调查统计指定楼盘近期一周或半个月在主要媒体上

宣传次数、频率、主要诉求点，调查宣传效果，跟踪

销售变化，讨论宣传推广策略的注意事项 

项目八 房地产价格策略 ➢ 讨论如何达到预期利润目标和如何调整定价策略 

项目九 营销组合技巧训练 

➢ 编写楼盘促销方案 

➢ 楼盘 VI 设计 

➢ 撰写一份房地产广告文案提纲 

房地产项

目营销计

划组织执

行与销售

管理策划

实施 

项目十 营销计划组织实施 
➢ 参观两个不同阶段的销售楼盘（每次一个），讨论楼

盘销售执行状况，归纳销售执行的工作内容 

项目十一 一手商品房代理业务办理 

➢ 熟悉代理项目 

➢ 客户群定位与联系 

➢ 现场接待 

➢ 销售谈判 

➢ 客户追踪 

➢ 签约 

➢ 入住 

房地产营

销策划合

同管理与

签约训练

项目十二 房地产营销策划合同签订 

➢ 房地产营销策划人学会推荐合同范本签约训练 

➢ 一线城市房地产营销策划服务合同签约训练 

➢ 一线城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签约训练 

➢ 其他房地产营销策划业务合同签约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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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项目十三 合同签约审查与风险防范 

➢ 审查合同主体资格与合同标的产权性质 

➢ 组织签订各类房地产委托代理合同 

➢ 准确解释各类交易合同与委托代理合同条款 

➢ 全面审查房地产营销策划合同风险条款 

➢ 客观分析格式合同条款对交易各方的影响 

房地产营

销策划业

务技能训

练模块 

项目十四 客户接待技巧训练 
➢ 打电话与客户沟通处理业务 

➢ 针对特定客户需求进行业务推介 

项目十五 谈判与促成交易技巧训练 

➢ 协商谈判技巧训练 

➢ 促成交易技巧训练 

➢ 灵活处理客户服务异议技巧训练 

项目十六 房地产营销策划人礼仪训练 

➢ 组织观看个人礼仪修养专题培训视频规范着装与仪

容仪表礼仪训练 

➢ 迎接、接待、送别客户礼仪训练 

教学实施说明： 

本课程以高职类房地产专业学生在房地产营销策划的核心就业岗位任务职责为导向，采用“项目导向、任务驱动”

教学模式。教学内容选取充分考虑教学内容与岗位工作任务的一致性，选取一个真实的主题楼盘营销项目，分解为

若干个典型工作任务作为教学载体，达到培养学生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目的，注重通过实战，训练学生在房地产

真实项目背景下的营销策划能力和销售活动技巧。教学过程中主要采用仿真实训教学法、任务教学法、案例教学法、

情境教学法、小组研讨法。课程教材应尽可能使用校本教材或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在实习实训环节尽可能选用真实

项目案例。本课程尽量采用启发式教学，注重对学习过程评价，过程考核综合体现综合评价和要素评价。 

 

核心课程 2 房地产经纪实务 

学期 3 总学时 45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  块 教学内容 活动设计 

基础模块：

认 识 房 地

产经纪 

项目一 认识房地产经纪： 

了解房地产经纪的概念，熟悉房地产经纪

人、房地产经纪机构、房地产经纪行业、

房地产经纪监管 

➢ 根据描述区分中介、经纪、代理、行纪、信托 

➢ 按照设定条件设立房地产经纪机构 

➢ 提交资料模拟完成经纪人协理注册 

➢ 阐述经纪人执业规则依法执业要点 

➢ 阐述行业自律准则并服从行政监管 

➢ 准确计取房地产中介服务费用 

一次性付

款交易业

务模块 

项目二 一手普通商品房交易业务办理：一

手商品房与房改房交易法规与交易惯例；

一手商品房交易操作流程 

➢ 根据业务操作指引准备各类业务办理文件 

➢ 办理一次性付款普通商品房交易指定业务 

➢ 严格按照房地产登记法律规定代理完成产权登记能

协调处理常见一手房地产交易法律纠纷 

项目三 二手普通商品房交易业务办理：房

地产权利性质、交易限制与交易业务分类

标准；二手商品房与房改房交易法规与交

易惯例；二手商品房与房改房交易操作流

程 

➢ 根据业务操作指引准备各类业务办理文件 

➢ 办理指定一次性付款二手房交易业务 

➢ 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办理房改房交易业务 

➢ 严格按照房地产登记法律规定代理完成产权登记 

➢ 能协调处理常见二手房地产交易法律纠纷 

➢ 根据法律规定与风险提示规避房地产交易风险 

➢ 协调处理常见二手房地产交易法律纠纷 

项目四 房地产交易税费咨询与测算： 

房地产经营的主要税费及计算方法；房地

产交易税费优惠与减免政策 

➢ 买方税费测算 

➢ 卖方税费测算 

➢ 房地产交易税费咨询 

项目五 广州市一、二手房网签系统使用训

练：广州市国土房管局一、二手房网签系

统操作演示与要点 

➢ 根据系统指引完成一手房网签程序操作 

➢ 根据系统指引完成二手房网签程序操作 

房地产按

揭与抵押

业务模块 

项目六 商业性按揭业务办理： 

抵押业务的类型及其注意事项；一、二手

商业按揭业务的操作流程；不同银行关于

按揭业务的特殊规定；按揭费用计取 

➢ 与客户谈判，促成交易，控制风险 

➢ 审查委托标的物，签订委托代理合同 

➢ 代办商业按揭贷款业务，熟悉转按揭业务 

➢ 代办房地产权属登记业务 

➢ 会计算税费、收取服务佣金 

项目七 公积金按揭业务办理： 

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条件；公积金贷款的一

➢ 审查委托标的物，签订委托代理合同 

➢ 代办公积金按揭贷款业务及混合按揭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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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操作流程；广州市公积金按揭贷款操作

实务 

➢ 代办房地产权属登记业务 

➢ 会计算税费、收取服务佣金 

项目八 担保业务操作办理： 

担保的性质与操作流程；担保业务操作风

险及其控制；转按揭业务新政及其影响 

➢ 办理新政下各类房地产担保业务 

➢ 会计算税费、收取服务佣金 

新建商品

房销售业

务模块 

项目九 新建商品房销售准备 

➢ 销售资料准备 

➢ 销售人员培训 

➢ 代理模式选择 

项目十 一手商品房代理业务： 

了解房地产专业知识；掌握房地产销售术

语；明确销售准备工作的要求；了解目标

客户偏好；掌握一手销售流程与相关法规 

➢ 熟悉代理项目 

➢ 客户群定位与联系 

➢ 现场接待 

➢ 销售谈判 

➢ 客户追踪 

➢ 签约 

➢ 入住 

项目十一 二手中介代理普通商品房、商

铺、写字楼销售： 

了解房地产专业知识；掌握房地产销售术

语；掌握房地产商圈调研知识；明确销售

准备工作的要求；了解目标客户的偏好；

掌握二手销售流程与相关法规 

➢ 楼盘信息收集与管理 

➢ 客户吸纳模式 

➢ 客户接待技巧 

➢ 谈判操作模式 

➢ 客户追踪与销售目标修正 

➢ 签约 

➢ 物业交收 

房地产经

纪合同管

理模块 

项目十二 房地产经纪合同签订： 

全面认识房地产中介合同的风险点与风险

控制点；明确签订房屋买卖、居间、代理

合同的注意事项；会填写各类房地产交易

合同推荐文本 

➢ 房地产经纪人学会推荐合同范本签约训练 

➢ 一线城市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签约训练 

➢ 一线城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签约训练 

➢ 其他房地产经纪业务合同签约训练 

项目十三 房地产经纪合同签约审查与风

险防范： 

熟悉合同主体、客体；理解合同成立、生

效与解除条件；掌握房地产经纪法律地位

及合同风险；了解房地产经纪合同示范文

本内容和格式与法律规定；掌握签订房屋

买卖、居间、代理合同的注意事项；掌握

各类房地产交易合同条款的审查要点 

➢ 审查合同主体资格与合同标的产权性质 

➢ 主持签订规范的三方合约 

➢ 组织签订各类房地产委托代理合同 

➢ 准确解释各类交易合同与委托代理合同条款 

➢ 根据风险提示合理规避房地产交易合同风险 

➢ 全面审查房地产中介合同风险条款 

➢ 客观分析格式合同条款对交易各方的影响 

➢ 协调处理常见中介合同纠纷 

房地产经

纪业务技

能训练模

块 

项目十四 客户接待技巧训练： 

掌握联系客户（电话沟通）的技巧；接待

和了解客户需求的技巧 

➢ 打电话与客户沟通处理业务 

➢ 针对特定客户需求进行业务推介 

项目十五 谈判与促成交易技巧训练： 

具备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洞察客户需求，

深谙客户沟通技巧；纯熟应用商务谈判技

巧促成交易；能灵活处理服务异议 

➢ 协商谈判技巧训练 

➢ 促成交易技巧训练 

➢ 解决中介服务异议技巧训练 

➢ 灵活处理客户服务异议技巧训练 

项目十六 房地产经纪人礼仪训练： 

具备符合房地产经纪人职业要求的礼仪修

养和能力素质 

➢ 组织观看个人礼仪修养专题培训视频规范着装与仪

容仪表礼仪训练 

➢ 迎接、接待、送别客户礼仪训练 

房地产中

介企业管

理模块 

项目十七 房地产中介门店管理： 

了解房地产中介(经纪)企业的运营模式；

门店选址技巧与数据分析；客户资源与客

户关系管理；薪酬激励机制与企业文化管

理 

➢ 会选择合适的经纪机构经营模式 

➢ 门店选址训练与经纪机构营业场所布置训练 

➢ 设计富有竞争力的薪酬管理和激励制度 

➢ 能有效进行客户关系管理 

➢ 房地产中介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使用训练 

项目十八 交易风险与坏账风险管理： 

了解房地产中介违规交易风险；房地产交

易及道德风险管理；房地产中介企业坏账

风险管理 

➢ 有效控制房地产交易风险培训 

➢ 有效管理房地产交易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培训 

➢ 催收各种特殊情况下的服务佣金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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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说明： 

本课程改革了传统教学模式，采用“能力培养项目化、学习工作一体化”的新教学模式。能力培养项目化：整个课

程围绕岗位任务设计了十八个项目作为教学项目，每个项目又分解为若干个任务（教学活动），通过完成每一个具

体工作任务，达到培养学生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目的。在课程内容选取上，充分考虑了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及与岗

位工作任务的一致性。本课程是以高职房地产类专业的学生在房地产经纪岗位就业为导向，以实际营销策划项目和

房地产经纪工作任务为引领，培养学生的房地产经纪方向职业能力。为了最大程度地实现课程培养目标，课程教材

应尽可能使用校本教材或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在实习实训和活动设计环节，应尽可能联合深度校企合作企业，选用

真实项目案例或者在房地产经纪仿真实训中心通过实操完成。 

 

核心课程 3 物业管理实务 

学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45 实践学时 9 

主要学习内容 

模  块 教学内容 活动设计 

前期物业

管理模块 

项目一：创建物业服务企业 

获取工商营业执照；获取从业资质；企业人

员配置；制定企业管理制度 

活动 1：模拟注册物业管理公司 

活动 2：模拟申报企业资质评定 

活动 3：设置物业公司组织架构 

活动 4：制定物业企业各种业务管理制度 

项目二：获取物业服务项目 

公开招投标、邀请招投标获取；协议获取；

物业项目谈判；物业服务合同的签订 

活动 1：根据实际招标项目编制投标书 

活动 2：根据实际项目编制投标意向书 

活动 3：根据实际项目编制项目建议书 

项目三：物业项目前期介入 

与委托方的前期协商；项目设计介入；项目

监理介入；项目验收介入 

活动 1：编制项目前期介入工作方案 

活动 2：制定项目设计介入工作流程 

活动 3：制定项目监理介入工作流程 

项目四：物业项目接管验收 

从发展商接管；从前任物管接管；从使用单

位接管；从业主手中接管 

活动 1：制定接管验收工作方案 

活动 2：制定接管验收工作方案 

活动 3：制定接管验收工作方案 

日常物业

管理模块 

项目五：日常物业管理 

安全管理；环境管理；设施设备管理；客户

管理；财务管理；房屋管理；档案管理；行

政管理；纠纷投诉管理 

活动 1：制定保安消防实施方案及工作机制 

活动 2：制定保洁绿化实施方案及工作机制 

活动 3：制定设备管理实施方案及工作机制 

活动 4：制定客户管理实施方案及工作机制 

活动 5：制定财务管理实施方案及工作机制 

项目六：日常物业服务 

常规服务；特约服务；特色服务；便民服务 

活动 1：根据各种业务总体服务方案 

活动 2：制定家政服务等特约服务方案 

活动 3：制定中介服务等特色服务方案 

活动 4：制定衣食住行等便民服务方案 

项目七：物业经营策划与日常运营 

配套性经营；资源性经营；多样性经营；规

模性经营；集约性经营；跨行业经营 

活动 1：制定商业网点等配套性经营方案 

活动 2：制定车辆保管等资源性经营方案 

活动 3：制定餐饮娱乐等多样性经营方案 

物业项目

管理模块 

项目八：物业项目管理 

写字楼物业管理；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商业

广场物业管理；工业园区物业管理；酒店物

业管理；行政办公楼物业管理；学校物业管

理 

活动 1：制定写字楼项目整体管理方案 

活动 2：制定住宅小区项目整体管理方案 

活动 3：制定商业广场项目整体管理方案 

活动 4：制定工业园区项目整体管理方案 

项目九：物业项目续约或终止 

物业项目续约；物业项目终止；物业项目违

约；物业合同修改 

活动 1：制定物业项目续约工作计划 

活动 2：制定物业项目终止业务流程 

活动 3：制定各类项目违约处理程序 

物业企业

管理模块 

项目十：物业企业管理 

企业运营管理；企业业务管理；企业风险管

理；企业财务管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活动 1：制定企业运营方案 

活动 2：制定企业各种业务管理方案 

活动 3：制定企业风险管理机制 

活动 4：制定企业财务管理制度 

项目十一：物业服务质量管理 

物业服务质量体系；物业管理 ISO9000 质量

认证；物业管理 ISO14000 质量认证；物业

服务质量管理体系 

活动 1：编制物业服务质量标准体系 

活动 2：制定企业 ISO9000 质量认证方案 

活动 3：制定企业 ISO14000 质量认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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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说明： 

本课程改革了传统教学模式，采用“能力培养项目化、学习工作一体化”新教学模式。能力培养项目化：整个课程

围绕工作岗位任务设计了十一个项目作为教学一体化项目，每个项目又分解为若干个任务（教学活动），通过完成

每个具体工作任务，达到培养学生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目的。在课程内容选取上，充分考虑了教学内容的实用性

及与岗位工作任务的一致性。本课程任课教师要熟悉物业管理专业知识，具备相应物业管理实践经验和操作技能，

能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弥补学生实践经历的不足。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必须注重采取情景模拟、案例分

析、现场操作和任务驱动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综合采用课堂教学、课外时间、实训训练、企业实践等多种方法相结

合。 

 

核心课程 4 房地产估价实务 

学期 4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54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  块 教学内容 活动设计 

基础模块：

认识房地

产估价 

项目一：了解房地产估价制度

及评估行业概况 

活动 1 了解房地产估价制度及评估行业概况：课前分组，布置任务。

各组分工合作，调查国内现行的房地产估价制度，并与主要发达国家

进行简要对比，课堂通过 PPT 展示各组成果并讨论，最后由教师总结。 

项目二：认识房地产估价机构

和从业人员 

活动 2 认识房地产估价机构和从业人员：结合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注册

估价师执业资格制度，要求学生分组调查并归纳我国房地产估价机构

设立的条件及房地产评估人员资格认证制度的主要内容。 

项目三：认识国家标准：《房

地产估价规范》及评审标准 

活动 3 认识国家标准：提供《房地产估价规范》和评审标准，要求学

生阅读并熟悉房地产估价规范和评审标准的主要内容、目的和意义。 

房地产评

估内外业

操作模块 

项目四：受理估价委托 

熟悉评估委托合同的主要内

容和注意事项；能确定估价基

本事项，能起草和订立估价委

托合同；初步制定估价作业方

案 

活动 4 熟悉估价委托合同：事先向学生分组布置任务，要求每组学生

收集不同内容的合同样本，分组讨论合同内容的主要构成，归纳总结

出合同的注意事项。 

活动 5 确定估价基本事项，订立估价委托合同：让学生分组讨论房地

产估价委托合同与一般合同的不同，分组讨论房地产估价的基本事项，

以及如何反映在估价委托合同中。 

活动 6 初步制定估价作业方案：设定估价项目，让学生分组讨论估价

作业方案如何确定，对比各组方案的差异 

项目五：现场查勘与市场调查 

熟练准备现场查勘资料和工

具；自主设计住宅、商铺及工

业厂房勘查表格；能拍摄及编

排房屋照片，对房屋主要影响

因素进行现场判断；能判断识

别常见建材及装饰装修材料；

能区分不同类型项目和估价

目的明确市场调查的重点，能

对市场调查结果进行必要的

甄别 

活动 7 现场查勘准备：设定评估任务，让学生分组准备现场查勘所需

资料和工具。 

活动 8 设计各类勘查表格：要求学生分组，分配不同房间，分别填写

住宅、商铺及工业厂房勘查表格，记录房屋内部装修状况。 

活动 9 现场勘察拍照，查核记录：学生分组拍摄指定房屋，要求学生

按查勘顺序完成拍摄并编排好照片。要求学生能对指定房屋的主要朝

向等因素进行必要的判断 

活动 10 识别常见建材及装饰装修材料：指定教学楼的某些办公室，让

学生分组参观，并记录各种材料名称。 

活动 11 市场调查与甄别：让学生分组调查不同类型的物业，查询物业

的价格，分组讨论调查价格的方式和调查结果的可信度 

项目六：评估测算 

熟悉比较法的测算公式、测算

过程、适用条件，能完成住宅

房地产价格测算；熟悉收益法

的测算公式、测算过程、适用

条件，能完成商铺房地产投资

价格测算；熟悉成本法的测算

公式、测算过程、适用条件，

能完成工业房地产抵押价格

测算；能熟悉土地最佳开发利

用方式、开发成本和各项费用

及税费，能合理预测未来开发

完成后估价对象的价格 

活动 12 比较法认知：让学生分组讨论市场比较法的比较思路，分组归

纳比较的因素，区分不同类型物业比较的差异。 

活动 13 比较法应用：设定不同类型的物业，让学生分组选择可比实例，

进行交易情况修正、交易日期修正、房地产状况调整等，然后对比分

析检查可能出现的问题。 

活动 14 收益法认知：让学生分组讨论收益法的测算思路，分组归纳不

同类型商业收益产生的方式、运营成本的构成、收益年限长短的确定

及投资报酬率等，归纳出收益法适用的条件和局限性。 

活动 15 收益法应用：分组设定不同类型商业物业的测算任务，要求学

生分组调查其收益的具体构成、运营成本的构成等，分组完成商铺投

资价值的测算过程 

活动 16 成本法认知：在建筑工程概预算回顾的基础上，让学生分组讨

论房屋建造成本的构成，引导出房地产重新购建价格、折旧的概念和

计算公式，讨论不同类型估价对象成本构成项目的差异，归纳出成本

法的估价步骤。 

活动 17 成本法应用：设定不同的物业类型，学生分组讨论成本构成项

目，完成重新构建价格计算，选择合适的折旧计算方法确定成新率，

完成常见的工业厂房价值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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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18 假设开发法认知：设定纯土地、在建工程等未完成开发项目，

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如何测算价值，然后归纳测算思路，引导出假设开

发法的计算公式、适用条件和局限性 

活动 19 假设开发法应用：给定评估项目，学生分组讨论计算思路、开

发成本的构成、未来价值确定方法等，归纳出具体测算过程，区分静

态计算和动态计算方式的差异后完成给定项目的测算。 

出具估价

报告与成

果归档模

块 

项目七：撰写出具估价报告 

能阅读并对房地产估价报告

进行简单纠错，会撰写常见估

价目的房地产估价报告；能按

照一般的归档要求完成工作

底稿的归档 

活动 20 房地产估价报告撰写：给定评估报告范本，让学生讨论归纳正

式报告的类型和基本构成，熟悉估价报告构成内容；熟悉估价报告装

订、审核的基本要求 

活动 21 房地产估价报告纠错：提供《房地产估价规范》和评审标准，

要求学生对格式、内容完整的房地产估价报告样本进行检查核对纠错，

让学生分组归纳总结规范的房地产估价报告的格式和内容。 

活动 22 估价工作成果归档：要求学生查询房地产估价报告的组成，总

结工作底稿的一般组成和归档要求，能设计出简单的归档制度和要求。 

教学实施说明： 

本课程彻底改革了传统教学模式，基于房地产估价工作过程，重构采用“能力培养项目化、学习工作一体化”的任

务驱动教学模式。整个课程围绕岗位任务设计了七个项目，22 个教学活动，通过完成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任务（教学

活动），达到有效培养学生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目的。在课程内容选取上，充分考虑了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及与岗

位工作任务的一致性。为最大程度实现本课程对学生房地产价格评估技能的培养目标，课程在教材选用上应突出技

能培养目标，尽可能选用现行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指定教材或选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最好选用自编的基于

房地产估价工作过程的校本教材；在实习实训环节应尽可能选用真实的工作项目或教学案例，实训地点宜选择在校

外基地企业或房地产估价校内仿真实训中心完成；实训课程任课教师应具有价格评估方面的实操经验和房地产估价

师执业资格，或直接聘请价格评估机构具有丰富经验的能工巧匠来讲授。 

 

核心课程 5 房地产投资分析（含房地产投资分析报告实训） 

学期 4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  块 教学内容 活动设计 

房地产投

资分析基

础模块 

项目一：经济学基础及其应用 分组讨论经济学基本原理在房地产领域的应用 

项目二：房地产投资与宏观经济 分组调查我国自 1998 年的经济形势与住房价格的关系 

项目三：房地产投资类型 讨论房地产投资的类型 

房地产投

资分析方

法模块 

项目四：房地产投资动态分析方法 

资金的时间价值；投资项目经济评价指标 

活动 1：资金的时间价值计算制 

活动 2：重要经济评价指标计算 

项目五：房地产投资环境分析 

投资环境分析的内容；投资环境分析的方法 

活动 1：分组调查我国 2003 年以来历年房地产调控政策，

PPT 分析，教师点评 

活动 2：广州房地产投资环境分析 

项目六：房地产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 

可行性研究概述；可行性研究报告分析 

活动 1：广州房地产市场研究 

活动 2：制定某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项目七：房地产投资基础数据分析 

房地产项目总投资估算；房地产投资项目收

入估算；房地产投资项目成本税费估算 

活动 1：某房地产开发项目总投资计算 

活动 2：某房地产开发项目收入测算 

活动 3：某房地产开发项目成本税费测算 

活动 4：广州某二手房交易费用测算 

项目八：房地产投资项目财务分析 

项目财务分析；财务报表分析；财务指标分

析 

活动 1：房地产项目财务分析实例 

活动 2：房地产项目财务指标计算 

活动 3：房地产项目财务报表分析 

项目九：房地产投资风险分析 

投资风险的类型和内容 
分组讨论不确定性风险分析 

项目十：房地产投资决策分析 分组讨论实际案例投资决策 

房地产投

资报告与

案例分析

模块 

项目十一：房地产投资案例分析 

房地产置业投资分析；房地产租赁投资分析 

活动 1：某项目置业投资分析 

活动 2：某项目租赁投资分析 

项目十二：撰写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可行性

研究分析报告 

活动 1：分组确定投资分析报告选题 

活动 2：分组按照模板撰写投资分析报告与可行性分析  

活动 3：分组汇报可行性研究报告成果 

教学实施说明： 

本课程采用了项目化教学模式设计。整个课程围绕岗位任务设计了十二个项目，23 个教学活动，通过完成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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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具体的工作任务（教学活动），达到有效培养学生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目的。为最大程度实现本课程对学生房

地产投资分析技能的培养目标，教学实施应当充分考虑高职学生的特点，重视工学交替，强调项目教学，突出任务

驱动，设计教学情境，倡导自主学习。实习实训环节应尽可能选用真实的工作项目或教学案例，实训地点宜选择在

校外基地企业或校内房地产综合实训室完成；实训课程任课教师应由具有中级以上职称，且最好具有一线从业经历

的房地产领域注册执业资格教师，或者直接聘请房地产投资开发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能工巧匠来讲授。 

 

核心课程 6 房地产法规 

学期 2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45 实践学时 9 

主要学习内容 

模  块 教学内容 活动设计 

法律法规基

础知识模块 

项目一：认识法的概念：法的概念和类型；

法律体系；立法流派；民法、行政法、经

济法、刑法简述 

活动 1：列举身边接触到的法律法规 

项目二：房地产法规综述：房地产与房地

产法；我国房地产法的渊源体系、基本原

则与历史沿革；房地产法律关系及其构成

要素；房地产法律事实；相关房地产法律

法规综述 

活动 2：国家、省市房地产法规文件整理 

物权法律制

度模块 

项目三：认识物权：物权与债权；物权及

其内涵和特征；物权的体系、架构、地位、

立法背景、意义；房地产产权产籍管理法

律制度 

活动 3：调查物权法立法进程和修改内容 

项目四：物权法的应用 活动 4:小产权房、钉子户、异产毗邻商铺纠纷 

土地管理法

律制度 

项目五：我国的土地制度：土地所有制；

土地使用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耕地

保护制度 

活动 5：我国现行土地所有权表现形式调查 

项目六：建设用地使用制度：土地出让、

转让与划拨的法律规定；临时用地管理；

乡镇建设用地管理 

活动 6:列举老家乡镇或村社集体建设用地用途 

项目七：土地征用制度：土地征用程序、

征用审批权限、征用补偿安置标准、土地

征用争议处理 

活动 7：房屋征收与补偿案例分析 

房地产开发

建设法律制

度 

项目八：房地产开发企业及其管理 活动 8：房地产开发企业模拟设立及其条件 

项目九：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法律制度：拆

迁程序、拆迁审批、拆迁补偿、拆迁安置、

拆迁纠纷与裁决 

活动 9：学生分组扮演规划部门、建设管理部门、建设

实施部门对城市拆迁项目多方位介入，了解拆迁法律法

规要求 

项目十：规划与工程建设相关法律规定 
活动 10：学生分组模拟开发一个特定的项目进行工程报

建 

房地产交易

法律制度 

项目十一：房地产转让法律规定；房地产

抵押法律规定；房屋租赁法律规定；房地

产典当、赠与、交换法律规定 

活动 11：模拟交易中心受理一宗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转

让，从而熟悉转让条件与程序 

项目十二：商品房预售与销售法律规定 
活动 12:调查了解当地新建商品房预售应获得哪些许可

证件 

项目十三：房地产中介服务与房地产市场

管理法律规定 

活动 13：学生分组组建二手经纪公司、估价公司，分角

色扮演估价人员及房地产经纪人员，熟悉估价人员及经

纪人员的工作要求 

物业管理法

律制度 

项目十四：物业管理法律关系；物业管理

主体及其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物业管理条

例及其规定的基本制度；物业管理纠纷调

处 

活动 14：由学生分组针对几种类型的物业组建物业管理

处并提出物业管理方案。 

房地产法律

法规实务 

项目十五：房地产纠纷处理：土地所有权

与使用权；；土地有偿使用、出让、转让、

租赁、抵押；房地产开发经营；城市房屋

拆迁；房屋买卖、预售纠纷处理 

活动 15：由学生角色扮演，分组针对几种类型的房地产

纠纷案例，分析涉及的法律关系，并提出对应的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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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说明： 

本课程采用了项目化教学模式设计。整个课程围绕房地产未来就业岗位任务设计了十五个项目，15 个教学活动，

通过完成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任务（教学活动），达到有效培养学生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目的。为最大程度实现本

课程对学生房地产法律法规素养的培养目标，教学实施应当充分考虑高职学生的特点，灵活运用案例教学法，即运

用典型案例来解析和研究房地产法律法规，包括在课堂讲授中的案例评析、案例模拟教学、现场案例教学及旁听案

件审理等教学方法，实训项目应尽可能收集房地产法律法规方面最新的司法解释、典型案例和理论科研成果拓宽学

生视野，组织学生进行案例分析、辩论、听审等实践活动，训练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并可考虑聘请房地产领域具

有丰富经验的一线律师等能工巧匠来讲授。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表一、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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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课程学时分配表（附表二） 

实践教学项目

1 2 3 4 5 6 （单独设置项目）

1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2 54 18 * √ 4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4 72

1、2

、3

2 022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4 72 54 18 √ 4 2 222000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动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ocial

Practice) Activities）

4 72 1—4

3 0220009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Military Skill

Training）
2 36 2 1

4 0920047 职业英语1（ Profession English1） 4 72 36 36 * √ 4

5 0920004 职业英语2（ Profession English2） 4 72 36 36 * √ 4

6 0620059 信息技术（International Technoly） 2 36 18 18 2

7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1.5 27 18 9 1.5

8 402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Career

Development and Guide to Occupation）
2 36 18 18 1.5 0.5

9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10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and

Military Theory）
2 36 36 0 2

25.5 459 291 168 14.5 9.5 0 1.5 10 180

扩展能力

模块（选

修课）

10 180 135 45 0 4 4 2

1 5682541 工程CAD（Engineering CAD） 3 54 36 18 ▲ √ 3 1 8495458

建筑工程识图实训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Drawing Reading Training）

1 18 1 1 ▲

2 5682542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Project Bidding and Contract
2.5 45 36 9 ▲ 2.5

3 5682543 BIM技术（BIM Technology） 2.5 45 36 9 2.5

8 144 108 36 3 2.5 0 2.5 1 18

1 3687155 房地产经济（Real Estate Economy） 2 36 36 0 2 1 8495413
专业认知实践（Professional

Cognitive Practice）
1 18 1 1

2 3687156
房地产法规（Real Estate Laws and

Regulations）
3 54 45 9 ** √ 3

3 3687157 房屋建筑构造（Building Construction） 2.5 45 36 9 * √ 2.5

4 3687158
房地产开发经营（Real Estate Development &

Operation）
2 36 27 9 * √ 2

5 3687159
房地产估价实务（Real Estate Appraisal

Practice）
4 72 54 18

**

▲
√ 4

6 3687160
房地产投资分析（Real Estate Investment

Analysis）
3 54 36 18 ** √ 3

16.5 297 234 63 4.5 3 2 7 1 18

1 5489247
房地产经纪实务（Real Estate Brokerage

Practice）
2.5 45 27 18 ** √ 2.5 1 8495414

房地产经纪技能实训（Real

Estate Broker Skills

Training）

2 36 2 3 ▲

2 5489248
房地产营销策划（Real Estate Marketing &

Planning）
4 72 54 18

**

▲
√ 4

3 5489249
新媒体营销策划（New Media Marketing

Planning）
3 54 36 18

*

▲
3

4 5489250 互联网+房地产（Internet + Real Estate） 2 36 18 18 * 2

11.5 207 135 72 0 2 9.5 0 2 36

1 8974251
物业管理实务(Property Management

Practice)
3 54 45 9 ** √ 3 1 8495412

企业教学（Teaching by

Enterprise）

（学生三选一：房地产营销策划综

合实训、不动产运营管理综合实训

、不动产评估综合实训）

18 324 18 5 ▲

2 8974252
物业运营策划(Property Operation

Planning)
3 54 45 9 * √ 3 2 8495413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业实习报告

（Graduation Practice&

Graduation Internship

Report）

18 324 18 6

3 8974253 互联网+社区O2O（Internet +Community O2O） 2 36 27 9 2

8 144 117 27 0 0 3 5 36 648 36

1 6987451 建筑工程预算（Architectural Project Budget） 2 36 27 9 2 1 6987454

BIM计量与计价实训（BIM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and

Pricing Training）

2 36 2 3 ▲

2 6987452 城市更新实务（Urban Renewal Practice） 2.5 45 27 18 2.5 2 6987455

房地产策划技能实训（Real

Estate Planning Skills

Training）

2 36 2 3 ▲

3 6987453
公关礼仪与消费心理（Public Relations and

Consumer Psychology）
2 36 27 9 2 3 6987456

房地产经营管理技能实训（Real

Estate Management Skills

Training）

2 36 2 2 ▲

4 6987454 建筑智能化技术(Architecture Intelligence) 3 54 36 18 3 4 6987457

互联网+创新创业技能实训

（Internet +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kills

Training）

2 36 2 2 ▲

9.5 171 117 54 0 3 2 4.5 8 144

89 1602 1137 465 24 25 23.5 20.5 18 18 58 1044

学时 周数 学期
核心

课程

考核

方式
实践

核心

课程

考核

方式

序

号
课程代码 学分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内容

基本素质

与能力模

块（必修

课）

小计

专业

（技

能）课

程

专业群平

台课程(专

业必修课)

单项技能

模块(专业

必修课)

综合技能

模块A（房

地产营销

策划岗位

专业必修

课）

综合技能

模块B

（（不动

产运营管

理岗位专

业必修

课））

专业能力

拓展模块

（专业选

修课）

合计 合计

说明：1、*为职业素养核心课程；2、**为专业技能核心课程，3、▲为“教学做一体化”课程；4、“√”为考试周课程；5、《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课程课外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6、《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课外学习实践另外安排1学

分，18学时；7、《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动》为必修学分，采用听讲座或竞赛活动等方式完成；8、《专业认知实践》课程安排在第一学期寒假期间实施，采用课外实践方式由专业教师指导完成。

序

号

1

2

3

4

5

6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公共选修课（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附件2：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二)

教学模块 课堂教学 综合实践教学

学期周学时数

在4个学期内完成

课程类

型

公共基

础课程

学时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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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小计 

学分 学时 比例 

理论教学 63 1137 42.97% 

实践教学 84 1509 57.03%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35.5 639 24.15% 

专业（技能）课 84 1512 57.14%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10 180 6.80% 

专业（技能）课 17.5 315 11.91% 

总学时/学分 147 2646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专业教师的人数应和学生规模相适应(招生人数不少于每年两个班 80 人)，专业理论课教师不

多于 8 人，专业实训教师不少于 1 人。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1）专业带头人应为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相关专业毕业、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获得讲师资

格 5 年以上的“双师型”教师，具有累计 3 年以上企业生产实践经验，持有房地产领域国家注册

执业资格证书，在省内高职高专教学指导委员会或政府聘任专家，或在相关行业协会担任一定社

会职务，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2）应建立专兼结合的双师结构专业教学团队，专业教师规模按照 1：30 左右的师生比进

行配置，专业专任教师与企业兼职教师比例为 1：2，且由企业兼职教师承担的实践课程学时比例

应达到 50%左右。 

（3）专业教学团队应结构优化，梯队合理，专业专任教师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双

师素质教师的比例应达到 80%以上，高级职称的比例应达到 30%以上，45 岁以下青年教师中研

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比例达到 70%以上。 

（4）每门课程的专任教师数量应与学生规模相适应，主讲教师应由具备讲师以上职称的专

任教师或工程师以上职称的企业兼职教师担任，主要专业技能训练课至少配备相关专业中级技术

职称以上的专任教师 1 人。 

（5）专业实验、实训兼职指导教师应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 

（6）专任教师应具备先进的职教理念，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教学科研能力，持有高等

学校教师资格证。专业专任教师上岗前到企业实践锻炼时间累计不少于 2 个月，专任教师 3 年内

到企业顶岗锻炼的时间累计不少于 3 个月。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93 

 

企业兼职教师应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工作年限 3 年以上，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担任企业

主管级以上岗位职务，或具有本专业高级技师或中级以上职称。 

专业课程师资配置与要求一览表 

专业课程群 专兼教师配置情况 教师专业能力要求 

房地产营销策划课

程群 
校内教师 5 人 

企业兼师 6 人 

具有在房地产营销策划与经纪代理机构从事营销策划、顾问咨

询、招商运营、租售服务、代办按揭贷款及代办交易登记知识

体系和实操经验。要求具备下述职业能力：①市场调查与分析

技能；②房源采集技能；③整合营销技能；④合同管理技能；

⑤投资咨询与价款测算技能；⑥权证办理技能；⑦渠道联动技

能。 

不动产运营管理课

程群 
校内教师 5 人 

企业兼师 5 人 

具有不动产运营管理及社区 O2O 运营、长租公寓领域知识体系

和实操经验。要求具备下述职业能力：①不动产项目运营策划

技能；②物业资产管理、设施设备管理技能；③物业服务技能；

④物业经营与社区运营技能；⑤客户关系维护管理技能。 

不动产评估课程群 
校内教师 5 人 

企业兼师 4 人 

具有在房地产、土地或资产评估机构从事项目拓展、市场调查、

现场勘查、分析测算、报告撰写等工作实操经验和注册估价师

执业资格。熟悉工程造价及招投标法律法规。要求具备下述职

业能力：①协议拟定与签订技能；②现场调查与查勘技能；③

数据处理、价格调查与测算技能；④报告撰写技能；⑤资料归

集与查阅技能。 

 

 （二）教学设施 

1.专业教室基本条件 

专业教室一般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

境，并实施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

显，保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外实训室基本要求 

校内实训室应体现真实的职业环境，体现本专业领域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实

训设备应优先选用常用工程设备。 

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为: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等实

训活动，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已具备

实训条件如下表： 

类型 实训基地（室）名称 主要承担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开设 

学期 

校内 

实训 

基地 

工程制图实训室 建筑识图实训 工程 CAD、房屋建筑构造 1、2 

房地产营销策划与展示中心 

营销策划综合实训 

投资开发综合实训 

房地产创新创业训练 

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地产

投资分析、互联网+创新

创业技能实训 

3、4 

房地产综合实训室 

资产评估综合实训 

编制建筑工程预算 

房地产创新创业训练 

房地产估价实务、建筑工

程预算、工程招投标与合

同管理、互联网+创新创

业技能实训 

3、4 

房地产交易仿真实训中心 房地产经纪业务实训 房地产经纪实务 3 

物业管理实务综合实训室 
物业经营管理综合 

实训 

物业管理实务、城市更新

实务 
3、4 

智能楼宇综合实训室 

智能化管理、智能化控制

故障排除、消防管理、信

息化管理 

建筑智能化技术、物业管

理实务 
2、3 

物业客户服务中心 客户关系管理 物业管理实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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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 

实习 

基地 

方圆房地产服务集团 
课程教学、企业教学、毕

业（顶岗）实习 

现代学徒制合作、毕业

（顶岗）实习 

1、3、5、
6 

易居（中国）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课程教学、企业教学、毕

业（顶岗）实习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1、3、5、
6 

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链家

集团） 

课程教学、企业教学、毕

业（顶岗）实习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1、3、5、
6 

广州住天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房博

士） 

课程教学、企业教学、毕

业（顶岗）实习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1、4、5、
6 

广州宇浩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1、2、3、
4 

绿地集团+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1、4、5、
6 

碧桂园集团广清区域 
课程教学、企业教学、毕

业（顶岗）实习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1、4、5、
6 

中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1、4、5、
6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 
课程教学、企业教学、毕

业（顶岗）实习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4、5、6 

广东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课程教学、企业教学、毕

业（顶岗）实习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1、4、5、
6 

广州星原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课程教学、企业教学、毕

业（顶岗）实习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1、3、5、
6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课程教学、企业教学、毕

业（顶岗）实习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3、5、6 

广州市白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5、6 

广州市白云区不动产服务协会 
课程教学、企业教学、毕

业（顶岗）实习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4、5、6 

广东合富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 
课程教学、企业教学、毕

业（顶岗）实习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1、5、6 

广州裕丰咨询顾问有限公司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5、6 

恒昌（广州）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5、6 

广州市亿信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5、6 

广州威格斯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5、6 

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5、6 

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教学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5、6 

广州锦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1、5、6 

广州国际轻纺城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5、6 

广东碧桂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教学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5、6 

广州丽江花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教学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5、6 

广州康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教学 
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 
5、6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选用教育部或建设部专指委、行指委统一指导的 3 年以内出版的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规划

教材或组织编写一批实习实训校本教材，优先选用教师自编教材。教材的编写和选用应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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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引领、实践导向课程的设计思想，以应用能力为核心、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应体现先进

性、通用性、实用性。 

2.图书文献配备 

图书资料包括专业书刊、法律法规、规范规程、教学文件、电化教学资料、教学应用资料等。

有关给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书籍 10000 册以上；各类期刊(含报纸)5 种以上，有一定数量且适

用的电子读物，并经常更新。 

3.数字资源配备 

有一定数量的教学光盘、专业教学软件、多媒体教学课件等资料 20G 以上，并不断更新、充

实其内容和数量，年更新率在 10%以上。以数字校园为依托，积极开发和利用网络课程资源，充

分利用诸如电子书籍、电子期刊、数据库、数字图书馆、教育网站和电子论坛等网上信息资源，

使教学从单一媒体向多种媒体转变；教学活动从信息的单向传递向双向交换转变；学生单独学习

向合作学习转变。 

注重课程资源和现代化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收集学生难以见到的、有重要意义的案例、

教学动画等，创设形象生动的工作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同时，积极创造条件搭建远程教学平台，扩大课程资源的交互空间。建立多媒体课程资源的数据

库，参与房地产经营与管理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四）教学方法 

公共基础课教学要符合教育部有关教学基本要求，重在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服务学生专业

学习和终身发展，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强调学以致用，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自我

学习能力提升、职业素质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专业技能课程的教学要按照职业岗位群

的能力要求，充分利用网络手段和数字化资源，尽量采用行为导向的项目导向、任务驱动、任务

训练、模拟教学、角色扮演、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与安排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引入企

业兼职教师资源，发挥专兼职教师各自的优势、通过课程教学、基本技能训练、企业顶岗培养，

不断提高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和综合素质，满足企业岗位需求。 

根据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的特点及教学要求，建议多采用如下教学方法来增强和提高教学

效果： 

1.项目导向教学法 

通过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房地产项目开展教学行动。 

2.任务驱动教学法 

设计典型工作任务，教学注重学生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培养。 

3.案例教学法 

围绕真实的项目案例，让学生通过讨论、分析，比较和研讨来进行学习。 

4.情景教学法 

依据职业岗位能力培养目标，利用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创设情境开展教学。 

5.五步教学法 

“教学五步”切合“思维五步”：一是疑难的情境；二是确定疑难的所在；三是提出解决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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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各种假设；四是对这些假设进行推断；五是验证或修改假设。 

6.头脑风暴法 

分组在正常融洽和不受任何限制的气氛中以小组会议形式开展头脑风暴。 

7.仿真教学法 

利用现有房地产校内实训室，让学生通过模拟角色扮演开展实训教学。 

（五）学习评价 

课程考核评价注重目标导向，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 

理论课程考核评价一般采用：课程总成绩 = 平时成绩*X% + 课内实训成绩*X% + 期末考试

成绩*X%。期末考核评价及方式为理论考试，一般采用闭卷形式，也可根据特定课程的特点采用

开卷考试形式。 

形成性评价不采用单一的期末理论知识考核，而是“学”和“做”相结合，既考察学生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又考察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主要应参考课堂出勤率、学习态度、探究精神、

课内实训质量、学习讨论和团队协作的效果及平时作业的质量等因素形成。 

企业教学和毕业（顶岗）实习由校企共同制定考核评价标准，形成以学生、学校、企业、客

户共同评价的考核评价体系，考核评价应以专业技术能力考核及客户评价为主。考核评价方式包

括笔试、面试、现场操作、提交报告、汇报答辩、任务考核、技能竞赛、客户满意度评价、绩效

考核等方式。 

（六）质量管理 

建立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实行学分制管理，学生必须按照要求修完规定的学分才能毕业。

教学质量监控纳入学校督导管理系统及企业教学考核评价体系。教务处、系部日常教学运行及课

程建设进行质量监管，及时解决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教务处、督导室不定期组织人员进行现场听

课、组织学生座谈、查阅教学文件和相关记录，开展评教评学活动。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比

如建立班级、课程、小组微信群、QQ 群，开发网络教学平台和远程教学管理系统，通过网络建

立网络质量监控系统，通过网络获取教学组织实施、学生学习、课程考核等实时信息，对课程教

学效果和质量进行评价及反馈。 

 

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一）组群逻辑 

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产业链，打造以智慧城市建设为特色的市政工程技术专业

群。充分利用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及 BIM 技术为传统建筑业和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赋能，

实现 BIM+、智能+与城市建设协同，实现智慧建造转型升级。以广州城市建设职业教育集团和广

联达数字建筑产业学院为产教融合平台，整合校企行政在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资源，以粤

港澳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为载体，在专业群实施“一体两翼、三链融合”发展战略，把握智慧城

市建设产业对人才的中高端需求，打造以市政工程技术为龙头，建筑工程技术、古建筑工程技术、

园林技术为支撑，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为运维载体的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专业群。大力推行“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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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制度，探索在 BIM 技术和装配式建筑方面实现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重

构专业群课程体系，培育专业群特色和核心竞争力，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和技术技能服务。 

专业群的建设与发展，将以建筑信息化为平台，以 BIM 技术为手段，整合工程施工教学资

源，构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教学应用和服务平台，集聚各专业优势共同发展。共同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城市建设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和创新服务平台，实现为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

国作贡献，为国家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建设提供新经验。 

（二）专业群  

名称 智慧城市建设专业群 

群内专业 1、市政工程技术 2、建筑工程技术 3、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4、园林技术 5、古建筑工程技术 

核心专业 市政工程技术 

群内 

资源共享 

（1）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依托国家骨干专业和省级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市政工程技术专业群和广州城市建设职业

教育集团，以及国家级生产型实训基地现代城市建设与服务公共实训中心，专业群开设了工

程制图、工程 CAD、工程测量、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BIM 技术五门专业群平台课程，共

享“工学交替、实境育人、四岗渐进、能力递增”的人才培养模式，专业群共建课程，实现

协同发展。 

（2）专业群师资共享 

专业群内专任教师师资共享，建立校企“互派、互聘”机制，共建专兼结合的“双师型”

教学团队。 

（3）专业群基地共享 

①广州城市建设职业教育集团（共享平台）； 

②现代城市建设与服务中心（校内基地）； 

③房地产与物业实训中心（校内基地）； 

④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校外基地）； 

⑤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校外基地）。 

（三）专业特色 

本专业属于省级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市政工程技术专业（群）群内专业，采用“工学交替、

实境育人、四岗渐进、能力递增”的人才培养模式，目前已成功试行中高职贯通、现代学徒制等

职业人才培养改革，深化“共享课程平台化、核心课程职业化、课程体系模块化、首岗技能证书

化”的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探索整合基于产教融合的课程体系，目前，房地产专业按照房地产营

销策划、不动产运营管理、房地产价格评估、房地产投资融资四个岗位方向设置课程，企业教学

和毕业（顶岗）实习在合作企业进行。 

房地产专业将以编制广东省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教学标准为引领，以现代学徒制改革为专

业建设抓手，以建设省级品牌专业为目标，对接职业岗位标准，服务地方和行业发展需求，完善

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企业教学、毕业实习、实习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以国学教育

为切入点，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创新创业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全面提高学生的职业岗位

工作能力，提高服务产业链高端人才的比例，提高学生在高端岗位就业的比例，实现教学模式与

产教融合的要求全面接轨。全面贯彻“立人立业”校训，落实“质量立校、人才强校、文化塑校、

特色兴校”的办学理念，落实“服务产业、服务社区、服务市民”的办学定位，彰显“坚持以文

化人、植根社区发展，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办学特色。 

2017 年，本专业名列全国房地产经营与估价教指委发布的专业行业影响力全国 50 强第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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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牵头广州市 3 所中职学校录制 2017 年度广东教育电视台“人才供给侧改革看广州职业教育—

—房地产与建筑”第三期专题节目。房地产专业目前拥有两个省级实训基地，2015 年以来连续三

年获得全国高职院校房地产经营管理大赛一等奖，连续三年获得省级挑战杯创新创业大赛二、三

等奖。房地产专业将继续在产教融合、系统培养、技能竞赛、创新创业、社会服务、现代学徒制

等关键节点培育和彰显自己的专业特色。 

 

十.【创新创业教育】 

（一）培养思路 

学院组建了创新创业学院，在全院所有专业统一开设了《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动》两门课程，共计 6 个学分公共必修课。结合房地产专业特点，逐

步培养学生具备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根据行业企业最新发展动态，在房地产专业新开设了四门

与创新创业密切相关的专业课程：包括《互联网+房地产》、《互联网+社区 O2O》、《新媒体营

销策划》、《互联网+创新创业技能实训》，共计 9 个学分，全方位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二）培养阶段 

分三个阶段进行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第一阶段为第一、二学期，通过开设《大学生职业

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课程，组织各种创新创业讲座，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第二阶

段为第三、四学期，通过《互联网+房地产》、《互联网+社区 O2O》、《互联网+创新创业技能

实训》三门专业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技能，同时面向全体学生，组织参加大学生“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以及广东省“挑战杯”等各类创新创业竞赛；第三阶段为第四、五、六学期，

通过《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动》综合实践课程，全方位培养学生的创业实践经验和创新工作

能力。 

（三）培养措施 

在《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公共必修课的基础上、构建了基础启蒙类、兴趣引导

类、知识技能类、实验实训类梯级课程体系。改革考核方式，注重考查学生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

题的能力，推动结果考核向过程考核、能力考核转变，在综合实践教学环节设置了《房地产策划

技能实训》、《房地产经营管理技能实训》、《专业社会实践》、《企业教学》、《毕业（顶岗）

实习与毕业实习报告》等以过程能力考核为核心的创新导向的实践课程。针对互联网+时代背景

下房地产行业的最新发展趋势，专门开设了《互联网+房地产》、《互联网+社区 O2O》、《新媒

体营销策划》等三门创新创业导向专业课程，《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动》、《互联网+创新

创业技能实训》两门创新创业实践课程专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 

通过上述措施，将创新创业全面立体化融入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全面贯彻“立人立业”

校训，落实“特色兴校”办学理念，彰显“坚持以文化人、植根社区发展，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

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办学特色。 

十一.【第二课堂】 
1.学生参加以国学活动（讲座、读书、文化活动等）为代表的体现文化素质教育的学习活动。

积极参与全国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省及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省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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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挑战杯”课外科技作品竞赛、省质量工程大学生创业实训项目、省质量工程大学生创业

实践项目、学院及省市级创新创业项目及公益活动；学生组建创新创业团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

学生参与校企合作单位业务协作。 

2.房地产开发投资、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地产经纪代理、房地产土地评估、不动产运营管理、

长租公寓运营策划等企业组织的行业讲座、校园宣讲、技术培训、业务培训等活动。 

3.房地产行业企业开展的岗位见习、业务兼职、业务推广、项目庆典等专业岗位实践活动。 

4.学生参加以广州市公益创投活动为代表的社会实践活动。 

5.学生参与学院、系部组织的各种社团活动、文体活动。 

6.学生参与各类专业领域的各类职业技能竞赛和课外实践活动。 

7.学生参加其他社会公益与志愿者活动。 

8.通过参加学校的艺术节、电影文化节、才艺比赛等活动，加强学生的美育教育。 

十二.【资格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 

（一）通用能力证书 

1.高等学校职业英语能力认证证书 

2.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考试一级或二级证书 

（二）建议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1.职业资格证书一：房地产策划师（初级）或助理房地产营销师职业资格证（与房地产营销

策划职业岗位（群）相匹配）； 

2.职业资格证书二：房地产经纪人协理或广州市房地产中介服务人员职业水平认证（与房地

产经纪代理职业岗位（群）相匹配）； 

3.职业资格证书三：物业管理师（初级）或建（构）筑物消防员职业资格证（与不动产运营

管理职业岗位（群）相匹配）。 

十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三年制学生必须完成本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所有课程，取得必修课 119.5 学分（含

创新社会实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17.5  学分，公共选修课  10  学分，总学分达  

147  学分（学时达  2646  学时）方可毕业。 

 

 

                      

                       

                                编制人：廖晓波 

审定人：雷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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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现代学徒制）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一）专业名称：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二）专业代码：540701 

二、招生对象及报考条件 

（一）招生对象：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二）报考条件：符合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报名资格的应、往届中职（含中专、

职中、技校）毕业生。 

三、学制与学历 

（一）学制 

全日制二年。实行弹性学制，允许学生在 2~5 年内修完全部课程。 

（二）学历 

学习合格取得专科学历。 

四、培养目标与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面向广州方

圆地产顾问有限公司等房地产营销代理企业，既能从事一手置业顾问、策划主任、二手物业顾问

等工作，又能胜任一手房地产销售主管、策划主管、二手客户经理学徒岗位工作，具备房地产销

售、咨询、策划和管理必备的房地产营销策划、商圈调查、咨询服务、交易谈判、客户服务等职

业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形象、抗压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协作精神以及自主学习能力，能

胜任房地产营销、策划、管理、服务第一线岗位工作的德技双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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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 合作企业具体要求 

（1）房地产产品知识 
掌握房屋类别、房屋结构、房屋构造、房地产特性等基础知识；了解房地产专业

知识（房地产与土地、住宅、商品房）；了解风水知识；掌握市场营销常识 

（2）房地产识图制图 
掌握城市规划和小区规划指标；能使用建筑 CAD 软件的常见功能；会看地图，能

绘制简易房屋户型平面图；能识读简单的房屋建筑施工图纸 

2、岗位技能 

岗位技能 合作企业具体要求 

（1）职业通用能力 

（1）房地产行业认知：专业、行业、职业、岗位认知； 

（2）文案撰写：能完成各类常见的房地产公文写作； 

（3）互联网营销：会应用互联网等新技术采集房源和积累客户；能在资深专业

人士指导下开展房地产整合营销 

（2）职业专门能力 

（1）房地产商圈调查：进行房地产市场调查分析，得出专业报告； 

（2）房地产咨询与服务：具备客户关系维护管理技能；具备房地产投资顾问咨

询与价款测算技能； 

（3）房地产交易与谈判：具备价格谈判与促成交易技能； 

（4）房地产营销策划：能根据模板撰写营销报告；熟知项目营销不同阶段的工

作内容；能较好地贯彻执行营销方案； 

（5）房地产执业风险防范：能应用法律法规防范执业风险；能签署和管理房地

产交易合同等法律文件 

（3）职业拓展能力 

（1）方圆团队管理：具备团队的管理技能（招聘、培训、团队组建、团队激励）

和销售管控（具备团队的销售管控技能，如报表管理、高效会议）等； 

（2）方圆品牌文化：熟知公司企业文化，遵照公司的制度认真执行，具备职场

人应有的通用能力； 

（3）岗位实训：通过一手销售顾问、策划专员、二手物业顾问岗位（三选一）

岗位实践，提升房地产经营管理实战技能 

3、职业素养 

职业素养 合作企业具体要求 

（1）素质结构 

（1）遵循“立德树人、德技并修、全面发展”的要求，将思想政治教育、职业

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工匠精神培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全面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实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职业素质 

（1）具有良好的岗位组织能力、交际能力、适应能力、心理承压能力和公关沟

通能力； 

（2）具有较强的责任感、事业心和团队精神；遵纪守法、以诚为本的精神； 

（3）具有从事房地产营销策划、经纪代理等职业岗位（群）对应的职业综合素

质 

（3）人文与科学素质 

（1）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和日常会话能力； 

（2）具有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良好的信息素养，熟练掌握计算机办公软件应用； 

（3）具有良好的国学素养； 

（4）具有工匠精神，善于钻研，勇于创新和实践，具有顽强拼搏和坚韧不拔的

精神气质 

（4）身心素质 

（1）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2）具有良好的分析判断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3）具有较强的情绪自控能力、责任担当意识、成本控制意识、组织策划能力、

学习能力、承压能力和一定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 

 

五、毕业（出师）标准 

（一）学分要求 

毕业（出师）前需修满总学分：94 学分。其中，必修课总学时为 81 学分，选修课总学时

为 1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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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基本素质课程（必修）：23.5 学分 

2、专业技术技能基础课程（必修）：17 学分 

3、岗位技术技能课程（必修，剔除毕业设计）：34.5 学分 

4、职业岗位能力拓展课程（选修）：4 学分 

5、毕业设计（毕业实习报告）（必修）：6 学分 

6、任意选修课程（选修）：9 学分 

（二）证书要求 

建议学生获得下列专业职业资格证书之一： 

序号 证书名称 等级 发证单位 备注 

1 
房地产经纪协理（广州市房地产中介服务

职业水平认证） 
不分等级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

会 
选考 

2 房地产策划师 初级 
全国工商联人才交流

服务中心 
选考 

3 房地产营销师 初级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经

济分会 
选考 

六、培养方式 

学校和企业联合招生、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职业院校承担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习和技能训

练；企业通过师傅带徒形式，依据培养方案进行岗位技能训练，真正实现校企一体化育人。教学

任务必须由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共同承担，形成双导师制。 

七、工作岗位与职业能力分析 

工作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 

销售主管 

在一手房地产营销策划机构或销售

案场从事房地产销售咨询、交易谈

判、代办按揭、产权登记等售前、

售中、售后服务工作；团队管理和

业务培训 

①市场调查分析技能；②客户拓展和接待技能；③销售

案场作业管理技能；④投资咨询与价款测算技能；⑤房

地产交易谈判技能；⑥合同管理技能；⑦售后服务技能；

⑧团队管理技能；⑨业务培训技能 

客户经理 

/店长 

在二手房地产经纪代理机构或门店

从事房地产租售服务以及代办按揭

贷款和交易登记手续等岗位工作；

团队管理和业务培训 

①商圈调查分析技能；②房源采集与实勘技能；③客户

拓展和接待技能；④投资咨询与价款测算技能；⑤需求

匹配、讲解带看、交易谈判等撮合交易技能；⑥合同管

理技能；⑦售后服务技能；⑧团队管理技能；⑨业务培

训技能 

策划主管 

在房地产营销策划、经纪代理机构

或销售案场从事房地产调研、顾问

咨询、营销策划等岗位工作；团队

管理和业务培训 

①市场调研与市场分析技能；②市场定位技能；③制定

和执行房地产产品、价格、渠道、促销策略技能；④整

合营销技能；⑤房地产投资测算技能；⑥团队管理技能；

⑦业务培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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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职业生涯发展路径 

专业职业生涯发展路径 

发展阶段 学徒岗位 
就业岗位 发展年限 

（参考时间） 
营销类岗位 技能类岗位 管理类岗位 

V 营销经理     营销经理 3--5 

IV 

策划主管   策划主管  

2--4 
销售主管     销售主管 

精英营业经理/店

长 
    

精英营业经理 

/店长 

III 

销售副主管     销售副主管 
2--3 

客户经理     客户经理 

策划副主管  策划副主管  2--3 

II 

资深销售顾问 资深销售顾问     
1--2 

高级物业顾问 高级物业顾问     

（见习）策划专员  策划专员  1--2 

I 
销售顾问 销售顾问     0--1 

见习物业顾问 见习物业顾问     0--1 

注：1、“发展阶段”应依据国家、行业企业的有关规定以及调查分析确定，将职业发展分为若干个

阶段及岗位，阶段数量因各专业的具体情况而不同。2、“就业岗位”的分类仅供参考，各专业可以自行

分类。 

九、课程体系 

（一）课程描述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课程体系构建，是在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下，以行动领域的

“职业”作为学习领域“专业”的基础，专业设置与职业分布相衔接，专业教学与职业工作过程

相一致，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相适应。根据房地产营销代理行业的发展要求，基于房地产专业技

术领域营销、管理、服务一线岗位工作过程的典型工作任务，全面应用头脑风暴法、文献研究法、

专家咨询法、企业调研法、大数据分析法等工作方法，运用“二维四步五解”分析方法，获得岗

位工作流程、工作任务、能力要求等行业企业岗位职业能力数据。 

按照现代学徒制要求，依托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职业能力分析结果，通过组织现代学徒制

专家、企业专家、课程专家召开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转化会议，完成现代学徒制课程

转化，制定课程进度表，确定 5 门专业技术技能、岗位技术技能核心课程。构建了突出专业技术

能力、岗位工作能力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由职业基本素质课程、专业技术技能基础课程、岗位

技术技能课程（含毕业设计）、职业岗位能力拓展课程、任意选修课程五个模块组成。 

A、职业基本素质课程（必修） 

【具体课程名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

论》、《形势与政策》、《国学精粹》、《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心理健康教育

与训练》、《军事理论》、《军事技能训练》、《体育》、《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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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专业技术技能基础课程（必修） 

【具体课程名称】《房地产行业认知》、《房地产识图制图》、《房地产产品知识》、《房

地产文案撰写》、《房地产新媒体营销》、《互联网+房地产》。 

C、岗位技术技能课程（必修） 

【具体课程名称】《房地产商圈调查》、《房地产咨询与服务》、《房地产交易与谈判》、

《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地产执业风险防范》、《方圆团队管理》、《方圆品牌文化》、《岗

位实训（一手置业顾问、二手物业顾问、策划专员岗位三选一）》、《房地产经纪协理考证》、

《毕业设计（毕业实习报告）》。 

D、职业能力拓展课程（选修） 

【具体课程名称】《方圆销售管控》、《办公软件应用进阶》。 

E、任意选修课程（选修） 

《房地产策划师（初级）考证》、以及学院 3 门任意选修课。 

（二）主要技术技能课程教学与考核要求 

核心课程 1 房地产商圈调查 

学期 2 总学时 54 课程模块 岗位技术技能课程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课程技能考核项目与要求 

房地产商圈

调查 

01-01 市场调研基础 

会房地产市场调查（项目布局及供应情况需求容量分析、一手、二手

楼盘销售、分析价格走势、物业类型、面积区间分布等） 

能对购房者行为调查分析，包括购买行为分析、购买动机分析、产品

需求分析 

会地块基本状况调研分析（SWOT 分析表、交通调研、周边配套等） 

01-02 
熟悉商圈 

（新房） 

收集周边竞品楼盘数据，能对收集数据进行整理反馈 

熟知楼盘周边板块市场走势，了解市场情况 

熟知地理商圈概念（核心商圈、次级商圈、边缘商圈） 

熟知周边配套，特别是核心商圈 6 大配套情况（交通、学校、医院、

商超、公园、娱乐） 

熟知代理楼盘竞品情况（一手）：价格、卖点、地理位置 

能利用“楼盘百科”熟悉商圈和预测市场走势 

01-03 
商圈调研 

（存量房） 

对核心商圈重点房源了然于心（二手）：小区房源、小区、价格情况 

熟知楼盘属性（土地使用年限、房屋建筑结构、房屋建筑类型、房屋

建筑风格、墙体外立面用料等） 

能熟练描述小区居住体验（容积率、楼间距、环境品质（人车分流、

主题广场、景观设计）、绿化率、配套设施、居住人群等） 

熟知居住成本（水费、电费、天然气、管理费、停车费等） 

熟知房屋产权性质（商品房、房改房、满五年的经济适用房、回迁房、

宅基地“小产权房”） 

熟知房屋户型（平层、复式、错层、LOFT、坐北朝南、南北通透、动

线合理、全明格局、动静与干湿分区） 

熟知房屋八大要素（价格、楼层、装修、朝向、面积、居室、位置、

年代） 

能熟练应用地理商圈 6 元素+1楼盘价格+1 未来展望的介绍法则 

熟知交通及行车路线及收费标准和所用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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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描述周边在售房价对比差距、优劣势 

会商圈实勘，能根据实勘情况绘制商圈地图 

能绘制跑盘使用的《楼盘分布图》 

能利用互联网+技术搜集商圈资料 

01-04 实勘盘源 

熟知路段及物业所在位置，项目基本资料，能给客户指引和介绍 

熟知区域模型、沙盘、板房位置、看楼通道讲解、样板房讲解，并能

流利讲解 

会解说项目平面图、户型图 

能熟记楼盘百问百答（销售口径）、配套、户型、计价下定，能给客

户熟练介绍 

熟知定价和优惠体系 

熟知装修及交楼标准 

熟知楼王的价格差异，景观区别 

会收集官方数据、规划、利好政策 

熟知余货数量、主推户型 

熟知盘源接收的三证要求 

熟知相关文本工具使用（业主（租售）委托书，房屋家电清单等） 

学会接收盘源的登记要求 

学会多样渠道的收盘方式（门店收盘、网络收盘、置业会收盘、转介

收盘） 

熟知实勘记录的内容与方法（实勘前、中、后需要记录的内容及格式） 

学会看小区平面图、户型图，学懂如何描绘小区平面图及户型图 

会拍摄小区外景、室内图，包含照片、视频、360 全景 3D 立体图 

具备房屋钥匙收取及签署独家委托的话术及技巧 

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看房路线（二手） 

能根据收集的已成交数据预测房价走势 

会收集小区业主反馈信息 

会勘察新房盘源的交通路线 

会使用房源钥匙收取的话术 

会填写《楼盘明细表》 

 

 

核心课程 2 房地产咨询与服务 

学期 2 总学时 72 课程模块 岗位技术技能课程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课程技能考核项目与要求 

房地产咨询

与服务 

02-01 市场拓展 

熟知电话销售技巧，能邀约客户看房，记录来访来电信息 

熟知摆展形式和接待流程 

熟知渠道拓展的方式方法 

熟知活动组织流程，能拓展客户 

熟知广告类型，能通过广告招徕客户 

能通过参加房展会和各类展会挖掘潜在顾客 

具备熟人转介推广和沟通能力 

02-02 客户接待 遵守销售中心考勤制度，守时高效，遵守公司规定上下班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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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按时参加公司早晚会、各项会议，并做好会议记录，按会议要求

工作 

能按照标准流程迎宾接客 

熟知商务礼仪知识，注重仪容仪表接待客户 

能在现场对来访客户做日常接待、记录工作 

能熟练介绍沙盘和样板房 

能与客户充分沟通，提炼客户需求 

能根据客户需求和预算匹配客户满意的户型 

能用销售技巧，说服客户现场确定购买 

能对来访客户做好跟进服务 

能对销售及考核数据进行统计及整理归档 

能做好销售中心现场销售物料的维护工作 

能协助销售中心现场做好接待轮排监督 

能对销售中心现场的环境卫生进行维护 

02-03 
商业按揭 

及公积金贷款 

熟知按揭知识，能正确回答客户按揭咨询 

会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申请条件、首付比例、贷款成数、偿

还比率、贷款额度、贷款利率、贷款期限、还款方式、担保方式、

贷款流程 

会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条件、首付比例、贷款成数、偿还比

率、贷款额度、贷款利率、贷款期限、还款方式、担保方式、贷款

流程 

熟知房地产抵押的一般规定：房地产抵押的主要类型、优惠政策、

房地产抵押规定、不同性质、不同类型房地产抵押规定 

会办理房地产抵押权设立和涂销业务 

会个人住房贷款代办咨询服务：沟通接洽、签订个人住房贷款代办

服务合同 

能提交代办个人住房贷款资料：拟定贷款方案、协助准备贷款申请

资料 

会使用个人住房贷款代办服务业务文书：代办合同、借款合同、抵

押合同 

会计算首付款和贷款额度：首付款计算、贷款额度计算 

会计算还款额：等额本息还款方式的还款额计算、等额本金还款方

式的还款额计算 

会联系银行评估物业价值 

会协助银行审查客户贷款资质 

会落实客户征信资格和贷款资格 

能组织买卖双方签署按揭合同 

能协助客户落实银行出具同贷书 

02-04 收楼须知 

熟知收楼流程，能接待引导客户完成收楼手续 

能陪同客户办理收楼手续，正确解答客户疑问 

会收集收楼意见，并能进行提炼反馈 

02-05 
新房咨询 

讲解技巧 

掌握项目话术速记方法与技巧 

熟知项目讲解步骤与相关细节 

能按标准拍摄项目与房源图片 

02-06 存量房交易流程 

能协助客户完成存量房买卖交易流程（签署网络合同、网上预约递

件、递件、核定税费、完税、领取回执、房管部门审核、领证） 

能协助客户完成存量房租赁交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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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7 
存量房需求 

理解与匹配 

能结合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正确回答客户需求提问，掌握 10 大

重点技巧（价格、居室、朝向、面积、楼层、位置、年代、装修、

支付方式、动机） 

具备挖掘客户真实购房动机及匹配合适房源的能力 

能根据不同场景灵活应用销售话术 

02-08 
存量房带看 

服务技巧 

熟知带看前准备（3 大电话准备、文本资料准备、带看路线准备、

一次带看多套房源） 

熟知带看中步骤（礼貌问好、签署“看楼纸”、小区讲解、上楼技

巧、进屋关门、房中有序呈现、激发客户兴趣、明显缺点纰漏、促

销配合、检验离开） 

熟知带看后工作（领客户回店技巧、计划洽谈与意向金收取、业主

电话及信息客户、分析与总结、更新系统信息） 

熟知带看过程中重要的事项及解说重点 

 

 

核心课程 3 房地产交易与谈判 

学期 3 总学时 72 课程模块 岗位技术技能课程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课程技能考核项目与要求 

房地产交易

与谈判 

03-01 
消费者行为 

决策分析 

能应用消费者心理学原理，借助项目卖点引导客户成交 

熟知一般购房者行为决策场景（示例），发现客户的成交信号 

03-02 
新房项目 

定金收取技巧 

临定与齐定的概念 

定金收取的形式、收款单位、收据形式 

定金的条款说明及注意事项 

03-03 
新房合同 

签订流程及须知 

熟知签认购意向书的流程，能指引客户签订 

熟知购房合同的签定流程，能正确指引客户 

熟知合同法基本知识和新房交易的合同类型 

能解答客户疑问，并正确签定和办理购房合同手续 

认购意向书与购房合同的正确填写实操及注意事项说明 

03-04 
交易后续须知 

讲解 

购房合同、购房发票领取跟进 

银行按揭办理及每月还款提醒 

会使用一站式服务系统并教会客户使用 

收楼：熟知收楼流程，接待引导客户完成收楼手续；陪同客户收楼

手续办理，正确解答客户疑问；收集收楼意见，并进行提炼反馈 

03-05 
房屋控价与房客议

价方法与技巧 

具备房屋控价的能力（邀约控价、带看控价、缺点控价、费用控价、

其他控价） 

熟练应用房客议价方式（行情分析、动机分析、竞品分析） 

能进行有针对性的交易谈判 

03-06 
巧取意向金 

及精密签约 

具备巧取意向金的谈判方法及技巧 

熟知精密签约的步骤（锁定对方、打预防针、落实交易文件、邀约

顺序、设备工具准备、签约技巧、预备方法） 

熟知精密签约前中后的细节及注意事项 

03-07 
交易过户及 

收楼须知 

熟知办理房屋过户的步骤及办理细节 

能根据房屋过户中的时间节点跟踪相关部门的办理进度 

熟知在突发情况的处理办法 

在物业交割时，能陪同交易双方清点家电、检验电、厨、卫设施，

抄电、水、煤表，掌握清算费用的方法及技巧 

能预见和防范收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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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4 房地产营销策划 

学期 3 总学时 72 课程模块 岗位技术技能课程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课程技能考核项目与要求 

房地产营销

策划 

04-01 市场调研实勘 
会调研竞争对象（类型、产品、营销水平、楼盘综合素质），并形成

调研报告 

04-02 开发项目选择 

能贯彻执行公司开发城市选择策略（经济、政策、文化、环境、供需、

购买力） 

能贯彻执行开发地段选择策略（地段选择因素、地段选择原则） 

能贯彻执行开发管理模式选择策略（比较开发管理模式，结合地块情

况选择最优） 

能贯彻执行开发项目融资方案选择策略（银行贷款、合作开发筹资、

预收房屋筹资、信托（股票）筹资） 

04-03 项目可行性研究 

熟知可行性研究事项（市场可行性分析、规划方案优选、财务可行性

分析、风险评估等可行性分析） 

能协助制作可行性研究报告（开发项目概况及计划、资金筹集与供给

方式、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财务评价、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风险分析、项

目安排、结论等） 

04-04 营销报告撰写 

会根据模板撰写项目总营销提案报告 

会根据模板撰写营销年度营销执行案 

能独立完成各项报表，包括周报、月报、半年报、年报 

04-05 项目定价方案 

能协助撰写并汇报定价报告 

能协助完成价格表制定（推售总金额汇总、销售均价、价格区间、折

扣控制系数表、单户价格推导系数表、每户价格明细表、销售面价、

实收价格） 

04-06 售楼处设计 

能贯彻执行售楼处的选址原则 

熟知售楼处的功能设计（接待、展示、洽谈、签约、休闲、办公） 

熟知售楼处的布置要求(柜台和桌椅高度与宽度、户外灯光、接待电

器等) 

熟知售楼处装修的细节（室内布置、室外布置、景观设计布置） 

熟知售楼处与样板房的位置设计（4 类型） 

熟知样板房设置要点（居家环境、数量控制、电梯通道包装、户外板

房、安全设置、切合主题、充分利用空间） 

熟知样板房包装要点（重视太太与小孩的意见、满足人们艺术追求、

样品即精品原则、迎合客户需求） 

04-07 楼书设计 

熟知楼书的内容设计（开发理念、项目特色、项目概况、位置交通、

项目环境、生活配套、规划设计、户型介绍、会所介绍、物业管理介

绍、物业文化介绍、建筑装饰材料介绍等） 

熟知楼书类型（普通楼书、电子楼书） 

了解楼书设计（封面、封底、扉页、设计尺寸） 

熟知楼书文案撰写（4 要点） 

熟知多页楼书设计要点（4 要素） 

熟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04-08 DM 广告设计 

熟知 DM 的种类（传单型、手册型、卡片型） 

熟知 DM 设计要点（视觉冲击、内容创造、提升信任度、整体设计） 

熟知 DM 使用技巧（15 项使用技巧） 

04-09 户外广告设计 

熟知户外广告的类型（路牌、霓虹灯、车身、悬挂、电子屏） 

了解户外广告的设计原则（视觉吸引力、独特的创意、情理交融） 



109 

 

04-10 开盘活动策划 

熟知开盘前准备工作（开盘人员准备、开盘物资准备（销售文本及资

料、室外展示物料准备、室内展示物料准备 7 项要求）、） 

熟知开盘前的媒体宣传（宣传日程表制作、确认媒体数量及名单、结

合主题媒体邀请名单、其他注意事项） 

熟知开盘区域功能设置（等候区、选房区、休息区、销控区、财务区、

签约区） 

熟知开盘策划方案的定位及制作（4 方法） 

04-11 
品牌签约 

活动策划 

熟知签约前筹备工作（确定接待规格拟定接待方案、确定邀请对象并

发放会议通知、选择签约会场、现场服务准备、会前细节记录） 

熟知签约现场的布置（室内、室外、签约座位安排） 

熟知签约活动策划书的制作（名称、背景、目的、意义、目标、资源

需要、活动开展、经费预算、注意的问题及细节、负责人及主要参与

者） 

熟知签约仪式的正式程序设置 

04-12 巡展活动策划 

熟知巡展的特点（6 要点） 

熟知巡展人员安排（人员分工安排表制作） 

熟知巡展物料准备（物料清单表制作） 

熟知巡展活动区域区分（品牌形象展示区、销售洽谈区、顾客接待区、

主题体验互动区、后期区） 

熟知制订巡展计划方法（确定目标、选择地点、编排内容） 

熟知选择巡展场地技巧（场地调研、场地开敞设计） 

熟知巡展实施策略制定方式（城市选择策略、外包式的组织策略、借

势策略） 

04-13 
节假日促销 

活动策划 

熟知节假日促销的主要工作内容（促销、广告、路演） 

熟知节假日促销物资准备（宣传品制作、活动场地准备、促销前的预

算） 

熟知节假日促销人员准备（人员落实 4 方法、4 要求）促销派单管理

要点） 

熟知确定节假日促销主题方法（7 要点、4 注意） 

熟知节假日促销管理方式（5要素、4 方法） 

熟知节假日促销管理手段（15种常用手段） 

04-14 
编制推广 

费用预算 

熟知推广费用构成 

熟知推广费用预算的编制程序 

熟知编制推广费用预算的方法 

熟知相关表格制作方法（销售道具费用预算表、销售中心、样板房、

临时接待中心包装费用预算表、媒体广告推广费用预算表、推广活动

费用预算表，总支出预算表） 

04-15 
推广各阶段 

营销费用预算 

熟知品牌导入取方式（阶段特征、社会热点、广告投放及活动）并执

行 

熟知开盘销售期（阶段特征、社会热点、广告投放及活动）并执行 

熟知中盘（加推）销售期（阶段特征、社会热点、广告投放及活动）

并执行 

熟知尾盘销售期（阶段特征、社会热点、广告投放及活动并执行 

04-16 
推广费用 

预算控制 

熟知推广费用预算管理的原则（3 原则） 

熟知推广费用预算控制的内容（步骤、额度、使用、支出） 

熟知推广费用预算管理奖罚机制（3 要点） 

熟知推广费用过程控制、反馈要点（3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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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课程 5 
房地产执业风险防范 

学期 2 总学时 54 课程模块 岗位技术技能课程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课程技能考核项目与要求 

房地产执业

风险防范 

05-01 政策法规 

熟知房地产法律法规：物权法律制度与房地产法；我国房地产法的

渊源体系、基本原则与历史沿革；房地产法律关系与构成要素 

熟知土地管理法律制度：包含土地制度、建设用地制度、征用拆迁

制度等 

熟知物业管理法律制度：包含物业管理主体及其基本的权利和义

务；物业管理条例及其规定的基本制度；物业管理纠纷调处 

熟知房地产交易法律制度：房地产转让法律规定；房地产抵押法律

规定；房屋租赁法律规定；房地产典当、赠与、交换法律规定；商

品房预售与销售法律规定；房地产中介服务与房地产市场管理法律

规定 

熟知房地产法规实务处理：房地产纠纷处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

土地有偿使用、出让、转让、租赁、抵押；房地产开发经营；城市

房屋拆迁；房屋买卖、预售纠纷处理 

熟知国家房地产管理有关政策文件 

熟知最新《婚姻法》《合同法》《继承法》《广告法》等房产相关

的其他法律常识 

会房地产购房资格相关规定 

会学区房政策相关知识 

05-02 签订合同 

会签署认购意向书的流程，能指引客户签订 

熟知销控流程，能准确核对销控 

熟知交定金的流程，做好沟通协调，能引导客户交定金 

熟知购房合同的签定流程，对客户进行正确的签约指引 

熟知合同法，熟悉新房交易合同类型，能解答客户疑问，正确签订

和办理购房合同手续 

能为客户购房变更手续，解答客户疑问 

能为客户换房、换名、退房，解答客户疑问 

05-03 行为规范 

熟知业务承接规范：重要信息告知、签订书面合同、实地查看编制

房屋状况说明书、房地产经纪服务业务和代办业务分开、业务联合

承接及转委托规范 

熟知业务办理规范：真房源上架规范、商机管理规范、客户带看管

理规范 

熟知服务费用收取规范 

熟知资料签署和保存规范 

熟知信息保密规范 

其他行为规范：处理与同行关系的规范、处理与社会关系的行为规

范 

05-04 
责任（安全） 

意识 

外地出差能确保人身财产安全 

对房地产项目进行实地勘察时注意个人安全，进工地前能做好各种

安全措施 

签订项目保密协议，需对项目信息保密 

具备急救、自救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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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岗位课

程 1 
方圆团队管理 

学期 2 总学时 63 课程模块 岗位技术技能课程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课程技能考核项目与要求 

方圆团队管

理 

06-01 团队管理 

熟知管理常识，能应用于岗位工作中 

熟知部门职能及组织架构 

能编写定岗定编内容 

会利用面试技巧组建团队 

胜任销售中心的日常行政管理 

熟知公司规章制度和案场管理流程，能对销售团队进行岗前培训、

销售技巧培训 

能对销售中心早晚例会的组织工作，并将记录反馈给经理 

能对销售团队进行考勤与排班管理 

能对项目人员进行住宿安排及宿舍管理 

熟知公司申请名片流程，确保团队成员的名片使用 

能对团队人员的工服进行申领 

熟知公司的绩效考核流程，能对下属进行绩效考核和评估，能进行

绩效反馈指导 

能培养新人，激励团队 

熟知选拔成员方式及晋升过程 

熟知制度化管理方法 

06-02 销售管控 

能与开发商进行良性沟通，争取合作的有利条件 

能对销售业绩目标进行分解，指导团队成员完成各项业绩目标 

会定期组织各类营销会议，提交各类销售报表和意见汇总 

掌握高效会议秘诀，熟悉会议步骤及内容 

能对来访、来电客户及各类销售数据进行归纳总结，对销售业绩分

析总结 

能对客户、销售及签约回款情况监管，做好跟进表，及时反馈给经

理 

能针对销售合同解答客户疑问 

能对现场销售资料：文件、销控、售价表、优惠折扣等政策执行管

理 

能熟练操作公司的客户管理系统，指导团队进行客户复盘 

能监管客户满意度，接待处理问题客户 

能熟练操作公司的明源销售管理系统和录入企业微信系统，确保销

售数据准确无误 

能做好项目佣金整理、核对、追收工作 

熟练掌握销售技巧，能协助团队成员促进关键客户的成交 

能对销售现场进行监督，处理突发情况 

能与开发商对接核对销售报表，确保佣金正确并按时回收 

能执行销售策略及汇报工作效果 

能与内外部顺畅沟通 

熟知活动策划的工作流程，能配合策划类活动执行 

能分析销售业绩并给予营销策划专业建议 

熟知各类型销售渠道，能进行有效拓展 

具备统筹多个楼盘的管理能力 

能高效接待团购客户和重点客户 

能拓展新的合作项目 

06-03 策划进阶 

能根据营销现状，提供营销解决方案 

能提炼项目卖点 

能提炼项目解说说辞并对销售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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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监控及汇报市场情况，提出推广、销售方案的建议 

能对策划案提出意见，并协助实施完成 

能熟练演讲汇报并独立提案 

能协助领导制定营销计划 

能协助领导进行资金预算 

 

 

主要岗位课

程 2 
方圆品牌文化 

学期 1 总学时 36 课程模块 岗位技术技能课程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课程技能考核项目与要求 

方圆品牌文

化 

07-01 走进方圆 

体验方圆品牌、历史及文化 

品读方圆使命、愿景、价值观 

了解方圆业务体系 

熟知方圆房服四大业务体系 

熟知方圆的一二手联动操作体系 

熟知方圆人才培养及晋升机制 

宣讲方圆服务理念与社会责任 

07-02 
人事规章制度&线

上平台操作 

熟知方圆人事规章制度 

熟知人事架构与关键人情况 

熟知 OA 系统、企业微信、HR员工自助操作 

熟知业务平台工具使用（如带看报备申请、明源、旧 OA、钉钉等） 

07-03 
管理服务规范 

与行为规范 

熟知早晚会制度规范 

熟知方圆门店的规则制度要求标准 

熟知方圆案场的规则制度要求标准 

熟知门店电脑、电话使用规范及工具使用 

熟悉和遵守公司宿舍管理规定 

熟悉销售现场卫生管理规范及准则 

07-04 方圆服务礼仪 

练习正确使用方圆销售电话礼仪 

能按照方圆要求规范服饰搭配与着装标准 

练习日常商务礼仪规则（交换名片、乘车、电梯、就餐等礼仪规范） 

07-05 时间管理 

学习时间管理的四象限 

学习在工作中正确应用时间管理 

熟知公司各个时间节点需要完成的工作，提高执行力 

学习在工作中熟练应用时间管理的技巧 

07-06 目标管理 
熟知目标管理的理论原理及重要性 

熟知目标管理在工作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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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岗位课

程 3 
岗位实训（一手销售顾问、二手物业顾问、策划专员岗位三选一） 

学期 4 总学时 144 课程模块 岗位技术技能课程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课程技能考核项目与要求 

岗位实训 08-01 

一手销售顾问、二

手物业顾问、策划

专员岗位实训（三

选一） 

“教学做”一体化，理论与实践结合 

能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细则 

能按照主管领导的要求完成工作任务 

能完成公司的阶段性业绩考核目标 

能积极完成各项岗位实践工作任务 

训练客户服务意识和主动解决问题能力 

工作积极主动性，能够加强团队协作 

取得任职岗位需要的职业资格证书 

在岗位实训中完成学校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各项学习任务 

说明： 

1、主要技术技能课程从专业技术技能基础课程、岗位技术技能课程、职业岗位能力拓展课程中选取主要课

程填写。原则上主要课程不超过 8 门。 

2、“课程模块”一栏填写课程对应的课程模块。 

（三）课程体系构成表 

课程模块 序号 课程名称 

基准课时 

第一学

期 

第二

学期 

第三学

期 

第四

学期 

职业基本 

素质课程 

（必修）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72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概论 
72    

3 形势与政策 18    

4 国学精粹 27    

5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 36    

6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 18    

7 军事理论 36    

8 军事技能训练 36    

9 体育 72    

10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动   36  

专业技术 

技能基础 

课程 

（必修） 

1 房地产行业认知 18    

2 房地产识图制图 54    

3 房地产产品知识  72   

4 房地产文案撰写   54  

5 房地产新媒体营销   54  

6 互联网+房地产    54 

岗位技术 1 房地产商圈调查★  54   



114 

 

技能课程 

（必修） 
2 房地产咨询与服务★  72   

3 房地产交易与谈判★   72  

4 房地产营销策划★   72  

5 房地产执业风险防范★  54   

6 方圆团队管理  63   

7 方圆品牌文化 36    

8 
岗位实训（一手置业顾问、二手物业

顾问、策划专员岗位三选一） 
   144 

9 房地产经纪协理考证  54   

职业岗位能力 

拓展课程 

（选修） 

1 方圆销售管控   36  

2 办公软件应用进阶   36  

任意选修 

课程（选修） 

1 房地产策划师（初级）考证    54 

2 学院 3 门任选课  36 36 36 

毕业设计（毕业实习报告）    108 

合  计 495 405 396 396 

总学时 1692 

说明：本表数据根据本培养方案附表 1：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课程体系构成表

的数据统计汇总获得。 

（四）各类课程学时学分比例表 

课程 

类型 

课程 

性质 

课程 

门数 
学分 

计划学时 

总学 

时数 

理论 

课时 

实践 

课时 

实践课时占本课程

类别总学时数比例 

职业基本素质课程 必修课 10 23.5 423 297 126 29.8% 

专业技术技能基础

课程 
必修课 6 17 306 117 189 61.8% 

岗位技术技能课程 必修课 10 40.5 729 216 513 70.4% 

职业岗位能力拓展

课程 
选修课 2 4 72 36 36 50.0% 

任意选修课程 选修课 4 9 162 144 18 11.1% 

合  计 32 94 1692 810 882 52.1% 

说明：本表数据根据本培养方案附表 2：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教学进程表的数

据统计汇总获得。其中，理论学时为集中授课与在线学习的总和，实践学时为在岗培养与任务训

练的总和。 

十、教学实施安排 

现代学徒制是“教育界”与“产业界”的“双向跨界”教育。广东省坚持“能力核心、系

统培养”的指导思想，通过集体探索，形成了“三双一体化”（双身份管理、双场所教学、双

主体育人、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现代学徒制模式广东特色，体现出现代学徒双重身份、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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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在岗培养、岗位成才的重要特征，形成了“校企双元育人，交互训教，岗位培养；学徒

双重身份，工学交替，岗位成才”产教融合育人模式。基于协同发展，校企一体，共同推进实

施现代学徒制试点，无论是“先招工后招生”、还是“招生即招工”，首先要让学生充分了解

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了解合作企业文化、职业岗位及职业生涯规划，在了解的基础上通过双

向选择，学生与企业在彼此认可的情况下，签订三方协议（学校－企业－学生或家长），明确

三方的责权利关系。 

（一）教学要求 

公共基础课要符合教育部有关教学基本要求，重在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服务学生专业学

习和终身发展，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强调学以致用，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自我

学习能力提升、职业素质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专业技术课程和岗位技术课程的教学

按职业岗位群的能力要求，充分体现双主体育人、双场所教学、校企一体化的现代学徒制特征。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利用网络手段和数字化资源，尽量采用行为导向的项目导向、任务驱动、

任务训练、模拟教学、角色扮演、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与安排遵循学徒认知规律及

适合学徒工学交替的学习要求，发挥校企导师各自的优势、通过课程教学、基本技能训练、岗

位培养，不断提高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和综合素质，满足企业岗位需求。 

（二）教学组织形式 

根据校企岗位培养条件，采取 0.5+1.5 的教学组织形式：第 1 学期，在学校和企业教学点

学习职业基本素质课程、专业技术技能课程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第 2－4 学期，在企业岗位

学习专业技术技能课程、学徒岗位技术技能课程和学徒岗位能力拓展课程，并完成毕业设计任

务。在校期间的教学任务安排以学校导师为主，在企业学习期间，教学任务安排以企业导师为

主。学生从学校－企业－岗位完成由学徒员工－实习员工－正式员工的角色转换。 

（三）教学评价与考核 

校企双导师共同制定考核评价标准，形成以学生、学校、企业、客户共同评价的考核评价

体系，考核评价应以专业技术能力考核及客户评价为主，考核中不仅关注学生对房地产策划、

营销、管理、服务的理解和技能掌握情况，更重要的是关注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

平，重视房地产销售、策划的规范操作，重视责任意识、成本意识、服务意识等职业素质的养

成教育，以及团队协作、吃苦耐劳、抗压承压职业精神品质的培养。实践环节则以工作能力评

价、工作绩效评价和客户评价为主要考核依据。考核评价方式有笔试、面试、现场操作、提交

报告、汇报答辩、任务考核、技能竞赛、客户满意度评价、绩效考核等。根据课程的不同，每

门课程采取以上一种或多种考核方式相结合的形式进行，考核成绩的比重由“双导师”团队依

据课程目标在课程标准中共同设计。 

（四）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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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管理实行双主体三级负责制，在学校，学校是教学管理的主体。在分管院长领导下，

由学校（院）、二级学院（系、部）、专业团队对人才培养质量诸要素和教学过程各环节，进

行管理监控、检查、评价及反馈和调整。在企业，企业是教学管理的主体，企业分管领导、人

力行政管理中心、培训部对学徒学习过程的各具体环节进行监控、考核评价及反馈。通过校企

双主体紧密协作，实施双专业负责人、双导师、双身份管理，责任到人，分工协作，加强教学

过程管理。学校专业负责人负责集中授课的教学安排，企业专业负责人负责制定集中培训、任

务训练及在岗培养计划；学校专职指导教师兼班主任和企业导师负责学生的学习考勤管理；校

企双导师共同协调负责课堂及岗位学习管理及考核评价；学徒双身份，既要遵守学校学生管理

规定，又必须执行企业员工管理制度。 

（五）质量监控 

建立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实行学分制管理，学生必须按照要求修完规定的学分才能毕业。

教学质量监控纳入学校督导管理系统及企业员工培训考核评价体系。校企共同组建现代学徒制

教学管理机构，配合教务处、二级学院（系部）对日常教学运行及课程建设进行质量监管，及

时解决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教务处、督导室不定期组织人员到企业进行现场听课、组织学生座

谈、查阅教学文件和相关记录，开展评教评学活动。企业定期和不定期开展岗位巡视，检查学

徒学习情况，及时反馈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比如建立班级、课程、小

组微信群、QQ 群，开发网络教学平台和远程教学管理系统，通过网络建立网络质量监控系统，

通过网络获取教学组织实施、学生学习、课程考核等实时信息。对课程教学效果和质量进行评

价及反馈。 

（六）教学活动时间分配表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教学活动时间分配表（二年制）   单位：周 

学年 学期 教学周 考核 
入学教育、军训及就业教

育 
毕业考核 机动 合计 

一 

1 16 1 2  1 20 

2 18 1   1 20 

二 

3 18 1   1 20 

4 14 2  108 学时 2 18 

合计 66 5 2 108 学时 5 78 

说明：学习地点全部在学校的，第一学期为 16 周、入学教育、军训及就业教育 2 周。学习地点全在企业的，

第一学期“教学周”为 16 周，“入学教育及就业教育”为 2 周。 

十一、教学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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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条件 

1、专任教师 

学校导师的职业教育经验及工作经历，对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内涵的认识和理解，是制

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构建课程体系、教学组织实施等各环节的重要因素。学校导师应具

备以下条件： 

（1）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爱岗敬业，有较强的工作责

任心； 

（2）本科以上学历，讲师以上职称，具有房地产专业领域相关职业资格，原则上应当具有

行业企业相关岗位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 

（3）专业核心技能课程授课教师应由经过学院“双师”素质教师认证的具有 5 年以上职业

教育经验的中级以上职称骨干教师担任，且应连续 3年独立完成至少两门专业主干课程教学任务； 

（4）具有创新性思维和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学思路清晰、教学方法、手

段与内容能够满足学徒岗位技术能力提升的要求； 

（5）具有深厚的专业理论、较强的专业实践和技术服务能力，了解房地产行业发展及市场

需求，熟悉本专业学生主要就业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及职业能力要求。 

2、兼职兼课教师 

按照职业教育“校企精准对接，精准育人”的工作要求，基于广州城市建设职业教育集团平

台，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与国内房地产行业顶尖企业易居中国、链家集团、中海地产、碧桂园

广清区域、绿地集团、方圆房服集团，以及中原地产、合富置业、粤海集团、广州市国土规划系

统、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广州市白云区不动产服务协会等 20 多家企事业单位签订了校企合

作实习实训基地协议，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校企师资互派，教学资源共

享。 

目前，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共享城市建设工程系专业群内 31 名校内兼课教师和广州城市

职业学院基础教学部 20 多名职业基本素质兼课教师，同时建立了 40 人的企业兼职教师库，这些

来自上述基地企业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一线业务岗位的能工巧匠型兼职教师，岗位技术能

力突出，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通过系统培训已具备较好的职业教育教学能力，足以为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提供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支撑条件。 

3、校内实训室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通过省级示范校建设，目前，已经建成较好的校内共享开放型实训条

件，现有的校内实训室及主要设施设备能够较好地满足每年一个现代学徒制教学班（30 人）的需

要，详见下表：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实训项目 主要工具和设施设备 
数量（生均

台套） 

1 工程制图实训室 
工程识图；建筑 CAD 绘图；房屋

户型图设计实训 

房屋建筑结构模型；CAD 软件；

画图图板；多媒体教学设备；台

式计算机 

60套（2套/

人） 

2 
房地产营销策划与

展示中心 

房地产产品策划；房地产投资开

发综合实训、营销策划综合实训、

房屋户型图、房屋户型模型；验

房工具箱；房地产投资开发、营

60套（2套/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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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经纪业务实训；房地产经

营管理大赛训练与竞赛；房屋竣

工验收查验实训 

销策划、经纪代理训练与竞赛软

件；多媒体教学设备；台式计算

机 

3 房地产综合实训室 

房地产投资分析、房地产评估综

合实训、编制建筑工程预算、招

投标模拟实训 

房地产投资分析与评估软件；广

联达 BIM 计量计价软件；广联达

招投标模拟实训软件；多媒体教

学设备；台式计算机 

60套（2套/

人 

4 
房地产交易仿真实

训中心 

房地产交易流程实训；房屋带看

实训；沙盘与样板房讲解实训；

房地产交易谈判实训；商圈调查

与商圈图绘制实训；房源录入实

训 

房地产项目实物沙盘；电子沙盘；

房友操作系统；中介门店装潢；

多媒体教学设备；台式计算机 

40套（1套/

人 

5 
物业管理实务综合

实训室 

物业管理综合实训、长租公寓运

营管理、停车管理、电梯运行管

理、消防管理、空调控制管理、

房屋设备故障排除、智能化控制

故障排除 

思源物业管理软件；停车管理、

电梯运行管理、消防管理、空调

控制管理、建筑智能化设备；多

媒体教学设备；台式计算机 

60套（2套/

人 

6 
物业客户服务中心

实训室 

客户关系管理；房屋竣工验收；

收楼入伙模拟实训 

物业客户服务中心装潢；会议室；

文件柜；房屋验收户型模型；多

媒体教学设备 

30套（1套/

人 

（二）企业条件 

1、企业导师条件 

广州方圆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是是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方圆房地产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在大陆

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设置有高级别的人力行政管理中心，拥有稳定的导师团队，常态化开展新员

工入职培训、岗位基础类、提升类培训和 STC 接班人特训营及考核，针对管理层开展系统性的战

略培训。 

企业导师的聘任条件为：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协作能力，良好的师德和自主学习能力； 

（2）能执行学校的教学管理规定，遵守校企教学规章制度； 

（3）具有 5 年以上企业岗位工作经历，大专以上学历、房地产经纪执业资格或企业培训师

资格或业务部门主管以上岗位职务； 

广州方圆地产顾问有限公司部分企业导师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历 职务 专业特长 

1 孟怡 女 EMBA 人力行政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企业管理类课程 

2 杨子洋 男 本科 新房事业部副总经理 房地产营销策划 

3 李炳诗 男 本科 分部副总经理 
房地产咨询与服务、房地产交易与谈判、

岗位实训系列课程 

4 裴丽霞 女 本科 高级市场研究总监 
房地产基础知识、房地产商圈调查、岗位

实训系列课程 

5 林华 女 本科 项目总监 房地产营销策划 

6 欧阳瑞鹏 男 本科 房产服务部客服总监 房地产政策解读、房地产交易与谈判 

7 张萍 女 MBA 
人力行管理中心高级人事经

理 
企业管理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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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苏越 女 本科 法务主管 房地产执业风险防范 

9 黄仁杰 男 MBA 专职培训师 
企业管理类课程、房地产咨询与服务、房

地产交易与谈判、岗位实训系列课程 

10 欧义炜 男 本科 专职培训师 企业管理类课程 

（4）具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等岗位丰富工作经验的管理骨干、技术

骨干或专业技术能力突出的一线优秀员工不受上述学历、职称、职务限制。 

2、岗位培养条件 

广州方圆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是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方圆房地产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股票交易

代码：8376.HK）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员工总人数约 800 人，目前公司发展正处于成功上市之后

业务由广州向珠三角乃至全国扩张阶段，根据天眼查发布的招聘数据，2018 年度公司发布的招聘

信息共计 1212 条。公司内部组织架构完整，管理制度健全，企业内部培训和岗位培养制度自成

体系，岗位考核管理制度细致规范。集团执行董事等高层领导高度重视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

工作，完全能够按照岗位培养需求提供足够的学徒岗位，且岗位培养的设施设备条件与学徒人数

匹配，能较好地满足学徒岗位培养要求。 

3、职业培训设施条件 

（1）企业整体规模 

方圆地产是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中国房地产策划代理百强企业。方圆房地产服务集团有限

公司是全国百强房企方圆地产旗下的房地产综合服务商，是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代码：

8376.HK），旗下拥有四大品牌，分别为方圆资产管理、方圆地产顾问、房缘宝、海缘宝，分别

专注于二手房地产交易及商业招商运营管理、一手房地产代理及专业策划咨询、渠道资源整合、

一站式服务及综合服务。广州方圆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注册资本 6000 万港元，是

方圆房服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是一家以房地产开发投资为核心业务的企业集团。目前，广州

方圆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员工总数约 800 人。公司房地产服务涵盖四大业务板块内容是：一是国内

新房投资业务，如新房房价地图、区域市场报告、笋盘购买推荐；二是国内二手租/售服务，如专

业买/卖服务、专业租赁服务、会员增值服务；三是海外投资综合服务，如海外资产配置、专业移

民服务、海外综合事务；四是资产管理一站式服务，如房屋托管服务、维修保养服务。 

（2）教学场地设施条件 

广州方圆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 28 号方圆大厦 7 楼，方圆大厦

为方圆地产自有物业，大厦 7-11 楼设计了规模不一的 10 多个多媒体会议室，可由集团人力行政

管理中心统筹安排相对固定的场地用于公司对学徒进行集中教学安排使用。方圆大厦多媒体会议

室场地布局合理，教学设施设备先进，可满足课程教学及岗位技能考核要求。同时，公司在以广

州市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拥有 50 多个一手销售项目和约 80 家二手中介门店，为公司开展房地产

经营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提供了充足的教学场地资源和优越的设施设备条件。 

公司岗位培养制度完善。公司人才培养体系独立、内容完整，方圆房服学院定制了“启航—

远航—领航”职业生涯人才培养体系：启航计划，针对入职 1 年以内的新人进行培训，主要内容

是认知方圆文化，迅速缩短就业差距，塑造职场新人；远航计划，主要针对入职 2-5 年的中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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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才，主要内容是认同方圆文化，清晰职业规划，打造方圆中级管理人才；领航计划，针对入

职 6-8 年的高级管理人才，主要内容是传承方圆文化，培养战略管理和统筹规划能力，储备高管

人才。公司建立了定期开展职业岗位能力提升的机制。如企业文化培训、企业管理培训、职业礼

仪培训、服务操作流程和技术规范培训、职业素质提升培训、职业心态调整与潜能开发培训等。

公司人力行政管理中心严格进行课程管理（教学计划、培养对象、教学形式、课件、教材等）、

师资管理（师资选拔、讲师定级）、岗位职业能力考核评价管理等。课程及教学形式丰富，学习

形式有集中教学、导师在岗带教培训等。 

 

编制人：廖晓波、张萍（企业） 

审定人：雷  华、孟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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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课程体系构成表、教学进程表 

附表 1：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课程体系构成表 

课程

类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

时 

各学期周数、学时分配 
教学场所

学时分配 评价方

式 

说

明 1 2 3 4 学

校 

企

业 20 20 20 16 

职业基

本 

素质课

程 

（必

修）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4 72 4    √  ①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4 72 4    √  ①  

3 形势与政策 1 18 1    √  ④⑥⑦  

4 国学精粹 1.5 27 1.5    √  ①⑤  

5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

创业指导 
2 36 2    √  ②⑧⑩  

6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 1 18 1    √  ②④  

7 军事理论 2 36 2    √  ①②  

8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  ②⑤⑧  

9 体育 4 72 4    √  ②⑤  

10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

活动 
2 36   2   √ 

②③⑤⑥

⑦⑧⑩ 
 

 小  计 23.5 423 21.5 0 2 0     

专业技

术 

技能基

础 

课程 

（必

修） 

1 房地产行业认知 1 18 1     √ ③④⑥⑦  

2 房地产识图制图 3 54 3    √  ①②⑤  

3 房地产产品知识 4 72  4    √ ①②③⑨  

4 房地产文案撰写 3 54   3   √ 
②③⑤⑥

⑧⑨⑩ 
 

5 房地产新媒体营销 3 54   3   √ 
②③⑤⑨

⑩ 
 

6 互联网+房地产 3 54    3  √ ②③⑥⑨  

  小  计 17 306 4 4 6 3     

岗位技

术 

技能课

程 

（必

修） 

1 房地产商圈调查★ 3 54  3    √ 
②③⑤⑥

⑨ 
 

2 房地产咨询与服务★ 4 72  4    √ 

①②③④

⑤⑦⑧⑨

⑩ 

 

3 房地产交易与谈判★ 4 72   4   √ 

①②③④

⑤⑦⑧⑨

⑩ 

 

4 房地产营销策划★ 4 72   4   √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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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⑦⑧⑨

⑩ 

5 房地产执业风险防范★ 3 54  3    √ 
①②③④

⑥⑦ 
 

6 方圆团队管理 3.5 63  3.5    √ ③④⑦⑨  

7 方圆品牌文化 2 36 2     √ 
①③④⑦

⑨ 
 

8 

岗位实训（一手置业顾

问、二手物业顾问、策

划专员岗位三选一） 

8 144    8  √ 
②③④⑤

⑥⑦⑨⑩ 
 

9 房地产经纪协理考证 3 54  3    √ ①⑤  

10 
毕业设计（毕业实习报

告） 
6 108    6  √ ②③⑥⑦  

  小  计 40.5 729 2 16.5 8 14     

职业岗

位能力

拓展 

课程（选

修） 

1 方圆销售管控 2 36   2   √ ②③⑤⑩  

2 办公软件应用进阶 2 36   2   √ ②⑤  

  小  计 4 72 0 0 4 0     

任意选

修课程 

（选修） 

1 
房地产策划师（初级）

考证 
3 54    3  √ ①⑤  

2 学院 3门任选课 6 108  2 2 2  √ ①⑥  

  小  计 9 162  2 2 5     

  合  计 94 1692 27.5 22.5 22 22     

说明：职业基本素质课程、专业技术技能基础课程、岗位技术技能课程为必修课。职业能

力拓展课程、任意选修课程为选修课，共设置了 12个选修课学分。 

（1）学分计算：理论教学（包括集中授课、在线学习）18 学时为 1个学分；在岗培养

（实践教学）以周为单位计算，每 1 周（折合 18学时）为 1个学分；任务训练（实践教学）

按完成任务作品的质与量计算。 

（3）考核方式：①理论考试；②任务考核；③岗位考核；④面试；⑤现场操作；⑥提

交报告；⑦汇报答辩；⑧技能竞赛；⑨客户满意度评价；⑩绩效考核。 

（4）专业核心课程在课程名称后面加“★”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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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教学进程表 

 
编制时间：2019 年 5

月 

教学进度

安排 

序

号 
课程名称 

总学

时 

集中授

课（理论

学时） 

在岗培

养（实践

学时） 

任务训

练（实践

学时） 

在线学

习（理论

学时） 

学

分 

考核

方式 

第

一

学

期 

2019

年 9 月

至

2020

年 1 月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72 72    4 ①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72 54   18 4 ① 

3 形势与政策 18 18    1 ④⑥⑦ 

4 国学精粹 27 18   9 1.5 ①⑤ 

5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

新创业指导 
36 18  18  2 ②⑧⑩ 

6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 18 18    1 ②④ 

7 军事理论 36 36    2 ①② 

8 军事技能训练 36   36  2 ②⑤⑧ 

9 体育 72 36  36  4 ②⑤ 

10 房地产行业认知 18 9 9   1 
③④⑥

⑦ 

11 房地产识图制图 54 36  18  3 ①②⑤ 

12 方圆品牌文化 36 18 18   2 
①③④

⑦⑨ 

小  计   495 333 27 108 27 
27

.5 
 

第

二

学

期 

2020

年 3 月

至

2020

年 7 月 

1 房地产产品知识 72 36 36   4 
①②③

⑨ 

2 房地产商圈调查★ 54  36 18  3 
②③⑤

⑥⑨ 

3 房地产咨询与服务★ 72 18 36 18  4 

①②③

④⑤⑦

⑧⑨⑩ 

4 
房地产执业风险防范

★ 
54 18 36   3 

①②③

④⑥⑦ 

5 方圆团队管理 63 18 45   3.5 
③④⑦

⑨ 

6 房地产经纪协理考证 54   18 36 3 ①⑤ 

7 学院任选课 1 36    36 2 ①⑥ 

小  计    405 90 189 54 72 
2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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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学

期 

2020

年 9 月

至

2021

年 1 月 

1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

活动 
36  18 18  2 

②③⑤

⑥⑦⑧

⑩ 

2 房地产文案撰写 54 18 18 18  3 

②③⑤

⑥⑧⑨

⑩ 

3 房地产新媒体营销 54  36 18  3 
②③⑤

⑨⑩ 

4 房地产交易与谈判★ 72 36 36   4 

①②③

④⑤⑦

⑧⑨⑩ 

5 房地产营销策划★ 72 36 18 18  4 

①②③

④⑥⑦

⑧⑨⑩ 

6 方圆销售管控 36 18 18   2 
②③⑤

⑩ 

7 办公软件应用进阶 36 18  18  2 ②⑤ 

8 学院任选课 2 36    36 2 ①⑥ 

小  计   396 126 144 90 36 22  

第

四

学

期 

2021

年 3 月

至

2021

年 6 月 

1 互联网+房地产 54 18 18 18  3 
②③⑥

⑨ 

2 

岗位实训（一手置业

顾问、二手物业顾问、

策划专员岗位三选

一） 

144 18 126   8 

②③④

⑤⑥⑦

⑨⑩ 

3 
毕业设计（毕业实习

报告） 
108 18 36 54  6 

②③⑥

⑦ 

4 
房地产策划师（初级）

考证 
54   18 36 3 ①⑤ 

5 学院任选课 3 36    36 2 ①⑥ 

小  计   396 54 180 90 72 22  

合  计 1692 603 540 342 207 94  

说明：(1)考核方式：①理论考试；②任务考核；③岗位考核；④面试；⑤现场操作；⑥提

交报告；⑦汇报答辩；⑧技能竞赛；⑨客户满意度评价；⑩绩效考核。 

(2)学分计算：理论教学（包括集中授课、在线学习）18 学时为 1 个学分；在岗培养

（实践教学）以周为单位计算，每 1 周（折合 18学时）为 1个学分；任务训练（实践教学）

按完成任务作品的质与量计算。(3)集中授课讲授课程理论部分，主要由学校专业教师或企

业培训师授课；在岗培养采用师带徒方式授课；任务训练可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组织教学，

双导师均可授课；在线学习主要由学校主导实施。（4）专业核心课程在课程名称后面加“★”

标注。 

 

 

 

批注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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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园林技术 

专业代码：510202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3 年 

四.【职业面向】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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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广东省林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行业的园林绿化工

程技术人员、园林植物保护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群，能够从事植物生产与养护、园林工程施

工及管理、园林设计、园林资料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型、创新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结构 

所属专业

大类（代

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

别（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或

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

或技能等级证

书举例 

农 林 牧 渔

大类（51） 
林业类（5102） 

林业专业及

辅助性活动

（052） 

园林绿化工程

技 术 人 员

（ 2-02-20-03

）；园林植物保

护工程技术人

员

（2-02-20-11） 

园林植物生产； 

园林绿地养护； 

园林工程施工与管理； 

园林设计； 

花艺设计； 

园林资料管理 

工程测量员； 

施工员； 

资料员； 

监理员 



 126 

（1）思想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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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引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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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职业素质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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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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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 1~2 项运动技能，养成良

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以及良好的行为习惯。 

④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 1~2 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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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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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专业知识 

①掌握园林植物生物学特性和生态学习性、园林植物生长环境（土壤、肥料、气候等）

等知识。 

②掌握园林植物繁育、栽培、养护的基本知识。 

③掌握园林植物有害生物发生规律及防治检疫的基本知识。 

④了解园林美学、园林文化、中外园林史等相关知识。 

⑤掌握园林设计、园林工程施工图设计的相关知识。 

⑥熟悉园林测绘仪器、园林机械的性能及使用方法的相关知识。 

⑦掌握园林工程施工技术及施工组织与管理的相关知识。 

⑧掌握园林工程招投标与预决算的相关知识。 

⑨掌握花艺设计与室内植物组景的相关知识。 

⑩ 掌握园林资料管理的相关知识。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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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②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③具有团队合作能力。 

④具有良好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2）职业专门能力 

① 具有华南地区常见的园林苗木生产、苗圃管理与经营能力。 

② 具有华南地区常见的园林植物识别能力。 

③ 具有华南地区常见园林植物有害生物防治与园林绿地养护管理能力。 

④ 具有各类园林绿地设计能力。 

⑤ 具有手工绘图与计算机辅助设计能力。 

⑥ 具有园林工程图识读与设计能力。 

⑦ 具有园林工程测量放验线、工程施工与组织管理能力。 

⑧ 具有园林招投标文件与园林工程预决算编制能力。 

⑨ 具有花艺设计与室内植物景观布置能力。 

⑩ 具有园林工程资料管理能力。 

    （3）职业拓展能力 

  能够应用专业知识和技术，承担海绵城市建设、特定环境下的绿化施工与养护管理（立

体绿化、生态恢复等）、企业经营与管理、园林机械设备维护等工作。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序

号 
培养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园林设计 ★ 

中小型园林项目方案设计与

文本制作； 

园林施工图设计与绘制；园

林效果图制作； 

园林模型设计制作。 

能够应用 CAD、Photoshop、SketchUp

等制图软件进行园林景观方案与施工

图设计； 

能够进行景观现场手绘和综合处理景

观效果图； 

能够制作各种园林景观模型。 

工程制图、 

工程 CAD、 

景观 Photoshop、 

园林 SketchUp、 

园林规划设计、 

园林施工图设计、 

园林模型制作 

2 
园林施工与绿

化管理 ★ 

中小型园林工程项目的施工

与组织管理； 

中小型园林绿地的常规养护

管理。 

能够按施工图要求完成中小型园林工

程项目的规范化施工； 

能够对中小型园林绿地制定常规的养

护管理方案并组织实施。 

园林植物识别、 

工程测量、 

植物生长与环境、 

园林工程施工与

管理、 

城市绿地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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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植物生产与

栽培技术 

3 花艺设计  

商业插花与现代花艺设计； 

室内植物景观设计； 

组合盆栽与微景观设计制

作。 

能够根据客户、项目要求选择材料； 

能够设计、制作各式花艺作品与组合

盆栽； 

能够进行室内植物景观布置。 

花艺设计、 

花艺设计实训、 

植物造景艺术、 

压花艺术 

4 
园林工程资料

管理 

园林招投标文件与施工合同

的编制； 

园林工程资料的收集、整理

与分析。 

能够编制中小型园林工程项目的招投

标文件与相关合同； 

能够对园林工程项目的各种文件资料

进行科学规范的管理。 

园林资料管理、 

工程造价与招投

标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

号 

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思想

道德

修养

与法

律基

础 

   1、素质目标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

素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法律素

养。 

   2、知识目标 

   引导大学生理解掌握思想道德修养的基

本内容、理论、原则，帮助大学生领会社会

主义法律精神，掌握相关法律基础知识。 

   3、能力目标 

   教会大学生正确看待各种生活问题、人

生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培养大学生主动

学习的能力、自我管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

题的能力、创新发展的能力。 

1、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与

训练（理想信念、人生价

值、爱国主义和核心价值

观） 

2、道德素养的培养与训练

（个人品德、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规范

和意识）              

3、法律素养的培养与训练

（法律规范和法律意识） 

本课程是中宣部、教育部

规定的对全日制普通高校大

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育的公共必修课，是对大学生

系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

渠道和主阵地。  

要求针对大学生成长过

程中面临的思想、道德和法律

问题，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

和法治观教育，引导大学生提

高思想道德素养和法律素养，

成长为自觉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     

2 

毛泽

东思

想和

中国

特色

社会

主义

理论

概论 

   1、素质目标 

   树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

任，对实现中国梦的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辩证思维方

法，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深刻理解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

13、 毛泽东思想 

14、 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 

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教师：中共党员；不仅具

有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充分

了解世情、国情和民意，熟悉

大学生的思想实际。 

教材：中宣部指定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信息化手段：BB 平台；

各类手机教学平台与电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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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当今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 

   3、能力目标 

   具有大是大非的辨别能力，准确使用相

关政治用语的能力，具有一定的信息收集与

甄别能力，运用理论分析解释社会现象的能

力。 

源库。 

3 

形势

与政

策 

1、素质目标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当前的世情、国情，党和政府的最

新政策。 

3、能力目标 

提高理解和应对新形势的能力，为毕业

后走向社会做好准备。 

涵盖国际国内涉及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外交、

国际战略等各主题的重大

问题 

本课程学习有线上学习与线

下学习两种模式，学生必须同

时完成线上学习任务和线下

作业，学期考核方能合格。 

4 体育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和团队合作的精

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项目的技术动作,了

解身体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健康指标、常

见运动损伤和预防、女性生理期运动预防、

合理的运动处方,熟练掌握一定的体育裁判

法和体育竞赛的组织与管理，以及体育竞赛

的鉴赏。 

   3、能力目标 

   制定合理的运动处方，可以控制身体在

健康范围内,参与不同规模的体育比赛，保

持适度的体育竞技水平,组织不同规模的体

育比赛,能够执裁一定级别的体育比赛，懂

得鉴赏体育竞赛，参与并指导社区的体育事

务。 

 

  1、体育理论和健康知识 

  2、体育实践项目 

  田径，篮球，足球，排

球（气排球），乒乓球，

羽毛球，体育艺术类项目

（健美操、体育舞蹈、瑜

伽），太极，健身。 

1、室内外体育运动场所 

2、影像投影室 

3、体育竞赛观赏平台 

4、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5、学生体能测试查询平台 

6、阳光长跑 APP 

 

5 

高等

数学、

经济

数学 

  1、素质目标 

  以数学的严密逻辑关系和思想性，提升学

生的数学素质和数学文化，培养把学习数学

的思想、方法延伸到其它学科的学习中，提

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具有不怕困

难，勇于挑战；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精神，

体验积小胜以至大胜的从量变到质变的人

生哲理。 

  2、知识目标 

  掌握微积分的基本运算,熟练掌握二、三

阶行列式计算和矩阵的初等行变换，并应用

于线性方程组的求解,掌握古典概型的概率

计算和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计算,了解微积

  1、通识基础模块：基本

的一元函数微分学和简单

的一元函数积分学。 

  2、专业基础模块：一元

函数微分学和积分学、简

单的一阶微分方程求解

(理工类)。 

  3、综合拓展模块：多元

函数微积分学，线性代数，

概率统计。 

1、数学实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微信公众号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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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线性代数、概率统计的知识背景和应用,

熟悉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统计的基本概

念。 

  3、能力目标 

  通过学习，使学生具有探索、发现，概括、

抽象等职业能力,能够以连续变化的数学思

想去看待实际问题的变量关系，以导数看待

函数的变化率，以积分的方法进行非均匀变

化的累加计算,具有把简单的实际问题数学

化，即以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处理实

际工作中有关数量问题,有能力完成非均匀

变化的连续问题的变量间关系的构建，连续

变化时的关系、变化率和累加计算,能够应

用线性方程和线性规划构建多元实际问题

的数学模型并予以求解,可应用概率和统计

的方法对实际或然问题进行求解。 

6 

职业

英语

1、2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

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及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 

  认知 3000 个英语词汇，500 个与职场相

关的英语词汇、句型,了解时间管理、职业

规划、创业、产品及公司介绍、招聘与评估、

销售与营销、商务旅行、会展等相关知识。 

  3、能力目标 

  能听懂日常和职场活动中的英语对话,能

用英语进行基本交流,能阅读一般题材的英

文资料,能完成英语应用文写作,能借助词

典英汉互译业务材料。 

1、基础模块：日常的英语

听说、自主学习，交互英

语听说。 

2、职场英语模块：规划未

来、创办公司、公司介绍、

职场沟通、产品介绍、求

职招聘、联系业务、推销

产品和服务、电子商务、

商业调查、商务差旅、参

加会展等 

3、综合拓展模块：强化训

练和英语考证模拟训练。 

1、网络数字语言实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BB 学习平台 

4、蓝墨云班课、超星学习通

等教学 APP 

7 
信息

技术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提高解决问题

的能力,培养学生信息化处理工作的意识和

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 Windows 的操作系统的功能，掌握计

算机网络和安全基本知识以及 Internet 基

本知识，掌握 Word、Excel、PowerPoint 软

件的使用方法。 

  3、能力目标 

  能使用操作系统对文件和文件夹进行正

确的创建、修改、删除及查找工作，能使用

Word 进行日常的文件录入与编辑工作，绘

制表格和图形，能使用 Excel进行数据表格

录入与编辑，并对表格进行统计分析与管

理，能使用 PowerPoint 制作会议、报告、

汇报、培训等演示文稿，能使用网络进行简

1、计算机硬件、软件的基

础知识 

2、信息检索和信息安全的

知识 

3、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

网技术 

4、Windows 操作系统的操

作技能 

5、 OFFICE 的文字处理

WORD 、 电 子 表 格 处 理

EXCEL、演示文稿制作

PowerPoint的操作与应用

技能 

6、Internet 的使用技能，

包括文件上传下载、电子

邮件收发的使用。 

1、教学场地要求： 

全部教学在电脑机房上课，进

行知识点讲解、实践指导、动

手实验。 

授课采用投影+课件，以边讲、

边看、边做、边讨论等多种形

式相结合教学手段。 

2、教学环境要求： 

网络化多媒体计算机实训室、

局域网、Windows 10 系统、

Office 2016、IE8.0 浏览器、

等应用软件。 

3、师资要求： 

课程主讲教师要求具有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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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电子商务活动，收发电子邮件，传输电

子文稿。 

 

的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经验，

能动态掌握目前计算机行业

基础知识的更新和变化，责任

心强。 

课程教学团队要求：本课程为

全校公共基础课程，学生人数

多，教学团队至少 5 人以上。 

8 
国学

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的意识，自觉运用国学

经典智慧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困惑,自觉在日

常生活中践行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

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形成 1 项传统技艺爱

好,具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 

  2、知识目标 

  能说出国学的基本概念、特质及其在当代

的价值，掌握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主要典

籍及其代表人物，理解儒家思想的主要旨

趣，熟读《大学》《论语》等儒家经典，知

道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和经典著作，了解道

家关于宇宙人生的核心思想，熟读《道德

经》，了解佛家的基本知识及其中国化的历

程，理解佛家智慧、慈悲等概念的内涵。 

  3、能力目标 

  能养成正本清源读原典的学习习惯，具备

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主要概

念和思想内涵的能力，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

及沟通能力，具备反省自我身心状况的能

力，能自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对社会现象具有较准确

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1、理论教学 

包括绪论、儒家的人生智

慧、道家的人生智慧与佛

家的人生智慧等内容，具

体设计为知理、守礼、明

德、知耻、立志、好学、

孝亲、诚信、敬业、自然、

无为、智慧、慈悲等教学

模块（每模块 1-2 学时），

可根据不同专业特点选择

使用。 

2、实践拓展教学 

分为四个模块，包括城市

国学讲坛（3 学时）、雅

艺体验（2 学时）、岭南

文化调研或其他国学实践

类活动（2 学时）、综合

实践项目（2 学时）。 

1、多媒体课室； 

2.国家教学资源库（微知库

《四书五经选读》课程； 

3.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4.配备有基本设备的茶室、琴

室、书画室等国学实训室 

9 

大学

生职

业生

涯与

创新

创业

指导 

  1、素质目标 

  培养勤于思考、有效规划未来的职业价值

观，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与创新创业能

力。 

  2、知识目标 

  认识职业生涯，建立生涯与职业意识，掌

握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步骤，掌握了解自我

探索、环境探索的方式方法，掌握职业决策

方式方法及职业生涯规划书的制定与撰写，

认识创新创业，了解创新创业相关理论、形

式、政策法规，掌握团队创建的方式与方法，

熟悉创业环境探索的方法、渠道，掌握从环

境中发现创业机会的方式方法，熟悉 所发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创

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法，

MBTI 性格类型理论，霍兰

德职业兴趣模型，价值观

和职业选择的关系，认清

自我的技能，掌握职业环

境探索的内容、方法，职

业生涯规划书的撰写，创

新创业与人生的关系，创

新创业者所需的能力，组

建创新创业团队，创业环

境分析的因素与方式方

1、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实践）项目等多个校内

外实践平台或活动 

2、蓝墨云班课、超星学习通

等教学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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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项目匹配的融资渠道与方法，并且知道该

项目落地成立公司组建团队的基本求与方

法，了解创业企业的类型，掌握商业计划书

撰写的基本框架与要求，了解不同类型创新

创业企业组建的流程及运营管理，了解职业

选择的相关因素和就业形式与就业渠道，做

好职业准备，掌握求职过程中简历和求职信

的撰写技巧，掌握面试的基本形式和面试应

对要点，了解学习与工作场所的差异、工作

中需要注意问题与具备的品质 

  3、能力目标 

  应用工具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把握

所学专业与未来理想职业的关系，确立不同

时期职业目标，并制定相应行动计划，依据

随环境变化科学、有效的进行个人职业生涯

规划的反馈与修正，有效进行创业环境的分

析与探索，发现其中的创新创业机会并选择

有效的融资渠道与方式，科学组建团队，以

“互联网+”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为

载体参与创新创业实践，能够撰写一份规范

的创新创业商业计划书，能够依流程申请设

立企业，有针对企业的发展要求进行运营管

理，能准确的了解就业形式、政策与渠道，

能准确的撰写求职信与求职简历、具备面试

技能，在学生与职业人士身份间进行心理调

节，快速适应职场环境。 

法，创新创业项目调研与

选择的方式方法，创新创

业融资的渠道、方法及注

意事项，创新创业实际操

作（商业计划撰写、公司

组建） 

  2、就业指导 

  选择职业，做好职业准

备，提高就业技巧，职业

适应与转换 

10 

职业

礼仪

与职

业形

象、 

 

通过《职业礼仪与职业形象》课程的学习，

要求学生掌握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语言交

往的基本礼仪；学会不同场合的穿衣原则；

了解中西餐餐桌礼仪；了解国际见面礼、宗

教礼仪。 

主要内容：个人卫生礼仪；

仪态礼仪；仪表礼仪；宴

请礼仪；日常社交礼仪；

涉外礼仪；职业道德 

需要形体室：训练学生走姿、

站姿、坐姿；化妆实验室：训

练学生职业妆的化妆训练。同

时训练学生的色彩认知与色

彩搭配；多媒体教室：用于茶

道、餐饮礼仪的视频展示。 

11 

军事

理论

教育 

  1、素质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认务和强军目标根本

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

升学生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为实施军民融

合发展战略和建设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2、知识目标 

  让学生了解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增强国防

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忧患危机意识，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提高学生综

合国防素质。 

1、中国国防：国防概述、

法规、建设，武装力量，

国防动员 

2、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概

述、形式，国际战略形式 

3、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概

述，外国军事思想，中国

古代军事思想，当代中国

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战争概述，

新军事革命，机械化战争，

信息化战争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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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息化装备：信息化装

备概述，信息化作战平台，

综合电子信息系统，信息

化杀伤武器 

12 

军事

技能

训练 

  1、素质目标 

  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令行禁止、团结

奋进、顽强拼搏的过硬作风。提高安全防护

能力，培养分析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全面

提升综合军事素质。 

 2、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的主要内

容掌握队列动作的基本要领，了解格斗防卫

基本知识卫生救护基本要领，了解战备规

定、紧急集合、徒步行军、野外生存的基本

要求方法和注意事项。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练：

共同条令教育，分队的队

列动作。 

2、设计与战术训练：轻武

器射击，战术。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护训

练：格斗基础。 

现场教学 

 

13 

心理

健康

教育

与训

练 

  1、素质目标 

  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遇到心理问题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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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知识目标 

  了解心理学有关理论和基本概念；明确心

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了解大学阶段人的心

理发展特征及异常表现；掌握自我调适的基

本知识。 

  3、技能目标 

  掌握自我探索能力，心理调适技能及心理

发展能力；提升人际交往、情绪管理、挫折

应对、时间管理等能力。 

 

5、心理健康知识概论（心

理健康基本知识） 

2、心理过程与调适（学习

心理调适、情绪管理） 

3、生活与成长（人际交往、

恋爱与性心理）              

4、挫折与生命教育（挫折

应对、生命教育） 

 

10、智慧树学习平台 

11、学生心理健康信息化管

理平台 

12、大学生心理健康活动与

技能竞赛等校内外实践平台 

（二）专业（技能）课程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园林美术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常

见绘画器材的特点、效果以及使用

方法，理解素描的基本概念，熟悉

透视的主要内容、 特点及其应用。

学生能对一般园林景观进行几何

体般概括的描绘，能运用素描的方

式进行园林绘画，能运用速写技法

进和色彩学的知识能力进行园林

景观写生，在专业实践中培养审美

能力和创新精神。 

1）园林美术概述：绘

画基础知识和中西方美术

绘画异同；2）结构素描：

单个石膏几何体临摹和写

生（正方体、棱锥、多面体、

圆柱、组合体）、2-3 个石

膏几何体临摹和写生、静物

与几何体写生；3）全因素

素描：明暗处理和光影表现

和质感和空间感表现；4）

景物速写：简单的风景形态

1）校内实训室：至

少 100 平方米 ；2）实

训实验设备：多媒体设

备、写生凳、画架、写生

灯、工作台；3）美术教

学用品：衬布、几何石膏、

人物石膏、静物 、美术

用品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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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与表现和建筑物的局

部表现；5）色彩表现：色

彩基础知识和室外风景色

彩写生 

2 园林植物识别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和

掌握我国南方地区常见园林植物

的分布、形态特征、生长习性、观

赏价值和园林用途等方面的基本

知识，包括乔木类、灌木类、藤蔓

类、竹子类、棕榈类、一二年生花

卉、宿根花卉、球根花卉、水生花

卉、多肉和兰科植物等种类；掌握

鉴别植物的方法，能够识别南方地

区主要的园林植物 200-250 种，并

熟悉其园林应用；根据环境、景观

要求，能选择合适的园林植物进行

配植和造景。 

    项目 1 园林植物基础，

项目 2 裸子植物的识别技

术，项目 3 乔木类植物的识

别技术，项目 4 灌木类植物

的识别技术，项目 5 藤蔓植

物的识别技术，项目 6 竹子

植物的识别技术，项目 7 棕

榈型植物的识别技术，项目

8 草本花卉的识别技术，项

目 9 水生植物的识别技术，

项目 10 仙人掌及多浆植

物、兰科植物的识别技术。 

    1)多媒体教室，用于

课堂理论讲授；2）校内

实训室（园林植物实训

室、南校苗圃、校园等）：

用于校内进行各类园林

植物识别实训；3）校外

实训基地（公共园林）：

用于华南 地区各类园林

植物识别实训。 

3 工程 CAD 

通过课程学习，学生能够熟练

掌握 CAD2015/2017 版软件的基

本操作命令,包括二维图形绘制、

编辑、图层、文字、图块、图案填

充、标注、图纸输出，并能熟练运

用命令完成某园林景观平面图的

绘制，以及图形输出。 

1）二维图形绘制；2）

编辑；3）图层；4）文字；

5）图块；6）图案填充；7）

标注；8）图纸输出，9）某

园林景观平面图的绘制，以

及图形输出；10）CAD 方

案表现领域的创新创业项

目申报书撰写与实践活动。 

1)多媒体教室，用于

课堂理论讲授；2）安装

CAD2015/2017 版软件的

电脑室；3）校外实训基

地：用于园林景观平面图

绘制实践等专业技能实

训。 

4 工程制图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园

林制图与园林设计的关系以及制

图在设计中的运用，掌握园林制图

的基础知识及制图规范，掌握园林

设计图、施工图的识图方法与技

巧，掌握园林图例及遵守制图标准

规范，掌握投影原理并能够绘制三

面投影图、剖面图、断面图等，能

针对不同小型绿地绘制轴测图、透

视图。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在专

业实践中具有严谨细致的工作态

度，空间想象能力、分析问题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1）识图：园林工程图

种类及作用，常用绘图工

具，工程图绘制的一般步骤

和方法。2）绘图：投影图

类型，三视图的投影规律和

绘制方法，工程体三视图的

绘制步骤和尺寸标注，投影

图的识读方法，剖面图、断

面图的画法及应用条件。3）

设计图：常用轴测图的画

法，透视作图(视线法)的基

本步骤和方法，一点透视和

两点透视方格网的画法。 

校内实训室--制图

室(按 60 个工位数配

置)：绘图桌椅 60 套、绘

图板 60 块、绘图工具 60

套、多媒体教学设备一

套。 

5 
植物生长与环

境 

通过课程学习，学生能够熟练

掌握园林植物生长发育的基本规

律、影响因子以及环境因子的调控

技术，为从事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

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包括植物生

长发育的生理基础、植物生长发育

1）植物生长发育的生理基

础：光合作用；植物生长发

育的生理基础：呼吸作用； 

2）植物的生长发育；植物

的生殖、衰老、脱落 ；3）

植物生长与环境调控：土壤

  1)多媒体教室，用于课

堂理论讲授；2）校内实

训室（园林植物实训室、

南校苗圃等）：用于校内

进行园林植物的土肥水

管理；3）校外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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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规律、植物生长与环境调控

等内容。具备从事园林植物生产、

养护管理等一线技术岗位工作的

基本技能，并在专业实践中具有较

强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与创新创

业能力。 

环境；4）植物生长与环境

调控：水分环境；5）植物

生长与环境调控：温度环境 

6）植物生长与环境调控：

气候环境；7）植物生长与

环境调控：营养环境。 

用于园林植物养护等专

业技能实训。 

6 工程测量  

通过课程学习，掌握园林施工

测量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熟练操作

基本测量仪器，能够制定测量定位

放线计划，根据施工图进行放线、

测量和坐标校核，并掌握测量仪器

的养护方法。 

1）认识工程测量，2）

水准测量，3）角度测量，4）

距离测量与直线定向，5）

全站仪和 GPS 应用，6）测

量误差，7）控制测量，8）

地形测绘与应用，9）施工

测量的基本方法，10）民用

建筑和工业建筑施工测量，

11）施工场地的控制测量 

  1)多媒体教室，用于课

堂理论讲授；2）校内实

训室（工程测量实训室）：

用于校内进行工程测量

技能实训；3）校外实训

基地：用于项目现场进行

工程测量技能实训。 

7 
园林施工图设

计 

园林施工图设计课程，教授的

内容涵盖施工材料、施工工艺、绘

图标准和规范等方面。课程内容与

行业岗位需求和实际工作紧密结

合。以完成项目任务为驱动，基于

工作过程为导向，培养学生识读和

绘制园林施工图的能力。 

1）园林工程设计的步

骤，施工图构成，施工图的

制图标准及图例；2）施工

总图设计，施工总图的内

容、绘图步骤及要求；3）

园路施工图，广场、停车场、

台阶铺装；4）园林建筑施

工图；5）假山施工图；6）

种植施工图；7）给水排水

施工图；8）园林景观照明

施工图。 

以工作任务模块为

中心构建项目课程体系，

紧紧围绕项目任务完成

的需要来选择和组织课

程内容，突出工作任务与

知识的联系，教学组织紧

紧以学生为中心，对学生

活动情景进行周密的安

排。围绕“教”、“学”、

“做”、“悟”来组织教

学内容与学生活动。 

8 园林规划设计  

通过课程学习，学生能够熟练

掌握园林规划设计基本理论，包括

园林设计内涵与艺术美、园林艺术

构图规律、园林赏景与造景规律、

园林布局形式及特征，掌握园林 

设计各要素的原则与设计要点，并

能根据场地特征完成相应的初步

设计方案。 

1）园林设计内涵与艺

术美；2）园林艺术构图规

律；3）园林赏景与造景规

律；4）园林布局形式及特

征，5）园林设计要素；6）

园林设计程序 7）基于园林

设计表现的方案优化与创

新 8）园林景观设计领域的

创新创业项目申报书撰写

与实践活动。 

1)多媒体教室，用于

课堂讲授示范；2）校内

实训室（园林制图室）：

用于景观设计方案绘制；

3）校外实训基地：用于

园林规划设计理论、实践

等专业技能实训。 

9 园林 SketchUp    

通过课程学习，学生能够熟练

掌握 SketchUp2016 版软件的基本

操作命令，包括视图操作、选择操

作、工具栏操作等，能熟练建立园

林单体模型，就某个园林景观设计

方案 CAD 图导入，并进行完整三

维建模，输出图形。 

1）视图操作；2）选择

操作；3）工具栏操作；4）

景观花钵建模 5）标识牌建

模；6）景观桥建模 7）某景

观整体建模 7）景观建模领

域的创新创业项目申报书

撰写与实践活动。 

1)多媒体教室，用于

课堂讲授示范；2）安装

SketchUp2016 版软件的

电脑室；3）校外实训基

地：用于园林景观建模实

践等专业技能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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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园林植物生产

与栽培技术 

通过课程学习，能够掌握园林

植物的识别、园林苗圃建立及区

划、园林植物种子生产、苗木生产、

苗圃日常管理、繁殖育苗、栽培养

护及应用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实

践技能，具备园林植物生产、养护

和应用能力，并在专业实践中具有

较强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与创新

创业能力。 

 

1）园林植物生产与研

发概况；2）一、二年生草

花的播种育苗技术；3）园

林植物繁殖技术；分株繁

殖、扦插繁殖、分球繁殖、

压条繁殖；4）园林植物无

土栽培技术；5）园林苗圃

建立及其区划；6）苗木生

产程序、苗木销售与经营；

7）苗圃温湿度、施肥管理。 

1)多媒体教室，用于

课堂理论讲授；2）校内

实训室（园林植物实训

室、南校苗圃等）：用于

校内进行园林植物的生

产与养护管理；3）校外

实训基地：用于园林植物

生产与栽培实训等专业

技能实训。 

11 
园林工程施工

与管理 

通过课程学习，培养锻炼学生

在园林工程材料、园林土方工程、

给排水工程、水景工程、园路工程

以及栽植工程等方面的职业能力，

掌握各类园林工程材料选用、园林

植物栽植、园林工程施工组织管理

的基本方法，能读懂绿化施工图

纸、园林工程的设计施工文件，能

按图纸放样、估算工料，并按规定

的质量标准流程和施工工艺，正确

使用园林机具设备组织工程施工。 

1）认识园林工程材料，

2）园林石材、木材、竹材

与金属材料，3）园林胶凝

材料、混凝土、烧结与熔融

制品，4）聚合物材料、防

水材料与土工合成材料，5）

材料的综合应用，6）园林

工程项目管理流程，7）基

础工程施工，8）园路工程

施工，9）水景工程施工，

10）栽植工程施工，11）园

建工程施工，12）园林山石

与小品安装工程，13）园林

工程施工技术规范与安全

文明施工 

1)多媒体教室，用于

课堂理论讲授；2）校内

实训室（园林工程实训

室、南校苗圃、校园连廊

绿化综合实训基地等）：

用于校内进行各类园林

工程施工技能实训；3）

校外实训基地：用于项目

现场开展各类园林施工

技能实训。 

12 BIM 技术 

通过课程学习，学会使用 BIM

技术进行简单建筑类型的平、立、

剖面设计的基本方法并运用到实

际设计中，能进行简单的构造设

计，为将来从事园林建筑工程技术

岗位工作做准备。 

 

1）BIM 理论和相关软

件操作，2）建筑结构模型

的创建，3）建筑结构模型

的视频和动画制作，碰撞检

查等。 

1）多媒体教室，通

过课件、视频的展示，边

讲、边看、边理解并同时

上机实践操作；2）校内

实训室：采用现场教师指

导学生操作的方式，增强

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独立

完成平面、立面和剖面图

设计。 

13 
工程造价与招

投标  

本课程学习后，学生能够掌握

园林工程投标程序、资格预审、投

标决策、投标书的编制与投送和施

工承包合同的签订与管理等基础

知识。了解园林工程招标的条件及

类型、招标方式、程序、机构、标

的和招标文件制作，开标、评标、

决标的过程；熟悉招标投标程序及

相关法规；了解园林工程造价的基

础知识；熟悉园林工程量清单计价

1）园林工程的招标与

投标：合同签订与履行，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内容。招投

标文件的组成、招投标的工

作内容、工作流程、中标通

知和合同签订的流程。能够

依据招标文件编制合格的

投标文件以及基础报价。2）

园林工程概预算定额：广东

省定额的编制原理、掌握人

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园林工程的招标与投标、

园林工程概预算定额、园

林工程量计算、园林工程

量清单计价、园林工程施

工图预算五个单元。教学

中按单元内容分为多个

项目任务讲解，围绕“量、

价、费”三个核心内容，

结合实际案例的操练，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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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和方法，熟悉投资估算、设计

概算编制方法。掌握《建设工程工

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园林绿化

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中关于园林

绿化工程工作内容；掌握园林绿化

工程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的编

制和报价的知识；掌握园林绿化工

程清单计价模式下综合单价组价

及工程费用组成和计算的知识。 

工、材料、机械、消耗量在

定额中的构成。定额计价的

相关知识；3）园林工程量

计算：工程量计算的原则与

一般步骤；土方、砖石、钢

筋混凝土、木结构等工程、

假山、园路、园桥、其他小

品、乔灌草花卉等绿化工程

的的工程量计算规范、工程

量计算计算方法 4）园林工

程量清单计价：《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工程量清单

编制内容编制 5）园林工程

施工图预算：措施项目、其

他项目、规费项目、税金项

目的清单编制与报价。 

学生掌握相关技能。课程

中，按“教、学、做”一

体的要求、引入企业真实

项目，以任务驱动展开教

学。 

14 景观 PhotoShop 

本课程突出培养学生的岗位

工作能力，按照岗位职业能力的要

求，筛选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能够

独立运用 Photoshop 软件进行园

林文本的设计包装制作；能够运用

Photoshop 软件绘制园林彩平图，

对园林效果图进行后期效果制作。

能够对图片进行简单的编辑和修

改。能达到 Photoshop与 AutoCAD、

Sketchup 制图软件交叉使用相互

渗透的能力。训练学生使用计算机

绘制园林图的技能，能熟练绘制出

高品质的符合岗位要求的图纸，包

括设计方案的彩色平面图、景观效

果图、分析图、汇报排版等。 

1）单元 1:平面彩色图

绘制：绘制园林彩色平面图

基本步骤及注意事项；2）

单元 2:透视效果图后期处

理：绘制园林景观透视效果

图基本步骤及注意事项；3）

单元 3：分析图绘制：绘制

园林方案分析图基本步骤

及注意事项；4）单元 4：景

观方案展示排版：园林方案

成果排版的基本步骤及注

意事项。 

该课程将“教、学、

做”于一体，由教师示范

讲解和学生操作操练相

结合，突出学生操作和掌

握情况。教师课前课后与

学生分享知识点的网络

链接，推荐公众号，让学

生课前课后能预习复习，

增加学习的兴趣。 

15 植物造景艺术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园

林植物配置与造景等方面的基本

知识，熟悉植物配置、造景的基本

原则、生态学原理和形式美原理，

掌握各类植物（乔木、灌木、花卉、

地被、藤本植物）的配置与造景技

术，掌握道路、广场、建筑、水体

和山体等园林构成要素的植物配

置与造景技术，并能够在园林建设

中实际应用。 

1）园林植物造景的功

能与原则，2）园林植物造

景的生态学原理，3）园林

植物造景的艺术原理，4）

园林植物的观赏特性，5）

各类园林植物的造景与应

用，6）建筑外环境的植物

造景，7）城市道路、园路

的植物造景，8）园林水体

的植物造景，9）园林山体、

疏林草地的植物造景，10）

城市广场的植物造景 

   1)多媒体教室，用于

课堂理论讲授；2）校内

实训室（园林规划设计实

训室、制图实训室、校园

连廊绿化综合实训基地

等）：用于校内进行各类

园林植物造景技能实训；

3）校外实训基地：用于

项目现场开展各类园林

植物造景技能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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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园林资料管理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园

林工程资料的编制方法、投标资料

的系统化整理以及园林资料的报

审等相关业务技能。 

 

1）认识园林绿化工程资料

管理，2）园林绿化工程监

理资料，3）园林绿化工程

施工资料，4）园林绿化工

程资料管理与归档。 

 1)多媒体教室，用于课

堂理论讲授；2）校内实

训室（工程技术资料实训

室、校园连廊绿化综合实

训基地等）：校内进行园

林工程项目资料管理技

能实训；3）校外实训基

地：项目现场开展园林工

程项目资料管理技能实

训。 

17 城市绿地养护 

通过课程学习，学生能够熟练

掌握园林绿化养护的各项专业技

能，包括园林绿地的土肥水管理技

术、园林植物的整形修剪与修补支

撑技术、园林绿地病虫草害防治技

术、园林绿地的灾害防治技术、养

护机具使用技术、园林树木移栽成

活期的养护管理技术、古树名木的

养护管理技术以及各类园林植物

的常规养护技术，能从事园林绿地

养护、绿化方案编制、古树名木管

理等一线技术岗位工作，并在专业

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创业

意识与创新创业能力。 

 

 

1）园林绿地养护领域

的创新创业概况；2）基于

园林绿地土肥水管理技术

的创新思维与创业机会；3）

基于园林植物修剪、修补与

支撑技术的创新方法及产

品研发；4）园林绿地病虫

草害防治的技术升级与整

合创新；5）园林绿地灾害

防治的技术创新与方法手

段；6）园林绿地养护机具

的使用技术、创新思路与创

业过程；7）基于园林树木

移植、古树名木养护管理的

技术优化与工艺革新；8）

常见园林植物的养护技术

与创新发展；9）园林养护

领域的创新创业项目申报

书撰写与实践活动。 

1)多媒体教室，用于

课堂理论讲授；2）校内

实训室（园林植物实训

室、南校苗圃等）：用于

校内进行园林绿地的土

肥水管理、整形修剪与修

补支撑、病虫草害防治等

专业技能实训；3）校外

实训基地：用于园林绿地

养护、古树名木管理等专

业技能实训。 

18 花艺设计 

通过课程学习，培养学生具有

扎实的插花与花艺设计的基本理

论知识，能熟练插作东西方各种基

本花型以及设计并插作各类礼仪

插花、装饰插花，培养学生具有自

我发展、创作高水平创意插花的能

力。同时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

素质，为学生毕业后在花艺设计岗

位工作并不断提高花艺设计水平

打下坚实的基础。 

1）中国插花艺术历史；

2）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六大

器皿插花形式：瓶花、盘花、

碗花、筒花、蓝花、缸花；

3）欧式古典插花代表形式：

S 型、水平椭圆形等；4）现

代花艺设计：花篮、花束、

礼盒、婚庆；5）艺术插花

创作。 

  1)多媒体教室，用于课

堂理论讲授；2）校内实

训室（花艺设计实训室）：

用于校内插花技能实训；

3）校外实训基地：用于

礼仪花艺、商业花艺等专

业技能实训。 

19 压花艺术 

通过课程学习，了解国内外压

花艺术的现状和各种压花的风格

特点，学会压花花材的压制、保色

与染色技术，掌握各种风格压花作

品的设计与制作技巧，真正提高动

手能力。 

1）认识压花艺术，2）

压花用具，3）压花花材的

选择与压制，4）压花的染

色、保色技术，5）压花作

品的制作与装裱。 

1)多媒体教室，用于

课堂理论讲授；2）校内

实训室（园林植物实训

室、压花工作室、南校苗

圃等）：用于校内进行压

花作品制作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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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外园林史 

通过课程学习，了解不同历史

时期各个园林类型体系的社会文

化背景、发展进程、主要风格特征

和典型园林实例；并通过中外园林

活动的对比来认识造园的自然法

则、社会心理、人文情感等内在规

律。 

1）古代园林；2）中古

时期园林；3）15-19 世纪初

园林；4）近代园林；5）20-21

世纪初园林；6）古代造园

设计思想、元素在现代景观

中的运用。 

 1)多媒体教室，用于课

堂理论讲授；2）校外实

训基地：现场调研、考证

古典园林的设计思想与

表现手法。 

21 园林模型制作  

通过课程学习，学生能够较熟

练掌握园林景观模型的制作流程

及技术技巧，包括模型制作理论技

巧、模型材料、模型制作前期准备、

园林单体模型制作以及综合模型

制作，模型后期处理 

1）模型制作理论技巧；

2）模型材料；3）模型制作

前期准备；4）园林单体模

型制作；5）综合模型制作；

6）模型后期处理及 PPT 汇

报 7）园林模型制作领域的

创新创业项目申报书撰写

与实践活动。 

1)多媒体教室，用于

课堂讲授示范；2）校内

实训室（园林工程实训

室：用于校内进行园林模

型制作技能实训。 

22 
园林景观动画

制作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掌握

利用 Sketchup、Lumion 等软件绘

制园林方案图纸的技能，能熟练绘

制出高品质的符合岗位要求的图

纸，主要包括景观效果图和景观动

画。 

 

1）Lumion 的特点及软

硬件环境条件；2）Lumion

的界面和场景基本操作；3）

Lumion 场景制作，包括天

气、景观、导入、物体等面

板设置；4）Lumion 材质创

建与编辑以及导入导出；5）

lumion 场景输出；6）综合

项目实训。 

课程将“教、学、做”

于一体，教师示范讲解和

学生操作相结合。教师课

前课后与学生分享知识

点的网络链接，推荐公众

号，让学生课前课后能预

习复习，增加学习的兴

趣。 

23 企业教学 

通过课程学习，培养学生理论

联系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以及实际动手能力，提高学生

在业务组织管理以及创新创业实

践等方面的综合能力，逐渐适应社

会和职业岗位工作。 

1）园林工程施工与养护管

理，包括园林施工技术与方

法、施工组织方案编制、园

林绿地养护管理技术等方

面的职业能力训练； 

2）园林规划设计，包括园

林景观方案与施工图设计、

园林效果图制作与园林模

型设计等方面的职业能力

训练； 

3）园林资料管理与预决

算，包括园林工程资料、招

投标文件与相关合同管理，

以及园林工程预决算等方

面的职业能力训练。 

校外实训基地：用于

园林方案设计、工程施工

养护、花艺设计、园林资

料管理与预决算等方面

的实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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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能力进阶 

第三阶段 

综合技能培养 

工程 CAD、 

园林 Photoshop 

园林规划设计、 

园林施工图设计  

计算机辅助设计

综合实训 

第五阶段 

职业综合能力培养 

毕

业 

顶

岗

实

习

与

毕

业

实

习

报

告 

企业教学 

 

工程测量、 

植物生长与环境 

园林工程施工与管

理、城市绿地养护 

 

园林植物生产

与栽培技术 

 

企业教学 

 花艺设计、 

植物造景艺术 

压花艺术 企业教学 

 园林资料管理、工

程造价与招投标 

 

 

园林创新创业

实训 

企业教学 

 

 

第二、三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四阶段 

拓展能力培养 

第二阶段  

单项技能培养 

第一、二学期 

园林美术 

工程制图 

园林植物识别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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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核心课程 （6门） 

核心课程 1 园林植物生产与栽培技术 

学  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30 实践学时 24 

主要学习内容： 

 

 

序号 模 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 园林植物识别 

1.园林植物生产与研发概述 认识当前园林植物栽培技术与研发状况 

2.常见盆栽草本植物识别 
通过现场实训，熟练识别常见的 150 种一、二年

生花坛园林植物 

3.常见盆栽木本植物识别 
通过现场实训，熟练识别 50 种花灌木并对其进

行正确分类 

2 
一、二年生草花

的播种育苗 

1.播种育苗 通过现场实训，掌握种子萌发条件 

2.小苗移植、培育 
通过现场实训，掌握园林育苗基础、培养土配置、

温湿度、水分管理方法。 

3.常见一二年生花卉 通过现场实训，熟练识别园林常见一二年生植物 

3 植物繁殖技术 

1.兰科分株繁殖 
通过现场实训，掌握兰科植物形态学知识、分株

技术要领。 

2.百合科植物分球繁殖 
通过现场实训，掌握球根植物对环境条件的要

求。 

3.常见草本植物扦插繁殖 
通过现场实训，掌握影响插穗成活的因素及相关

技术。 

4.天南星科植物养护要领 
通过现场实训，掌握天南星科植物对环境条件的

要求和相关技术。 

5.凤梨科植物养护要领 
通过现场实训，掌握凤梨科植物对环境条件的要

求和相关技术。 

6.常见草本植物扦插繁殖 
通过现场实训，掌握影响观叶植物插穗成活的因

素及相关技术。 

4 无土栽培技术 

1.红掌、发财树等常见观叶植

物水生根系的诱导 

通过现场实训，掌握影响植物水生根系的因素及

相关技术。 

2.营养液配方 
通过现场实训，掌握影响水培植物的因素及相关

技术。 

5 园林苗圃建立 园林苗圃建立及其区划 掌握园林苗圃建立所需因素及相关技术。 

6 苗木生产 
苗木生产程序、苗木销售与

经营 
掌握苗木生产程序、苗木销售与经营方法。 

7 苗圃日常管理 圃温湿度、施肥管 
通过现场实训，掌握苗圃温湿度控制、肥料处理

技术。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播种育苗、植物繁殖技术、无土栽培技术”等模块的项目化教学活动安排在南校苗圃温室开展，在教师

指导下，学生独立或分组开展园林苗木的播种、移植、分株、扦插、养护等实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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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2 园林规划设计 

学  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序号 模 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 园林设计内涵与

艺术美 

认识园林艺术设

计内涵 

活动一：演示中国园林尤其是岭南园林的艺术设计框架

与内涵。 

 

 

2 

 

 

园林艺术构图规

律 

 

 

形式美规律 

活动一：演示中国园林尤其是岭南园林艺术构图的形式

美规律。 

活动二：教师组织学生分析、讨论在园林设计中运用构

图规律的相关知识与技术。活动三：学生独立或分组开

展构图规律练习。  

活动四：教师组织学生讲解实训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

就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总结。 

3 园林赏景与造景 园林赏景 活动一：演示中国园林尤其是岭南园林的赏景文化。 

园林造景手法 活动一：演示中国园林尤其是岭南园林的造景艺术。 

4 园林布局形式及

特征 

绿地布局结构 活动一：演示中国园林绿地常见布局形式 

活动二：教师组织学生独立或分组开展布局结构练习 

 

 

 

 

 

 

 

 

5 

 

 

 

 

 

 

 

 

园林设计要素 

 

 

地形及山石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景观中地形设计的工作任

务要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园林地形要素设计

的相关知识与技术。 

活动二：教师组织学生完成相应的设计练习任务 

 

 

水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景观中水景设计的工作任

务要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园林水景要素设计

的相关知识与技术。 

活动二：教师组织学生完成相应的设计练习任务 

 

 

植物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景观中植物设计的工作任

务要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园林植物要素设计

的相关知识与技术。 

活动二：教师组织学生完成相应的设计练习任务 

 

 

建筑及小品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景观中建筑及小品设计的

工作任务要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园林建筑及

小品设计的相关知识与技术。 

活动二：教师组织学生完成相应的设计练习任务 

 

 

 

6 

         

 

 

 

 

园林设计程序 

 

设计任务书、现

场、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施工

图设计步骤；功

能分区 --园路 --

各区设计 

活动一：演示园林设计方案的一般程序，学生做相应记

录 

活动二：教师组织学生统计、完成练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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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城市主要景观类

型设计 

办公楼景观设计

/城市公园景观

设计 /居住区景

观规划（根据学

生能力选其一进

行） 

活动一：教师分析、布置工作任务； 

活动二：教师组织学生完成一草；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以小组形式完成一草的修改； 

活动四：教师修改； 

活动五：教师组织学生完成正图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园林设计要素”的项目化教学活动安排在岭南古典园林或市政公共园林的现场开展，建议由公园技术管

理人员现场指导教学；“城市主要景观类型设计”的项目化教学活动采用合作学习法，学生分组成立设计团队，

共同拟定景观设计的总体方案，然后分工独立完成各自承担的模块部分，通过小组讨论、多次修改，作品汇报

讲解、师生现场提问等方式来掌握园林设计方法与技巧。 

 

核心课程 3 园林工程施工与管理 

学  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30 实践学时 24 

主要学习内容： 

序号 模 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 园林工程材料 

认识园林工程材

料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施工领域对工程材料分类、

技术标准等工作任务要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华

南地区常见园林工程材料分类、等级标准、基本性质的相

关知识与应用技术。 

园林石材、木材、

竹材与金属材料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施工领域对园林石材、木材、

竹材与金属等工程材料的工作任务要求，师生共同分析、

讨论、演示华南地区常见园林石材、木材、竹材与金属等

工程材料的相关知识与应用技术。 

活动二：学生分组开展常见园林石材、木材、竹材与金属

材料的市场调研，撰写实训报告。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调研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就

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总结。 

园林胶凝材料、

混凝土、烧结与

熔融制品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施工领域对胶凝材料、混凝

土、烧结与熔融制品等工程材料的工作任务要求，师生共

同分析、讨论、演示华南地区常见胶凝材料、混凝土、烧

结与熔融制品等工程材料的相关知识与应用技术。 

活动二：学生分组开展常见园林胶凝材料、混凝土、烧结

与熔融制品等工程材料的市场调研，撰写实训报告。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调研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就

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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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材料、防

水材料与土工合

成材料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施工领域对园林聚合物材料、

防水材料与土工合成材料的工作任务要求，师生共同分析、

讨论、演示华南地区常见园林聚合物材料、防水材料与土

工合成材料的相关知识与应用技术。 

活动二：学生分组开展常见园林聚合物材料、防水材料与

土工合成材料的市场调研，撰写实训报告。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调研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就

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总结。 

材料的综合应用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施工领域对园林工程材料应

用的工作任务要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华南地区

常见园林工程材料应用的相关知识与技术。 

2 

园林工程施工

技术与组织管

理 

园林工程项目管

理流程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工程项目管理的工作任务要

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园林工程项目管理的组织

框架与运作流程。 

基础工程施工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基础工程施工的工作任务要

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基础工程施工（土方施工、

给排水施工）的相关知识与技术。 

园路工程施工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路工程施工管理的工作任务要

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园路工程施工的相关知识

与技术。 

活动二：学生分组开展园路工程施工实训，撰写实训报告。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实训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就

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总结。 

水景工程施工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水景工程施工管理的工作任

务要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园林水景工程施工的

相关知识与技术。 

活动二：学生分组开展园林水景工程施工实训，撰写实训

报告。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实训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就

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总结。 

栽植工程施工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栽植施工管理的工作任务要

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栽植工程施工的相关知识

与技术。 

活动二：学生分组开展栽植工程施工实训，撰写实训报告。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实训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就

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总结。 

园建工程施工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建筑工程施工管理的工作任

务要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园林建筑工程施工的

相关知识与技术。 

活动二：学生分组开展园林建筑工程施工实训（景墙、花

池、花坛等），撰写实训报告。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实训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就

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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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山石与小品

安装工程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小品安装施工的工作任务要

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园林小品安装施工的相关

知识与技术。 

活动二：学生分组开展园林小品安装施工实训，撰写实训

报告。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实训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就

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总结。 

3 

园林工程施工

技术规范及安

全操作 

园林工程施工技

术规范与安全文

明施工 

活动一：演示园林基础工程施工（土方施工、给排水施工）

的工作过程。 

活动二：师生共同分析、讨论园林基础工程施工的相关知

识与技术。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园路工程施工、栽植工程施工、水景工程施工”等模块的项目化教学活动安排在园林工程施工现场开展，

建议由项目部相应岗位的工程技术管理人员现场指导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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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4 城市绿地养护 

学  期 4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30 实践学时 24 

主要学习内容： 

序号 模 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 
认 识 园 林

绿地养护 

认识城市绿地养

护的质量标准、技

术规范与创新创

业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城市园林绿地养护质量标准、技术规划与

创新创业工作要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城市园林绿地养护

质量标准、技术规划与创新创业的相关知识与技术。 

 

2 

 

园 林 绿 地

的 养 护 技

术 

园林绿地的土、

肥、水管理技术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绿地土壤管理、施肥与水分调控的工

作任务要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园林绿地土壤管理、养分

水分调控以及创新创业的相关知识与技术。 

活动二：学生分组开展实训，包括园林绿地的土壤中耕、配方施肥

以及树木根部土壤的积水处理等，撰写实训报告。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实训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就提出的问

题进行答疑、总结。 

园林植物的整形

修剪、修补支撑技

术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植物整形修剪、修补支撑的工作任务

要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园林植物整形修剪、修补支撑以

及创新创业的相关知识与技术。 

活动二：学生分组开展绿篱、树木整形修剪、修补支撑实训，撰写

实训报告。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实训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就提出的问

题进行答疑、总结。 

园林绿地病虫草

害防治技术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绿地病虫草害防治的工作任务要求，

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园林绿地病虫草害防治以及创新创业的

相关知识与技术。 

活动二：学生分组开展园林绿地病虫草害防治实训，撰写实训报告。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实训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就提出的问

题进行答疑、总结。 

园林绿地灾害防

治技术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绿地灾害防治的工作任务要求，师生

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园林绿地灾害（低温、高温、台风、洪涝等）

防治以及创新创业的相关知识与技术。 

活动二：学生分组开展低温、高温、台风、洪涝等园林绿地灾害防

治实训，撰写实训报告。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实训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就提出的问

题进行答疑、总结。 

园林绿地养护机

具的使用技术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常见养护（手工、修剪、灌溉、植保

等）工具使用的工作任务要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园林常

见养护（手工、修剪、灌溉、植保等）工具使用以及创新创业的相

关知识与技术。 

活动二：学生独立或分组开展园林常见养护（手工、修剪、灌溉、

植保等）工具使用实训，撰写实训报告。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实训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就提出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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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答疑、总结。 

园林树木移植、古

树名木的养护技

术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树木移植、古树名木养护管理的工作

任务要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园林树木移植、古树名木养

护管理以及创新创业的相关知识与技术。 

活动二：学生分组开展园林树木移植、古树名木养护管理实训，撰

写实训报告。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实训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就提出的问

题进行答疑、总结。 

常见园林植物的

养护技术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常见园林植物（乔木、灌木、地被、草坪

等）养护管理的工作任务要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常见园

林植物（乔木、灌木、地被、草坪等）养护管理以及创新创业的相

关知识与技术。 

活动二：学生分组开展常见园林植物（乔木、灌木、地被、草坪等）

养护管理实训，撰写实训报告。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实训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就提出的问

题进行答疑、总结。 

3 

 

 

园 林 养 护

领 域 的 创

新 创 业 项

目 申 报 与

实践 

园林养护领域的

创新创业项目申

报书撰写与实践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养护领域创新创业项目申报书撰写与

实践的工作任务要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创新创业项目申报书撰

写与实践的相关知识、技术。 

活动二：学生分组成立创新创业小组、工作室等，在课余开展园林

养护领域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撰写项目书申报创新创业项目以及

参加创新创业大赛或技能竞赛。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创新创业项目申报书撰写与实践工作的

过程及结果，并就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总结。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园林绿地的土肥水管理技术、园林植物的整形修剪技术、修补支撑技术”等模块的项目化教学活动安排

在校园内的公共绿地开展，在教师指导下，学生独立或分组开展园林绿地的土壤中耕、配方施肥、整形修剪以

及修补支撑等实训工作；“园林绿地的养护机具使用技术”的项目化教学活动安排在市政公共园林的绿地现场

开展，建议由公园的养护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教学；“园林树木移植、古树名木的养护技术”的项目化教学活动

安排在沙面公园及其附属绿地开展，学生分组调查沙面岛古树名木的种类、环境条件、生长状况与养护管理等

措施，或现场开展古树名木养护实训，教师组织学生现场讨论、分析和总结归纳。 

 

 

核心课程 5 工程造价与招投标 

学  期 4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30 实践学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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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习内容： 

序号 模 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 
园林工程的招

标与投标 

项目1：合同法基本知识 
以多媒体形式进行理论讲解，实际案

例分析 

项目2：园林工程招标 理论讲解，分组招标模拟 

项目3：园林工程投标 理论讲解，分组投标模拟 

2 
园林工程概预

算定额 
项目1：园林工程概预算定额 理论讲解，实际案例分析 

3 
园林工程量计

算 

项目1：工程量计算基础方法 理论讲解,实际案例工程量计算实训 

项目2：一般园林工程量计算 理论讲解，实际案例工程量计算实训 

项目3：园林景观工程量计算 理论讲解，实际案例工程量计算实训 

项目4：园林绿化工程量计算 理论讲解，实际案例工程量计算实训 

4 
园林工程量清

单计价 

项目1：园林绿化工程清单编制 
理论讲解，实际案例工程量清单编制

实训 

项目2：园林绿化工程清单计价 理论讲解，实际案例工程量清单报价

编制实训 

5 
园林工程施工

图预算 

项目1：措施项目、其他项目、规

费项目、税金项目的清单编制与报价 

理论讲解，实际案例项目清单报价编

制实训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突出工程造价专业实操技能的教学，在专业技能训练过程中注重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锻炼，培养学生

创新性思维，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 

2、课堂教学中引入小案例教学、大案例分析，采用项目化教学模式。以实际完成的园林工程项目图纸为基

础，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工程量清单编制、定额计价的知识与方法，组织学生开展工程计量、清单编制

和套价实训，并撰写实训总结报告；以广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以及广州市政府采购网站实际完成的园林工程

招标文件、投标文件、施工合同与施工资料为例，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招投标文件的主要内容与制作流程，并

组织学生具体编制相应的招投标文件。 

 

 

核心课程 6 植物造景艺术 

学  期 4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30 实践学时 24 

主要学习内容： 

序号 模 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 
认识园林植

物造景 

园林植物造景的功能

与原则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植物造景领域的工作任务要

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华南地区园林植物造景的

功能、原则等相关知识与技术。 

园林植物造景的生态

学原理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植物造景领域的工作任务要

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华南地区园林植物造景的

生态学原理应用等相关知识与技术。 

园林植物造景的艺术

原理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植物造景领域的工作任务要

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华南地区园林植物造景的

艺术原理应用等相关知识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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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园林植物的

观赏特性及

造景 

园林植物的观赏特性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植物造景领域的工作任务要

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华南地区园林植物造景的

观赏特性等相关知识与技术。 

各类园林植物的造景

与应用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植物造景领域的工作任务要

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华南地区各类园林植物造

景的相关知识与技术。活动二：学生分组开展各类园林植

物（树木、花卉与地被、藤本）的造景应用实训，撰写实

训报告。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实训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就

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总结。 

3 
园林环境的

植物造景 

建筑外环境的植物造

景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建筑外环境植物造景的工作任务

要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建筑外环境植物造景的

相关知识与技术。 

活动二：学生分组开展建筑外环境植物造景的应用实训，

撰写实训报告。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实训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就

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总结。 

城市道路、园路的植物

造景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城市道路、园路植物造景的工作

任务要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城市道路、园路植

物造景的相关知识与技术。 

活动二：学生分组开展城市道路、园路植物造景的应用实

训，撰写实训报告。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实训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就

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总结。 

园林水体的植物造景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水体植物造景的工作任务要

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园林水体植物造景的相关

知识与技术。 

活动二：学生分组开展园林水体植物造景的应用实训，撰

写实训报告。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实训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就

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总结。 

园林山体、疏林草地的

植物造景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园林山体、疏林草地植物造景的

工作任务要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园林山体、疏

林草地植物造景的相关知识与技术。 

活动二：学生分组开展园林山体、疏林草地植物造景的应

用实训，撰写实训报告。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实训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就

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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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广场的植物造景 

活动一：根据教师提出的城市广场植物造景的工作任务要

求，师生共同分析、讨论、演示城市广场植物造景的相关

知识与技术。 

活动二：学生分组开展城市广场植物造景的应用实训，撰

写实训报告。 

活动三：教师组织学生讲解实训工作的过程与结果，并就

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总结。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各类园林植物的造景与应用”项目化教学活动安排在校园或市区的公共园林绿地开展，在教师指导下，

学生独立或分组开展树木、花卉与地被、藤本等园林植物的造景实训；“建筑外环境、城市道路、城市广场、

水体、山体等园林环境的植物造景技术”项目化教学活动安排在市政公共园林的绿地现场开展，建议由公园的

植物景观设计人员现场指导教学。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表一、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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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项目

1 2 3 4 5 6 （单独设置项目）

1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2 54 18 * √ 4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4 72

1、

2、

3

2 022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4 72 54 18 √ 4 2 222000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

活动
4 72 1-4

3 0220009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1

4 0920047 职业英语1（  profession English1） 4 72 36 36 * √ 4

5 0920004 职业英语2（ profession English2） 4 72 36 36 * √ 4

6 0620059 信息技术（international,technoly） 2 36 18 18

7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1.5 27 18 9 1.5

8 402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Career

Development And Guide to Occupation）
2 36 18 18 1.5 0.5

9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10 4320089 职业礼仪与职业形象 2 36 26 10 * √ 3

11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27.5 495 317 178 15.5 11.5 0.5 10 180

扩展能力

模块
10 180 90 90 4 4 2

1 0420161 工程CAD (Engineering CAD) 3 54 36 18 * 3 1

2 0420162 工程制图（Engineering Cartography） 2 36 24 12 * 2 2

3 0420163 工程测量 （Engineering Survey） 2 36 18 18 * √ 3 3

4 0420164 BIM技术（BIM Technology） 2.5 45 30 15 * 3 4

9.5 171 108 63 5 3 3 0 0

1 1220108 园林植物识别 (Landscape Plant Recognition) 3 54 36 18 * 3 1

2 0420021 园林美术（Landscape Art） 2 36 24 12 * 3 2

3 0420349 植物生长与环境(Plant Growth and Environment) 2.5 45 30 15 * 3 3

4 0420217
工程造价与招投标（Engineering Cost and

Bidding）
3 54 30 24 ** √  3 4

10.5 189 120 69 3 6 0 3 0 0

1 0420209
园林施工图设计（Landscape Engineering

Drawing Design）
3 54 36 18 * 3 1

2 0420208 园林规划设计(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3 54 36 18 ** 3 2

3 0620276 园林SketchUp（Landscape SketchUp ） 2 36 24 12 * 3 3

4 0620293 景观PhotoShop(Landscape PhotoShop) 2 36 24 12 * 2 2 0620180

计算机辅助设计综合实

训(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Computer-

assisted Design)

1 18 1 4 ▲ 报告

5 0420300 植物造景艺术(Plant Landscaping  Art) 3 54 30 24 **  3 5

13 234 150 84 9 5 1 18 1

1 0420424
园林植物生产与栽培技术(Landscape Plant

Cultivation Technique)
3 54 30 24 ** 3 1 1220215 企业教学（teaching by

enterprise）

18 324 18 5

2 0420108
园林工程施工与管理（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Landscape Engineering）
3 54 30 24 ** 3 2 1220216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

业论文（Graduation

Practice）

18 324 18 6

3 1220161
园林资料管理 (Landscape Engineering

Documents Management )
2 36 24 12 * 3 3

4 0420279
城市绿地养护(Maintenance of Urban Green

Space)
3 54 30 24 ** 3 4

11 198 114 84 6 6 36 648 36

1 1220181 花艺设计(Floral Design) 2 36 24 12 1 1220245
花艺设计实训（Flower

Design Training）
1 18 1  ▲

报告

、实

操

2 1220182 压花艺术(Pressed Flower Art) 2 36 24 12 2 1220211

园林创新创业实训

（Practical Training of

Landscap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1 18 1  ▲

报告

、实

操

3 1220183 中外园林史（Hist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 36 24 12 3

4 0420219 园林模型制作（Landscape Modeling） 2 36 24 12 4

5 1220220
园林景观动画制作（Landscape Animation

Production）
2 36 24 12 5

6 2020221 盆景制作（Bonsai Technology） 2 36 24 12 6

7 2820222 园林文化(Garden Culture) 2 36 24 12 7

10 180 120 60 2.0 36

91.5 1647.0 1019.0 628.0 49.0 882.0

课堂教学教学模块 综合实践教学

学期周学时数

在4个学期内完成

学时 理论 实践
核心

课程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2

2

小计 小计

公共选修课（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合计 合计

说明：1、*为职业素养核心课程；2、**为专业技能核心课程；3、▲为“教学做一体化”课程；4、“√”为考试周课程；5、《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课程课外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6.《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课外学习实

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7.专业能力拓展模块需要完成10学分的选修课程，同时对应选择2学分的综合实践教学实训；专业能力拓展模块课程安排在第3、4学期，视第3、4学期的课时而定;8.入学教育按学校校历安排.

序

号

1

2

3

4

5

6

课程类

型

公共基

础课程

（必修

课）

专业

（技

能）课

程

专业群平

台课程

(必修)

单项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综合技能

模块A

（专业必

修课）

综合技能

模块B

（专业必

修课）

专业能力

拓展模块

（专业选

修课）

周数
序

号

课程代

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小计 小计

小计

学

期

核心

课程

考试

方式
内容

基本素质

与能力）

考核

方式

序

号
课程代码 学分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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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课程学时分配表（附表二） 

课程类别 

小计 

学分 学时 比例 

理论教学 56.6 1019 40.29% 

实践教学 83.9 1510 59.71%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37.5 675 26.69% 

专业（技能）课 81 1458 57.65%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10 180 7.12% 

专业（技能）课 12 216 8.54% 

总学时/学分 140.5 2529 1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学生数与本专业专任教师比例不高于 25：1， 双师素质教师占专业教师比例不低于

60%，专任教师队伍的职称、年龄形成合理的梯队结构。 

专任教师应具有高校教师资格，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和仁爱之心；具有园

林、园林技术等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

强的信息化教学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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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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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兼职教师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聘任，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

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或以上相关专业职称，能承

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二）教学设施 



 153 

1.专业教室 

多媒体教室，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境，并实施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

要求，标志明显，保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实训室 

校内实训室应能体现真实的职业环境，满足园林植物苗木繁殖、生产栽培、有害生物防

治以及园林工程施工、园林规划设计、园林招投标与预决算等方面的教学与技能实训功能。 

3.校外实训基地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园林植物栽培、园林规划设计、园林工程施工与组

织管理等领域的一项或多项生产实训活动，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

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4.学生实习基地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能够提供满足培养规格要求的实习岗位，能涵盖当前相关产

业发展的主流技术，可接纳一定规模的学生实习；能够配备相应数量的指导教师对学生实习

进行指导和管理；有保证实习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规章制度，有安全、保险保障。 

本专业的校内外实训条件与学生实习基地见下表： 

类 

型 

实训基地（室）

名称 
主要承担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条件 

校 

内

实

训

室 

工程制图实训室 

水彩风景画的表现技法；多种工具的园林风景画表

现技法；园林景观的综合表现技法；绘制花池座椅

的剖面图并标注尺寸；徒手绘制造园要素的平面图、

立面图与组合图；抄绘某公园的园林设计总平面图；

抄绘种植设计平面图；抄绘竖向设计图；绘制游园

的鸟瞰图；绘制某园路的工程施工图等。 

       

园林美术； 

工程制图； 

    

     

满足校内

生产性实

训要求  

园林工程实训室 

公园地形的模型制作；岭南庭院的模型制作；植物

景观的模型制作；园林树木修剪工具的使用技术；

园林灌溉工具的使用技术；园林植保工具的使用技

术；园林水准仪的使用技术；园林全站仪的使用技

术等。 

园林模型制作； 

工程测量； 

园林工程施工与

管理； 

 

满足校内

生产性实

训要求 

计算机辅助设计

实训室 

园林植物的绘制；园林建筑的绘制；山石和水岸线

的绘制；园林铺装的绘制；园林小品的绘制；某园

林景观方案图的绘制；园林工程施工图的绘制；园

林景观平面效果图制作；园林景观立面效果图制作；

自然式园林效果图后期制作；园林规划设计、景观

设计技能训练；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开展等。 

工程 CAD； 

景观 Photoshop； 

园林 SketchUp； 

园林设计初步； 

园林规划设计 

 

满足校内

生产性实

训要求 

园林植物实训室 显微镜的使用与生物绘图；植物细胞、组织与器官 园林植物识别； 满足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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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察；园林植物病害的观察；园林植物虫害的观

察；园林植物标本的采集与制作；园林植物的分类

识别；校企合作项目研发；教师科研项目研究；学

生创新创业活动开展等。 

压花艺术； 

城市绿地养护； 

植物生长与环境 

生产性实

训要求  

环境生态实训室 

城市园林典型植物群落的调查；园林小气候观测；

土壤样品的采集技术；土壤物理性质的测定；土壤

养分指标的测定；环境因子对园林植物生长的影响

观测；营养土和营养液的配制；校企合作项目研发；

教师科研项目研究；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开展等。 

物生长与环境； 

园林植物生产与

栽培技术 

满足校内

生产性实

训要求 

植物组织培养实

训室 

培养基母液的配备；培养基的配制与灭菌消毒；植

物材料的诱导培养、继代培养以及壮苗生根技术；

校企合作项目研发；教师科研项目研究；学生创新

创业活动开展等。 

园林植物生产与

栽培技术 

满足校内

生产性实

训要求 

广城苗圃综合实

训基地 

培养土的配制与消毒；园林植物的播种、扦插与嫁

接技术；园林苗木的移栽、假植与定植技术；绿地

树木的养护修剪技术；绿地花卉、草坪的养护技术；

古树名木的养护技术；南方常见园林植物的识别与

应用调查；园林植物病虫害发生及危害情况调查；

花艺设计技术；校企合作项目研发；教师科研项目

研究；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开展等。 

园林植物识别； 

植 物 生 长 与 环

境； 

园林植物生产与

栽培技术； 

城市绿地养护； 

花艺设计； 

企业教学； 

毕业（顶岗）实

习与毕业论文 

 

满足校内

生产性实

训要求 

 

 

 

 

 

校 

外

与

学

生

实

习

基

地 

广州市绿雅园林

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嘉卉园林

绿化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广州市

名卉景观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广

州市华苑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等 

计算机辅助设计综合实训；园林工程实训；工程造

价实训；园林资料管理实训；园林科技产品研发与

创新创业实践；企业教学；顶岗实习与毕业设计等。 

计算机辅助设计

综合实训； 

园林创新创业实

训； 

企业教学； 

毕业（顶岗）实

习与毕业论文 

 

签约基地 

广州市林业和园

林科学研究院、

广州花卉研究中

心、广州吉宏园

艺有限公司、广

州市三力园艺有

限公司、广州大

田农业有限公司

等 

园林苗木生产与苗圃管理实训；园林产品营销实训；

园林科技产品研发与创新创业实践；企业教学、顶

岗实习与毕业设计等。 

园林植物生产与

栽培技术； 

园林创新创业实

训； 

企业教学； 

毕业（顶岗）实

习与毕业论文 

 

签约基地 

深圳市茵惟爱花

艺设计有限公

花艺设计实训；组合盆栽制作实训；室内植物景观设

计实训；压花制作实训；园林科技产品研发与创新创

花艺设计； 

花艺设计实训； 
签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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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佛山市绿之

景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广州奕彩

园林绿化工程有

限公司等 

业实践；企业教学、顶岗实习与毕业设计等。 压花艺术； 

植物造景艺术； 

企业教学； 

毕业（顶岗）实

习与毕业论文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最新出版的，体现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的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

的教材进入课堂。建立专业教师、行业专家和教研人员等参与的教材选用机构，完善教材选

用制度，经过规范程序择优选用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 

图书文献配备应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需要，方便师生查询、借阅。

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园林绿化、园林植物、园林苗圃、观赏园艺、景观设计等专业图书，

并不断更新。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软件、

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能满足教学要求。 

（四）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课程性质、教学内容与要求灵活采用下列教学方法。  

1.项目教学法 

根据职业岗位要求，将课程内容分成几个工作项目，以每一个完整的项目作为教学导向，

模拟真实的工作环境，把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融为一体，增强教学过程的针对性与实用性，

引导学生围绕项目开展自主学习和探索，着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创新意识与合作精神，

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与职业技能。 

2.任务驱动法 

根据企业实际岗位的知识、技能和职业素养要求以及典型工作任务分解，把课程要求掌

握的职业技能分为不同的实际工作任务，学生自己或在教师指导下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

法，然后进行具体的操作，教师引导学生边学边做完成相应的“任务”。学生在完成工作任务

的过程中学习、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综合应用的

能力，实行教、学、做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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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把实际过程中的真实情形加以典型化处理，形成学生思考和决断的案例，

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组织学生讨论一系列案例，运用多种方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提出解

决问题的方案，使学生掌握有关的专业技能、知识和理论，从而达到教学目的的一种教学方

法。课程教学中要求根据教学目的、内容和要求，以案例所提供的材料和问题为中心进行分

析研究，提出见解，做出判断和决策，藉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

能使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从而形成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和探索性学

习的开放式学习氛围。 

4.情景教学法 

情景教学法是通过设计出一系列真实性、准真实性具体场合的情形和景象，让学生亲身

参与、感受教学内容的一种开放式教学方法，其特点是言、行、情三者融为一体，核心是激

发学生的情感。一般由创设情景、确定问题、自主学习、协作学习、效果评价等几个环节构

成，主要有角色扮演、行为实践、多媒体设备创设情景等方式。在课程中采用情景教学法能

调动学生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触景生情、活跃思维，融会贯通所学知识，

更加深刻地理解语言之外所传递的信息，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

业实践能力。 

5.理实一体化教学法 

理实一体化教学法是理论与实践同步进行的一种教学方法，在课程教学中将实践操作和

理论知识在同一时间、地点有机融合，将实训室和课堂融为一体，教师按照教学要求，有计

划地指导学生进行理论知识学习与实践操作。理实一体化教学不仅能够加强学生的实际动手

能力，还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将理论融合于实践中，以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反

馈中又能加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6.讨论式教学法 

讨论式教学法指教师在分析教学目标的基础上，精心设计某一问题，并指导学生在讨论

中各自发表意见，以寻求问题答案，从而使学生的能力得到锻炼的一种教学方法。讨论式教

学法能够有效活跃课堂气氛，较好地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批判能力、自学能力、合作能力

和自我认知能力，使学生改变保守的学习心态，体会分享的快乐，并且在讨论中更能加深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7.科研促教学法 

通过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科技活动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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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和积极性，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五）学习评价 

根据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建立以职业能力为本位的多元化、全过程性的考核

评价体系。以就业为导向、以生为本，充分发挥课程考核评价的导向、检验、诊断、反馈、

激励等功能，达到以考促学、以考促教、以考促练、以考促改的目的。一般地，根据专业课

程的类型、性质和教学内容，参照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引入职业资格标准、行业企业技术标

准或技术规范，科学设置考核内容以及灵活选用考核评价形式，考核评价的主体可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任课教师、企业指导教师、行业技术专家、学生等人员。 

专业课程总成绩建议由平时考核成绩、期末考核成绩组成，其中平时考核成绩占

20~50%，期末考核成绩占 50~80%。 

（1）平时考核成绩包括理论教学过程考核、实训教学过程考核两部分，其中理论教学

过程考核从上课预习、课堂提问、课堂讨论、课堂纪律、考勤、作业以及对知识点的掌握与

理解等方面对学生作综合评价，实训教学过程考核从实训预习、材料准备、操作技能、现场

效果、实训报告等方面对学生作综合评价。 

（2）期末考核成绩可采用理论考试、实操考核、综合性课程大作业等方式进行。 

（六）质量管理  

1.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制度，完善课

堂教学、教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以及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方

面质量标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 

2.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

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

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3.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毕业生

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4.专业教研组织应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一）组群逻辑 

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产业链，打造以智慧城市建设为特色的市政工程技术专

业群。充分利用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及 BIM 技术为传统建筑业和大湾区智慧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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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赋能，实现 BIM+、智能+与城市建设协同，实现智慧建造转型升级。以广州城市建设职业

教育集团和广联达数字建筑产业学院为产教融合平台，整合校企行政在教育链、产业链、创

新链的资源，以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为载体，在专业群实施“一体两翼、三链融合”

发展战略，把握智慧城市建设产业对人才的中高端需求，打造以市政工程技术为龙头，建筑

工程技术、古建筑工程技术、园林技术为支撑，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为运维载体的大湾区智慧

城市建设专业群。大力推行“1+X”证书制度，探索在 BIM 技术和装配式建筑方面实现学历

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重构专业群课程体系，培育专业群特色和核心竞争力，

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和技术技能服务。 

专业群的建设与发展，将以建筑信息化为平台，以 BIM 技术为手段，整合工程施工教

学资源，构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教学应用和服务平台，集聚各专业优势共同发展。共

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设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和创新服务平台，实现为建设教育

强国、人才强国作贡献，为国家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建设提供新经验。 

（二）专业群  

名称 智慧城市建设专业群 

群内专业 1、市政工程技术 2、建筑工程技术 3、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4、园林技术 5、古建筑工程技术 

核心专业 市政工程技术 

群内 

资源共享 

（1）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依托国家骨干专业和省级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市政工程技术专业群和广州城市建设职业

教育集团，以及国家级生产型实训基地现代城市建设与服务公共实训中心，专业群开设了工

程制图、工程 CAD、工程测量、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BIM 技术五门专业群平台课程，共

享“工学交替、实境育人、四岗渐进、能力递增”的人才培养模式，专业群共建课程，实现

协同发展。 

（2）专业群师资共享 

专业群内专任教师师资共享，建立校企“互派、互聘”机制，共建专兼结合的“双师型”

教学团队。 

（3）专业群基地共享 

①广州城市建设职业教育集团（共享平台）； 

②现代城市建设与服务中心（校内基地）； 

③房地产与物业实训中心（校内基地）； 

④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校外基地）； 

⑤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校外基地）。 

（三）专业特色 

结合园林绿化行业具体岗位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将工程测量员、施工员、资料员、花

艺设计师等国家职业标准和行业企业标准的最新成果融入人才培养中，构建与岗位职业能力

要求相互衔接的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探索以学生自主实践、团队协作、学科交叉、校企

结合为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建立“三年逐级递进、全过程导师制”的园林技术专业学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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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能力培养体系，设置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模块，实施启蒙、兴趣、知识技能和实践类教

育教学活动，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发展能力。深化校企合作，联合广州市绿化公司、广州市

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等行业企业共建园林产学研基地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聘请企业高级

技术、管理人员担任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或兼职教师，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训教材编

写与企业教学实习指导任务，共同申报园林绿化类科研项目，联合开展科技攻关，解决目前

园林产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实现校企“双赢”。 

十.【创新创业教育】 

1.构建创新创业类课程体系，启蒙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掌握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所需要的基本知识；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城市绿地养护、花艺设计、园林规划设计等专业课

程的项目活动中，通过课程项目活动的实施，落实创新精神与创业意识的培养。 

2.建立校内专任教师与企业技术人员共同组成的创新创业师资队伍，推行学生创新创业

活动的双导师制，对学生组建的“创新创业团队”，实行校内导师与企业导师共同指导，确保

创新创业活动的实际效果。 

  3.推行“创新创业工作室”、“创新创业大赛”、“创新创业社团”、“导师科研项目+团队”、

“校企合作共建创新创业平台”等创新创业实践教学模式；鼓励、支持、指导学生参加（申报）

各级各类的大学生学术科技作品大赛、创新创效创业大赛、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项目、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等竞赛活动；引入园林行业企业冠名赞助，定期举办“园林景观设

计”、“艺术插花”等职业技能大赛，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创新创业实践锻炼机会，培养敢于探

索、勇于创新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十一.【第二课堂】 

1.大学生创新创业类竞赛活动：参加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攀登计划）、“挑

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创青春”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挑战杯--

彩虹人生”广东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省高职院

校质量工程大学生创业实践项目以及省市级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和公益活动；学生加入本专业

教师主导的工作室，参与教师组织的各类创新创业项目活动；学生参与校企合作单位举办的

科技创新研发项目活动。 

    2.职业技能竞赛类活动：参加全国（广东省）高职院校“园林景观设计”、“艺术插花”、“工

程测量”以及世界技能大赛“园艺项目”、“花艺项目”全国（广东省）选拔赛等各类职业技能

竞赛；参加行业协会举办的“花艺设计”、“组合盆栽”、“微景观设计”等职业技能竞赛；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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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院级的“园林景观设计”、“艺术插花”等职业技能竞赛，使大部分学生都有参加技能竞赛

的机会。 

    3.专业社会服务类活动：参加园林、生态等行业协会组织的相关科普宣传活动，开展家

居花艺、压花艺术、微景观制作、室内植物养护、水培技术等专业技能培训、社区教育和企

业技术服务等活动。 

4.各类文体活动：参加学院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如国学朗诵、班级风采大赛、节日文

艺汇演、体育运动会、社区文体活动等，丰富学生课外活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十二.【资格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 

（一）通用能力证书 

1.高等学校职业英语能力认证证书 

2.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考试一级或二级证书 

（二）建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工程测量员、施工员、资料员、安全员、监理员、BIM 技术员等。 

十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所有课程，取得必修课  118.5  学分（创新创业

实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12  学分，公共选修课  10  学分， 总学分达   140.5   

学分（学时达  2529   ）方可毕业。 

 

 

                 

                              

                                               编制人：全国明 

审定人：雷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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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古建筑工程技术 

专业代码：540103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3年 

四.【职业面向】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岭南地区从事古建筑、仿古建筑行业企业、文博单位及政府相关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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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该

专业文化基础和专业基础理论、古建筑仿古建筑工程、修缮岗位的能力和专业技能，适应古

建筑及其修缮设计、监理、施工等职业岗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结构 

（1）思想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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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专

业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

类（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

别（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

（或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

书或技能等

级证书举例 

土木建筑

大 

类（54） 

建筑设计类

（5401） 

土木工程建

筑业（48） 

古建筑修建

人员

（6-29-05） 

古建筑、仿古建筑

施工、维护、修复、

古建筑工程项目

管理 

非遗传承培训

证书、施工员

证、监理员证；

资料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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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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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职业素质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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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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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 1~2 项运动技能，养 成

良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以及良好的行为习惯。 

④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 1~2 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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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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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专业知识 

①熟悉古建筑历史的知识。 

②熟悉古建筑测绘知识。 

③熟悉古建筑工程技术资料管理的知识。 

④熟悉古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的知识。 

⑤掌握古建筑工程制图、识图的理论知识。 

⑥掌握中国古建筑木作、瓦石作、油漆彩;作施工技术理论知识。 

⑦了解仿古建筑设计的理论知识。 

⑧了解古建筑工程施工安全、质量检验与管理的知识。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①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②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2）职业专门能力 

①具有较强的古建筑修缮工程项目技术指导与安全质量检测的能力。 

②具有古建筑测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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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具有中小型古建筑修缮方案和施工图绘制能力。 

④具有古建筑主要工种的操作能力和指导各分项工程施工能力。 

⑤具有古建筑工程预决算编制能力、工程成本控制分析能力和编制投标经济标文本 的

基本能力。 

⑥具有古建筑工程项目施工组织方案设计和编制古建筑工程施工技术标投标文本的能

力。 

⑦具有古建筑工程项目组织与管理的基本能力。 

⑧具有古建筑材料识别、质量检验的基本能力。 

⑨具有工程技术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能力。 

（7）职业拓展能力 

①具有社会交往和求职能力；职业工作能力。 

②具有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 

③具有 BIM 建模及数据分享应用的能力。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序号 培养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施工员★ 

编制建筑工程的施工组织设

计，施工现场布置和施工方

案的制定，施工现场管理，

参与图纸会审及技术交底 

1.施工技术交底 

2.制定施工方案，说明施工质量

要求 

3.制定技术及安全措施 

4.制定重点部位的施工措施 

古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 

古建筑工程招标与合同

管理 

古建筑工程预算 

古建筑构造 

古建筑修缮技术 

2 设计助理★ 

绘制施工图纸或制作设计表

象图纸及动态效果 

辅助设计师进行设计调研、

设计初案及进行设计深化 

1、能够绘制施工图纸 

2、能够制作效果图及动态效果 

3、能进行设计调研分析 

4、能进行简单空间设计 

5、能进行方案的深化设计 

古建筑识图与制图 

古建筑表现技法 

古建筑测绘 

岭南建筑空间设计 

粤中庭园景观设计 

传统装修与家具陈设 

3 工艺师 

掌握灰塑、陶塑、木雕、石

雕、砖雕、壁画等非遗技艺，

能完成原创作品，并掌握能

对古建筑装饰进行修复 

1、掌握灰塑、陶塑、砖雕、木

雕、石雕壁画等非遗技艺 

2、掌握古建筑装饰的修复技艺 

古建筑木作工程施工 

古建筑瓦石作施工 

古建筑油漆彩画 

古建筑修缮技术 

工作坊 

非遗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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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遗传承人 

掌握灰塑、陶塑、木雕、石

雕、砖雕、壁画等非遗技艺，

具有工匠精神、技艺精湛、

得到非遗大师承认可 

掌握灰塑、陶塑、砖雕、木雕、

石雕壁画等非遗技艺 

 

工作坊 

非遗工作坊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

律基础 

   1、素质目标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

质和道德素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

职业素养和法律素养。 

   2、知识目标 

   引导大学生理解掌握思想道德

修养的基本内容、理论、原则，帮

助大学生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

掌握相关法律基础知识。 

   3、能力目标 

   教会大学生正确看待各种生活

问题、人生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方

法，培养大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自我管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创新发展的能力。 

1、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与训练（理

想信念、人生价值、爱国主义和核

心价值观） 

2、道德素养的培养与训练（个人

品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

美德规范和意识）              

3、法律素养的培养与训练（法律

规范和法律意识） 

本课程是中宣部、

教育部规定的对全日

制普通高校大学生进

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育的公共必修课，是对

大学生系统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

主阵地。  

要求针对大学生

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思

想、道德和法律问题，

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道德观和法治观教育，

引导大学生提高思想

道德素养和法律素养，

成长为自觉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概论 

   1、素质目标 

   树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实现中国梦

的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辩

证思维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进程及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深刻理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内容及对当今中国发展的

重要意义。 

   3、能力目标 

   具有大是大非的辨别能力，准

16、 毛泽东思想 

17、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1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教师：中共党员；

不仅具有比较深厚的

理论功底，充分了解世

情、国情和民意，熟悉

大学生的思想实际。 

教材：中宣部指定

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 。 

信息化手段：BB 

平台；各类手机教学平

台与电子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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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使用相关政治用语的能力，具有

一定的信息收集与甄别能力，运用

理论分析解释社会现象的能力。 

3 
形势与政

策 

1、素质目标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当前的世情、国情，党和

政府的最新政策。 

3、能力目标 

提高理解和应对新形势的能

力，为毕业后走向社会做好准备。 

涵盖国际国内涉及政治、经济、文

化、军事、外交、国际战略等各主

题的重大问题 

本课程学习有线上学

习与线下学习两种模

式，学生必须同时完成

线上学习任务和线下

作业，学期考核方能合

格。 

4 体育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

和团队合作的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项目的技术

动作,了解身体的生理健康指标和

心理健康指标、常见运动损伤和预

防、女性生理期运动预防、合理的

运动处方,熟练掌握一定的体育裁

判法和体育竞赛的组织与管理，以

及体育竞赛的鉴赏。 

   3、能力目标 

   制定合理的运动处方，可以控

制身体在健康范围内,参与不同规

模的体育比赛，保持适度的体育竞

技水平,组织不同规模的体育比

赛,能够执裁一定级别的体育比

赛，懂得鉴赏体育竞赛，参与并指

导社区的体育事务。 

 

  1、体育理论和健康知识 

  2、体育实践项目 

  田径，篮球，足球，排球（气排

球），乒乓球，羽毛球，体育艺术

类项目（健美操、体育舞蹈、瑜伽），

太极，健身。 

1、室内外体育运动场

所 

2、影像投影室 

3、体育竞赛观赏平台 

4、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5、学生体能测试查询

平台 

6、阳光长跑 APP 

 

5 
职业英语

1、2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及

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 

  认知 3000 个英语词汇，500 个

与职场相关的英语词汇、句型,了

解时间管理、职业规划、创业、产

品及公司介绍、招聘与评估、销售

与营销、商务旅行、会展等相关知

识。 

1、基础模块：日常的英语听说、

自主学习，交互英语听说。 

2、职场英语模块：规划未来、创

办公司、公司介绍、职场沟通、产

品介绍、求职招聘、联系业务、推

销产品和服务、电子商务、商业调

查、商务差旅、参加会展等 

3、综合拓展模块：强化训练和英

语考证模拟训练。 

1、网络数字语言实验

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BB 学习平台 

4、蓝墨云班课、超星

学习通等教学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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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能力目标 

  能听懂日常和职场活动中的英

语对话,能用英语进行基本交流,

能阅读一般题材的英文资料,能完

成英语应用文写作,能借助词典英

汉互译业务材料。 

6 信息技术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提高

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信息化

处理工作的意识和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 Windows 的操作系统的功

能，掌握计算机网络和安全基本知

识以及 Internet 基本知识，掌握

Word、Excel、PowerPoint 软件的

使用方法。 

  3、能力目标 

  能使用操作系统对文件和文件

夹进行正确的创建、修改、删除及

查找工作，能使用 Word 进行日常

的文件录入与编辑工作，绘制表格

和图形，能使用 Excel 进行数据表

格录入与编辑，并对表格进行统计

分析与管理，能使用 PowerPoint

制作会议、报告、汇报、培训等演

示文稿，能使用网络进行简单的电

子商务活动，收发电子邮件，传输

电子文稿。 

 

1、计算机硬件、软件的基础知识 

2、信息检索和信息安全的知识 

3、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 

4、Windows 操作系统的操作技能 

5、OFFICE 的文字处理 WORD、电子

表格处理 EXCEL、演示文稿制作

PowerPoint 的操作与应用技能 

6、Internet 的使用技能，包括文

件上传下载、电子邮件收发的使

用。 

1、教学场地要求： 

全部教学在电脑机房

上课，进行知识点讲

解、实践指导、动手实

验。 

授课采用投影+课件，

以边讲、边看、边做、

边讨论等多种形式相

结合教学手段。 

2、教学环境要求： 

网络化多媒体计算机

实 训 室 、 局 域 网 、

Windows 10 系 统 、

Office 2016 、 IE8.0

浏览器、等应用软件。 

3、师资要求： 

课程主讲教师要求具

有丰富的计算机应用

基础教学经验，能动态

掌握目前计算机行业

基础知识的更新和变

化，责任心强。 

课程教学团队要求：本

课程为全校公共基础

课程，学生人数多，教

学团队至少 5 人以上。 

7 国学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的意识，自觉

运用国学经典智慧解决现实生活

中的困惑,自觉在日常生活中践行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审

美和人文素养，形成 1 项传统技艺

爱好,具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知识目标 

  能说出国学的基本概念、特质及

其在当代的价值，掌握儒家思想的

发展脉络、主要典籍及其代表人

1、理论教学 

包括绪论、儒家的人生智慧、道家

的人生智慧与佛家的人生智慧等

内容，具体设计为知理、守礼、明

德、知耻、立志、好学、孝亲、诚

信、敬业、自然、无为、智慧、慈

悲等教学模块（每模块 1-2 学时），

可根据不同专业特点选择使用。 

2、实践拓展教学 

分为四个模块，包括城市国学讲坛

（3 学时）、雅艺体验（2 学时）、

岭南文化调研或其他国学实践类

1、多媒体课室； 

2.国家教学资源库（微

知库《四书五经选读》

课程； 

3.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4.配备有基本设备的

茶室、琴室、书画室等

国学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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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解儒家思想的主要旨趣，熟

读《大学》《论语》等儒家经典，

知道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和经典

著作，了解道家关于宇宙人生的核

心思想，熟读《道德经》，了解佛

家的基本知识及其中国化的历程，

理解佛家智慧、慈悲等概念的内

涵。 

  3、能力目标 

  能养成正本清源读原典的学习

习惯，具备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国传

统思想中的主要概念和思想内涵

的能力，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及沟

通能力，具备反省自我身心状况的

能力，能自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对

社会现象具有较准确的分析和判

断能力。 

活动（2 学时）、综合实践项目（2

学时）。 

8 

大学生职

业生涯与

创新创业

指导 

  1、素质目标 

  培养勤于思考、有效规划未来的

职业价值观，具备创新精神、创业

意识与创新创业能力。 

  2、知识目标 

  认识职业生涯，建立生涯与职业

意识，掌握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步

骤，掌握了解自我探索、环境探索

的方式方法，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

法及职业生涯规划书的制定与撰

写，认识创新创业，了解创新创业

相关理论、形式、政策法规，掌握

团队创建的方式与方法，熟悉创业

环境探索的方法、渠道，掌握从环

境中发现创业机会的方式方法，熟

悉 所发现项目匹配的融资渠道与

方法，并且知道该项目落地成立公

司组建团队的基本求与方法，了解

创业企业的类型，掌握商业计划书

撰写的基本框架与要求，了解不同

类型创新创业企业组建的流程及

运营管理，了解职业选择的相关因

素和就业形式与就业渠道，做好职

业准备，掌握求职过程中简历和求

职信的撰写技巧，掌握面试的基本

形式和面试应对要点，了解学习与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法，MBTI 性

格类型理论，霍兰德职业兴趣模

型，价值观和职业选择的关系，认

清自我的技能，掌握职业环境探索

的内容、方法，职业生涯规划书的

撰写，创新创业与人生的关系，创

新创业者所需的能力，组建创新创

业团队，创业环境分析的因素与方

式方法，创新创业项目调研与选择

的方式方法，创新创业融资的渠

道、方法及注意事项，创新创业实

际操作（商业计划撰写、公司组建） 

  2、就业指导 

  选择职业，做好职业准备，提高

就业技巧，职业适应与转换 

1、中国“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实

践）项目等多个校内外

实践平台或活动 

2、蓝墨云班课、超星

学习通等教学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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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的差异、工作中需要注意

问题与具备的品质 

  3、能力目标 

  应用工具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

知，把握所学专业与未来理想职业

的关系，确立不同时期职业目标，

并制定相应行动计划，依据随环境

变化科学、有效的进行个人职业生

涯规划的反馈与修正，有效进行创

业环境的分析与探索，发现其中的

创新创业机会并选择有效的融资

渠道与方式，科学组建团队，以“互

联网+”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实践活

动为载体参与创新创业实践，能够

撰写一份规范的创新创业商业计

划书，能够依流程申请设立企业，

有针对企业的发展要求进行运营

管理，能准确的了解就业形式、政

策与渠道，能准确的撰写求职信与

求职简历、具备面试技能，在学生

与职业人士身份间进行心理调节，

快速适应职场环境。 

9 
军事理论

教育 

  1、素质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

目标根本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学生国防意识

和军事素养，为实施军民融合发展

战略和建设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2、知识目标 

  让学生了解掌握军事基础知识

增强国防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忧

患危机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提高学生综合国防

素质。 

1、中国国防：国防概述、法规、

建设，武装力量，国防动员 

2、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概述、形

式，国际战略形式 

3、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概述，外

国军事思想，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当代中国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战争概述，新军事

革命，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 

5、信息化装备：信息化装备概述，

信息化作战平台，综合电子信息系

统，信息化杀伤武器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10 
军事技能

训练 

  1、素质目标 

  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令行禁

止、团结奋进、顽强拼搏的过硬作

风。提高安全防护能力，培养分析

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全面提升综

合军事素质。 

 2、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

的主要内容掌握队列动作的基本

要领，了解格斗防卫基本知识卫生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练：共同条

令教育，分队的队列动作。 

2、设计与战术训练：轻武器射击，

战术。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护训练：格

斗基础。 

现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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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基本要领，了解战备规定、紧

急集合、徒步行军、野外生存的基

本要求方法和注意事项。 

11 

心理健康

教育与训

练 

  1、素质目标 

  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遇到

心理问题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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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知识目标 

  了解心理学有关理论和基本概

念；明确心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

了解大学阶段人的心理发展特征

及异常表现；掌握自我调适的基本

知识。 

  3、技能目标 

  掌握自我探索能力，心理调适技

能及心理发展能力；提升人际交

往、情绪管理、挫折应对、时间管

理等能力。 

 

6、心理健康知识概论（心理健康

基本知识） 

2、心理过程与调适（学习心理调

适、情绪管理） 

3、生活与成长（人际交往、恋爱

与性心理）              

4、挫折与生命教育（挫折应对、

生命教育） 

 

13、智慧树学习平台 

14、学生心理健康信

息化管理平台 

3、大学生心理健康活

动与技能竞赛等校内

外实践平台 

 

（二）专业（技能）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古建筑识图与制图 

掌握正投影的基本

理论，熟悉国家现行制图

标准； 掌握古建筑施工

图与结构施工图的图示

方法与识读方法；能熟练

识读一般古建筑施工图。 

制图基本知识和技能、画法

几何、古建筑制图等三部分 

掌握制图基本知

识和技能、画法

几何、古建筑制

图等能力 

2 古建筑木作工程 

掌握古建筑木构架、

识别不同形式大木架、斗

拱 构件和翼角构件；能

够绘制图纸和制作。 

木构架的发展过程、木构架的

组成和形式，识别不同形式大

木架、斗拱 构件和翼角构件；

分析木构架、木构件图纸，木

构件放样，检查调试木 工工

具，木构件制作及质量检验的

大木架、斗拱的制作训练；按

木构架 图纸进行下架安装、上

架安装，安装翼角，安装斗拱

及成品质量检验的木构架、木

构架安装训练 

掌握古建筑古建

筑木构架制图和

制作技术要领 

3 古建筑测绘 常用工具测量方法、精密 古建筑实物测量，仪器测量 掌握古建筑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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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测量方法；古建筑测

绘数据整理；绘制测绘草

图；补测修缮建筑数据；

编制古建筑修缮测绘图

文本。 

高度、长度、角度；常用工

具测量细部。水准仪器和经

纬仪器的操作训练以及测量

数据读取、处理。三维测量。 

方法与技术要领 

4 古建筑施工与管理 

古建筑施工计划、施工技

术方案编制；施工场地布

置原则、安全、防火技术

措施；施工现场的各种管

理。分析图纸和相关要

求，编制各种施工计划。

依据工程进度要求制定

施工现场的各种计划和

质量监督方案等。 

根据工程图纸、施工现场情

况，完成施工场地的布置；

根据工程和现场情况编制施

工安全相关制度方案等。 

掌握古建筑施工

流程、懂得编制

施工技术方案和

工程进度管理 

5 古建筑油漆彩画作 

古建筑油漆彩画识别；古

建筑彩画纹样设计；古建

筑油漆工艺；古建筑彩画

工艺。油漆工具的应用；

地仗材料预加工；地仗工

艺、油皮工艺、贴金工艺、

粉刷及裱糊工艺施工训

练。彩画工具的应用；彩

画绘制实操训练。 

根据项目要求、方案设计构

思选择彩画纹样形式；准确

绘制彩画纹样。 

能够识别古建筑

油漆彩画的年

代、主题、风格

等，掌握古建筑

油漆彩画的技巧 

6 古建筑修缮技术 

古建筑修缮的原则、古建

筑勘测与修缮方案的制

定、古建筑木结构的损坏

及修缮技术、古建筑砖石

结构的损坏及修缮技术、

古建筑屋面工程损坏及

修缮技术、古建筑保护与

修缮实例与实训 

学习古建筑修缮的原则；学

习古建筑勘测与修缮方案的

制定；学习古建筑木结构的

损坏及修缮设计及技术；学

习古建筑砖石结构的损坏及

修缮设计及技术；学习古建

筑屋面工程损坏及修缮设计

及技术；学习古建筑屋面工

程损坏及修缮设计及技术 

掌握古建筑修缮

的原则、方法和

技术 

7 古建筑工程预算 

掌握古建筑工程计量与

计价与成本核算的原理

和方法，培养编制中小型

古建筑工程预结算文件

编制能力 

工程造价构成；工程计价与

取费程序；工程计价模式；

古建筑预算定额套用；古建

筑施工图预算编制；预算软

件应用等 

引入职业资格；

选用适用教材；

采用真实项目；

选聘有经验的能

工巧匠；学用预

算软件；利用网

络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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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四）专业核心课程  

第三阶段 

综合技能 

古建筑构造 

 

岭南建筑空

间设计 

 

古建筑修缮

技术 

 

第五阶段 

综合能力 

 

 

 

 

毕

业 

顶

岗

实

习 

古建筑招标

与合同管理 

 

古建筑测绘 

 

岭南庭园景

观设计 

 

古建筑油漆

彩画 

 

古建筑施工

组织与管理 

古建筑木作

工程 

 

古建筑瓦石

工程 

 

古建筑工程

预决算 

 

建筑遗产保

护规范 

 

工作坊(设计

与非遗) 

工作坊（施

工与非遗） 

工作坊（施

工与非遗） 

非遗工作坊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四阶段 

拓展能力 

第二阶段 

单项技能 

第一学期 

中国建筑史 

古建筑识图

与制图 

 

古建筑表现

技法 

 

工艺美术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 

能力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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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1 岭南建筑空间设计 

学  期 2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27 

主要学习内容： 

模  块 教学内容要求 活动设计 

认识岭南建筑

空间设计 

1. 岭南建筑的分类 

2. 岭南建筑的装饰特点 

3. 岭南建筑的材料选择 

4. 岭南建筑工艺技术 

活动 1：图片展示各类岭南建筑 

活动 2：请学生介绍自己家乡的建筑 

活动 3：带领学生去参观建筑 

活动 4：请非遗传人介绍各种工艺 

岭南建筑设计

案例分析 

1、 广府建筑设计特点分析 

2、 潮汕建筑设计特点分析； 

3、 客家围龙屋设计特点分析 

4、 西洋碉楼设计特点分析 

活动 1：图片展示各类建筑设计案例 

活动 2：学生介绍自己家乡的建筑 

活动 3：带领学生参观建筑 

建筑与现代设

计结合案例分

析 

1、 西关大屋通风与采光分析 

2、 骑楼空间布局分析 

3、 石室通风与采光分析 

活动 1：图片展示各种户型的特点 

活动 2：文字解说各种户型功能分析 

活动 3：组织学生讨论 

岭南建筑装饰

构造与工艺特

点分析 

1、 岭南灰塑工艺特点分析 

2、 岭南砖雕工艺特点分析 

3、 岭南木雕工艺特点分析 

活动 1：.用图片、文字展示分析各种工艺特点 

活动 2：带领学生现场观看岭南装饰工艺技术 

活动 3：组织学生观后讨论分析 

岭南装饰风格

小户型设计 

1、 项目布置及要求讲解 

2、 设计草图点评及修改辅导 

3、 绘制设计方案图 

4、 绘制效果图 

5、 学生图文展示并阐述自己的设计构思 

活动 1：学生根据项目要求完成设计及效果图制

作 

活动 2：教师进行个别辅导 

活动 3：教师对普遍问题进行统一讲解 

活动 4：特殊案例教师进行统一点评 

岭南装饰风格

大户型设计 

1、项目布置及要求讲解 

2、设计草图点评及修改辅导 

3、绘制设计方案图 

4、绘制效果图 

5、学生图文展示并阐述自己的设计构思 

活动 1：学生根据项目要求完成设计及效果图制

作 

活动 2：教师进行个别辅导 

活动 3：教师对普遍问题进行统一讲解 

活动 4：特殊案例教师进行统一点评 

广府建筑室内

设计 

1、项目布置及要求讲解 

2、设计草图点评及修改辅导 

3、绘制设计方案图 

4、绘制效果图 

5、学生图文展示并阐述自己的设计构思 

活动 1：学生根据项目要求完成设计及效果图制

作 

活动 2：教师进行个别辅导 

活动 3：教师对普遍问题进行统一讲解 

活动 4：特殊案例教师进行统一点评 

作业展览 
1、总结课程 

2、准备课程作业展览 

活动 1：学生互相浏览课程全部作业，投票选出

优胜者 

活动 2：优胜者总结学习经验 

活动 3：教师对课程进行总结 

活动 4：准备课程作业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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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课程通过理论讲解与完成项目的形式，使学生在项目设计过程中中完成技能的学习与训练；2、课堂教学以

完成项目的方式进行，通过完成各个不同的项目设计使学生掌握建筑设计的各种能力，例如设计草图绘制、设

计方案书制作、设计施工图绘制、设计效果图绘制等；3、实训包含多个项目，主要项目采用市场真实案例重做

的方式进行（一有合适机会就将采用企业或个人委托项目），项目要求完成整套的设计方案；4、学生实训项目

主要在课外完成，课内时间用于疑难的解决、项目进度的检查及项目结果的总结等；5、组建学习小组，实现学

习的互助，为组员独立完成实训项目提供帮助，并形成小组竞争，促进学习；6、部分项目的总结模拟市场竞标

方式，由学生自行讲解设计方案，自行投票评选优秀作品；7、教师提供大量设计参考书目及素材，并引导学生

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自主学习与知识更新；8、课程结束时举办课程作业展览，促进艺术系各年级各专业学生的交

流，邀请各专业教师、同行、企业主管与技术人员参观展览以及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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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2 古建筑测绘 

学  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27 

主要学习内容： 

模  块 教学内容要求 活动设计 

测量的基本工

作、原理 

1.地面点位的确定方法和测量工作的程序、特点和

要求； 

2.高程、大地水准面和独立平面直角坐标系列的概

念。 

讲授 

水准测量 1、水准仪的使用方法、水准测量的实施方法及内业

数据处理方法。 

2、水准仪的检验、水准仪的校正。 

3、水准测量误差来源及消减方法。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学习

情境模拟练习 

角度测量 1、经纬仪的构造、使用。 

2、水平角的定义； 

3、水平角的测量方法。 

4、竖直角的定义； 

5、.竖直角的测量方法。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学习

情境模拟练习 

距离测量与直

线定向 

1.距离测量的方法； 

2.距离测量的光电测距法、ＧＰＳ相对定位及直线

定向其他方法(真方位角、磁方位角法)； 

3.水平距离概念。 

4、方位角的概念； 

5、水平距离测量的精密钢尺量距法及坐标方位角的

计算与推算方法。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学习

情境模拟练习 

全站仪的使用 1、全站仪的坐标测量方法和全站仪的坐标放样方法 

2、全站仪的坐标测量方法和全站仪的坐标放样方法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学习

情境模拟练习 

小区域控制测

量 

1.控制测量的组织原则和测量方法； 

2.控制测量、导线测量、三角测量的概念； 

3.导线测量内、外业工作的全部内容。 

4. 四等水准测量的观测方法； 

5.四等水准测量的计算和检核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学习

情境模拟练习 

大比例尺地形

图识读和应用 
1.地形图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2.解析法确定多边形的面积； 

3.地形图在工程建设中的各项应用内容。 

讲授原理、录制仪器操作视频、学习

情境模拟练习 

水准测量 四等水准测量 

三角高程测量 

水准仪实操 

导线测量： 导线测量 全站仪实操 

1:500数字化测

图 
1:500 数字化测图 

全站仪、GPS 配合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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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基于对建筑工程的工作岗位能力分析，该课程是测量员必须掌握的内容。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将《建筑施工

测量》课程分解成“测量基本技能”、“控制测量及误差”、“全站仪 GPS 点位坐标测量和放样”、“建筑工

程的施工测量”、“建筑物的变形监测”几个项目，再将这几个项目分解成若干个任务，进行授课，使学生通

过几个项目的掌握，完成该门课程的学习任务。 

2、开展“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注重实践性教学环节，促使学生在自主探索实践中培养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

力、团队协作能力、职业生涯关键能力和职业素质养成，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铺路石”精神。 

3、将工程实践中的测量新技术引入课程教学，注意与 EXECL、CASIO、AutoCAD、全站仪、GPS 等新技术新仪

器的结合；结合建筑施工测量的内容，组织现场教学。 

 

 

 

核心课程 3 岭南庭院景观设计 

学  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27 

主要学习内容： 

模  块 教学内容要求 活动设计 

认识岭南庭院

景观设计 

1. 课程简介 

2. 设计名词解析 

3. 设计专业语言 

活动 1：图片展示 

活动 2：请学生介绍自己对庭院景观的理解 

活动 3：带领学生现场参观教学 

岭南庭院景观

设计要素 

1. 视觉要素 

2. 空间形态要素 

3. 文化要素 

4. 植物要素 

5. 水石要素 

活动 1：影像与视频展示设计案例 

活动 2：学生讨论 

活动 3：带领学生现场参观教学 

岭南庭院景观

设计表现技法 

1. 设计思维手绘表达 

2. 专业制图 

3. 设计效果图表现 

活动 1：设计思维图绘制 

活动 2：庭院景观设计平面、立面和剖面的绘制方法与规

范 

岭南庭院景观

设计类型 

1. 类型与特点 

2. 案例：场地、建筑、植物、

品题设计等 

活动 1：用图片文字展示分析各种庭院类型特点 

活动 2：带领学生现场参观并进行讨论 

活动 3：运用不同的设计手法和要素进行不同类型的庭院

设计 

岭南庭院景观

设计要素设计

分析 

1、项目布置及要求讲解 

2、设计草图点评及修改辅导 

3、绘制设计方案图 

4、绘制效果图 

5、学生图文展示并阐述自己的设

计构思 

活动 1：学生根据项目要求完成设计及效果图制作 

活动 2：教师进行个别辅导 

活动 3：教师对普遍问题进行统一讲解 

活动 4：特殊案例教师进行统一点评 

岭南庭院景观

规划与设计 1 

1、项目布置及要求讲解 

2、设计草图点评及修改辅导 

3、绘制设计方案图 

4、绘制效果图 

5、学生图文展示并阐述自己的设

计构思 

活动 1：学生根据项目要求完成设计及效果图制作 

活动 2：教师进行个别辅导 

活动 3：教师对普遍问题进行统一讲解 

活动 4：特殊案例教师进行统一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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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庭院景观

规划与设计 2 

1、项目布置及要求讲解 

2、设计草图点评及修改辅导 

3、绘制设计方案图 

4、绘制效果图 

5、学生图文展示并阐述自己的设

计构思 

活动 1：学生根据项目要求完成设计及效果图制作 

活动 2：教师进行个别辅导 

活动 3：教师对普遍问题进行统一讲解 

活动 4：特殊案例教师进行统一点评 

作品展示 
1、总结课程 

2、准备课程作业展览 

活动 1：学生互相浏览课程全部作业，投票选出优胜者 

活动 2：优胜者总结学习经验 

活动 3：教师对课程进行总结 

活动 4：准备课程作业展览 
 

教学实施说明： 

1、以学生为主体开展教学设计。课程对庭院景观设计相关知识进行讲解，通过完成项目的形式，使学生在实

际操作中掌握理论知识和设计技能。主要项目采用市场实际项目真题真做或真题假做的方式进行实训，要求完成

包括设计说明、手绘或电脑效果图、手绘施工图、报价及其他相关材料的完整设计方案，需要学生使用本课程及

前、后续课程的知识与技能，项目实训不局限于课堂，课内实训时间仅用于项目的布置、疑难的解决、项目进度

的检查及项目结果的总结等。 

2、本课程的目标是以培养具有庭院景观设计实践能力和实际操作技能的高技能应用性技术人才为宗旨，本课

程面向室内艺术设计专业，培养具有与本专业领域方向相适应的知识水平与综合素质、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新精

神，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获得完成庭院景观设计项目任务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庭院景观项目制作实践的初步

能力，并培养学生的创新、创意能力。学生用实训时间完成项目，使学生对掌握的原理知识通过实践，提高认识，

转化为技能；对绘图技巧进行练习，提高操作熟练程度与制作速度；对所学知识与技能进行整合应用，全面提高

专业技能；根据市场实际要求完成项目，使学生了解市场要求，真正具有符合设计岗位要求的实践经验，为日后

求职就业积累大量有用材料。 

 

核心课程 4 古建筑工程预算 

学  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计价理论与计价

方法 

基本建设概述；工程计价模

式；工程计价实例 

活动一：展示不同类型古建筑工程图片，让学生感受古

建筑的特色，并思考古建筑工程造价的构成和特点； 

活动二：提供一套完整的古建筑工程招投标文件，让学

生分析甲方、乙方在预结算过程中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基

本立场； 

活动三：在教师引导下，完整阅读一份古建筑工程投标

报价文件，了解施工图预算文件的构成要件、工程造价

的组成内容和造价水平 

定额原理及应用 

消耗量定额编制及应用；人

工、材料、机械台班单价；古

建筑工程费用计算 

活动一：阅读和解读《广东省建筑安装工程综合定额

（2018 版）》； 

活动二：在教师指引下，学会分析一个分项工程的预算

定额项目表，解释表格中三量、三价、三费数字之间的

逻辑关系； 

活动三：各组分组完成一个教师指定的定额项目表的构

成、数字换算和意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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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四：根据给定的取费表，各组分组完成一个指定单

项工程的费用计算 

古建筑工程计量 

工程量计算概述；“三线一面”

基础数据计算；土石方、砌筑

工程、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工

程量；瓦作、木作、石作、油

漆彩绘等工程量计算；装饰装

修工程量计算；拆除工程、修

缮工程计量；模板等措施项目

工程计量；脚手架等措施项目

工程计量 

活动一：观看古建筑施工录像和非遗传承活动录像，组

织学生现场分享观影感受； 

活动二：组织学生到沙面等地现场参观古建筑； 

活动三：参观讲解系部建筑模型展示区观察建筑细部； 

活动四：引导学生总结古建筑构造设计的特色和要点，

并思考给定古建筑工程各构件的计量与计价思路； 

活动五：给定古建筑单位工程施工图纸，指导学生识图

和计算建筑装饰工程量； 

活动六：根据图纸计算瓦作、木作、石作、油漆彩绘等

工程量； 

活动七：根据图纸计算拆除工程、修缮工程和措施项目

计量 

古建筑工程计价 
综合单价构成；综合单价组

价；计价取费程序 

活动一：根据教师指引，完成给定古建筑工程 5 个分项

工程综合单价组价； 

活动二：根据教师指引，分组完成单位工程计价取费 

预算软件应用 工程计量与计价软件的应用 
活动一：学习广联达计量软件 

活动二：学习广联达计价软件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以任务驱动式教学理念为指导，通过案例教学，讲练结合，突出工程量计算、定额应用、综合单价组价、施工图预

算编制等重点内容。为实现课程技能培养目标，课程在教材选用上应突出技能培养，尽可能选用现行造价员执业资

格考试指定教材或选用面向本区域编写的高职高专规划教材，最好在条件具备时自编符合工学结合要求、基于古建

筑工程预算实际工作过程的教材；在实训环节应尽可能选用真实的项目或案例，实训实习地点宜选择在企业或者在

古建筑工程预算校内仿真实训中心完成；实训课程的任课教师最好应具有工程预算领域的实操经验和相关执业资

格，或直接聘请具有丰富经验的能工巧匠来讲授课程；充分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开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良性合作

机制。 

 

 

核心课程 5 古建筑构造 

学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古建筑基

础  

1.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 

2.熟悉中国古建筑的功能类型、材料结构类型、单

体形态类型； 

3.数字中国古建筑的基本构造组成； 

4.掌握中国古建筑中的建筑尺度体系； 

5.掌握中国古建筑规模等级的划分 

活动 1：图片展示 

活动 2：影像与视频展示设计案

例 

活动 3：带领学生现场参观教学 

活动 4：请同学们自己介绍自己

的理解 

模块二:古建筑基

础、台基、与地面

构造 

1.了解古建筑地基构造； 

2.掌握古建筑基础构造； 

3.掌握古建筑台基构造、台阶与栏杆构造； 

4.掌握古建筑室内地面构造，了解古建筑室外地面

活动 1：图片展示 

活动 2：影像与视频展示设计案

例 

活动 3：带领学生现场参观教学 

活动 4：请同学们自己介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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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  的理解 

模块三:古建筑墙

体构造 

1.了解古建筑墙体的类型、掌握砖墙的砌筑类型； 

2.熟悉各种砌筑类型的组合和使用，熟悉砖的摆砌

方式、勾缝形式； 

3.掌握古建筑山墙构造； 

4.熟悉古建筑槛墙构造，掌握古建筑檐墙构造； 

5.熟悉院墙与影壁构造 

活动 1：图片展示 

活动 2：影像与视频展示设计案

例 

活动 3：带领学生现场参观教学 

活动 4：请同学们自己介绍自己

的理解 

模块四:古建筑木

构架构造 

1.熟悉古建筑木构架的类型与构件组成 

2.掌握古建筑木构架—屋顶曲线的形成 

3.掌握硬、悬山建筑木构架 

4.掌握庑殿建筑木构架 

5.掌握歇山建筑木构架 

6.熟悉攒尖建筑木构架 

7.熟悉其他杂式建筑木构架 

活动 1：图片展示 

活动 2：影像与视频展示设计案

例 

活动 3：带领学生现场参观教学 

活动 4：请同学们自己介绍自己

的理解 

模块五:古建筑斗

栱构造 

1.掌握斗栱的作用，熟悉斗栱的发展演变； 

2.熟悉宋《营造法式》中的斗拱构造； 

3.掌握清《工程作法则例》中的斗拱构造 

活动 1：图片展示 

活动 2：影像与视频展示设计案

例 

活动 3：带领学生现场参观教学 

活动 4：请同学们自己介绍自己

的理解 

模块六:古建筑屋

顶构造 

1.熟悉古建筑屋顶类型、屋面类型、屋脊类型； 

2.掌握古建筑屋面构造； 

3.掌握古建筑屋脊构造。 

活动 1：图片展示 

活动 2：影像与视频展示设计案

例 

活动 3：带领学生现场参观教学 

活动 4：请同学们自己介绍自己

的理解 

模块七:古建筑木

装修构造 

1.掌握板门、槅扇门的构造，熟悉外檐柱间装饰； 

2.熟悉室内隔墙、隔断，天花藻井及室内楼梯的构

造。 

活动 1：图片展示 

活动 2：影像与视频展示设计案

例 

活动 3：带领学生现场参观教学 

活动 4：请同学们自己介绍自己

的理解 
 

教学实施说明： 

教学中，在充分应用谈话教学法、讨论教学法、自学辅导教学法、参观教学法、练习教学法等传统教学方法基础

上，大胆进行教学方法创新，主要有： 

  （1）螺旋渐进教学法。使用该方法，旨在使具有渐进规律的教学内容（如钢筋混凝土构件承载力计算等）的教

学步步为营，举一反三。教学中，通过教师巧妙的教学设计，使教学内容由浅入深，由简到繁，不断上升，直至达

到教学目的。 

  （2）实践导向教学法。针对本课程实践性较强的特点，专业课程采用了“实践——理论——实践”的组织模式，

即认识实习、工种训练——理论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同时，对施工图识读、脚手架设计计算等实践性强的教学

内容，也采用了先实践后理论的教学方法。 

  （3）探究式教学法。使用该方法，旨在激发学生主动观察、思考、阅读、动手的兴趣，进而分析、总结客观规

律，既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又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中，由教师事先提出先导问题，引导学生

课后观察、量测或查阅资料，然后结合谈话教学法、讨论教学法，在问答、讨论基础上得出答案。该教学法使学生

成为了教学活动的主体，形成了学生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的开放性学习氛围。 

  （4）直观教学法。此方法适用于抽象的概念和较复杂的结构类型、构造等教学内容。教学中，充分利用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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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三维图形、实物模型、实物照片等手段以及现场参观、实习实训等教学环节，使抽象问题直观化，复杂问题

简单化，同时将工程中容易出现的结构问题在各种实物模型中体现出来，有效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教学做合一”教学法。此方法用于古建筑结构设计等较复杂的教学内容，将部分内容放到课程设计、大作业

中教学，做到边教、边学、边做，不但有利于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且节省教学时间，提高效率。 

 

 

核心课程 6 中国建筑史 

学  期 1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9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古代建筑发展概

况 

原始社会建筑特征 活动 1：图片展示 

活动 2：影像与视频展示设计案例 

活动 3：带领学生现场参观教学 

活动 4：请同学们自己介绍自己的理解 

奴隶社会建筑特征 

封建社会前期建筑特征 

封建社会中期建筑特征 

封建社会后期建筑特征 

城市建设 

概说古代城市发展史 活动 1：图片展示 

活动 2：影像与视频展示设计案例 

活动 3：带领学生现场参观教学 

活动 4：请同学们自己介绍自己的理解 

汉至明清的都城建设 

地方城市建设 

住宅与聚落 

住宅形制演变 活动 1：图片展示 

活动 2：影像与视频展示设计案例 

活动 3：带领学生现场参观教学 

活动 4：请同学们自己介绍自己的理解 

住宅构筑类型 

住宅实例 

宫殿、坛庙、陵

墓 

宫殿建筑 活动 1：图片展示 

活动 2：影像与视频展示设计案例 

活动 3：带领学生现场参观教学 

活动 4：请同学们自己介绍自己的理解 

坛庙建筑 

陵墓建筑 

宗教建筑 

概说宗教建筑发展史 活动 1：图片展示 

活动 2：影像与视频展示设计案例 

活动 3：带领学生现场参观教学 

活动 4：请同学们自己介绍自己的理解 

佛寺、道观及清真寺 

佛塔与经幢 

石窟与摩崖造像 

园林与风景建设 

概说 活动 1：图片展示 

活动 2：影像与视频展示设计案例 

活动 3：带领学生现场参观教学 

活动 4：请同学们自己介绍自己的理解 

明清皇家苑囿 

明清江南私家园林 

风景建设 

中国古代木构建

筑技术 

古代木构建筑的特征与详部

演变 

活动 1：图片展示 

活动 2：影像与视频展示设计案例 

活动 3：带领学生现场参观教学 

活动 4：请同学们自己介绍自己的理解 宋式、清式建筑做法 

古建筑调研 
实训项目 1：古建筑现场调研 

实训项目 2：古建筑调研汇报 

活动 1：带领学生现场参观教学 

活动 2：学生进行古建筑调研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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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方案设计 

实训项目 1：古建筑选题 

实训项目 2：古建筑草案分析

讨论 

实训项目 3：古建筑提案 

活动 1：学生根据项目要求完成设计及效果图制作 

活动 2：教师进行个别辅导 

活动 3：教师对普遍问题进行统一讲解 

活动 4：特殊案例教师进行统一点评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师资：本课程建议配置专兼结合的教学师资，具体任课要求如下： 

（一）专任教师任课要求 

专任教师原则上应具备双师素质，具有 2 年以上高职教学经历和 1 年以上古建筑工作经历（或企业实践经

历）。 

（二）兼职教师任课要求 

兼职教师应来自企业一线，主要教授课程实训内容，企业兼职教师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中级或以上职称（或

项目经理），3 年以上古建筑行业工作经历。 

教学设施：为满足本课程学习要求，教学实训条件要求如下： 

（一）校内实训条件 

1、电子教材、课件、实训项目、综合题库、试题库等教学资源的使用 

2、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古建筑构造与数字存遗实训室 

3、课程全部在工艺实训室或电脑实训室完成，电脑安装 3dsmax8 中英文版，安装 V－Ray 插件，安装 AutoCAD、

Photoshop 等常用设计软件。 

（二）校外实训条件 

不定时派学生到长期合作的校外实训基地进行认知实践。由原来在学校时的模拟实习到真实的工作岗位，学生

不仅可以了解到企业实际，体验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而且可以更加深入地领会所学的理论知识。 

教学资源：（一）教材 

中国建筑史(第七版)，潘谷西，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年 1 月 1 日。 

（二）参考资料 

教学方法： 

 1、充分利用多种教学手段。开展古建筑现场教学，多媒体教学、案例教学等。 

  2、课程通过理论讲解与完成项目的形式，使学生在项目设计过程中中完成技能的学习与训练，并加深对古建

筑设计的认识。 

  3、加强课后作业管理，包括个人作业、小组作业、实训作业的布置、指导和评估，提高学生课后自觉学习的

意识和能力。 

  4、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鼓励和指导学生开展社会实践，定期举办与课程教学内容契合的专业技能

比赛，专题讲座等，努力将课程教学延伸到课后，引导学生积极学习和主动学习，培养专业综合能力。 

5、学生实训项目主要在课外完成，课内时间用于疑难的解决、项目进度的检查及项目结果的总结等； 

6、组建学习小组，实现学习的互助，为组员独立完成实训项目提供帮助，并形成小组竞争，促进学习； 

7、部分项目的总结模拟市场竞标方式，由学生自行讲解设计方案，自行投票评选优秀作品； 

序号 教材 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时间 

1 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年 1 月 

2 中国建筑史 伊东忠太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7 年 11 月 

3 图像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年 1 月 

4 广府建筑 陆琦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3 月 

5 
岭南建筑创作研究与

实践探索 
胡展鸿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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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师提供大量设计参考书目及素材，并引导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自主学习与知识更新。 

9、课程结束时举办课程作业展览，促进艺术系各年级各专业学生的交流，邀请各专业教师、同行、企业主管

与技术人员参观展览以及交流研讨。 

学习评价： 

1、期末考核评价及方式 

期末考核不设笔试，依据学生完成的各个实训项目的效果进行总结性评价，占 90％；对项目制作过程中的表现

进行形成性评价，占 10％；综合两者形成最终评价，总分 100 分。 

项目分值见下表。 

序号 任务模块 评价目标 评价方式 分值 

1 学生实训项目一： 

古建筑考察汇报 

1、版式设计的表现能力 

2、收集整理信息的能力 

3、归纳分析的能力 

4、方案汇报的表达能力 

形成性评价 10％ 

总结性评价 90％ 

40 

2 学生实训项目二： 

古建筑方案设计 

1、设计草图的表现能力 

2、设计方案图制作能力 

3.设计效果图表现能力 

4.方案汇报的表达能力 

形成性评价 10％ 

总结性评价 90％ 

60 

合计 100 

2、教学过程评价 

教学过程评价以学生实训项目检查为主要评分依据，并结合平时作业检查、考勤及期末考核。其中实（训）验

成绩为各实训项目平均成绩。平时成绩＝平时作业成绩 50％+考勤 50％。 

3、课程成绩形成方式 

课程成绩满分 100 分，60 分及格。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表一、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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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项目

1 2 3 4 5 6 （单独设置项目）

1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2 54 18 * √ 4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4 72

1、

2、

2 022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4 72 54 18 √ 4 2 222000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

活动
4 72

1—

4

3 0220009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1

4 0920047 职业英语1（  profession English1） 4 72 36 36 * √ 4

5 0920004 职业英语2（ profession English2） 4 72 36 36 * √ 4

6 0620059 信息技术（international,technoly） 2 36 18 18

7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1.5 27 18 9 1.5

8 402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Career

Development And Guide to Occupation）
2 36 18 18 1.5 0.5

9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10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25.5 459 291 168 12.5 11.5 0.5 10 180

扩展能力

模块
10 180 90 90 4 4 2

1 1420723 古建筑识图与制图 3 54 27 27 *▲ 3 1

2 1420724 工程CAD 3 54 27 27 ▲ 3 2

3 0420722 BIM技术 3 54 36 18 3 3

4 1420725 工程招标与合同管理 2 36 18 18 √ 2 4

11 198 108 90 3 3 3

1 2578941 古建筑模型制作 4 72 27 45 *▲ 4 1

2 2578942 古建筑构造 3 54 36 18
**

▲
3 2

3 2578943 古建筑木作工程施工 3 54 27 27 *▲ 3 3

4 2578944 古建筑瓦石工程施工 3 54 27 27 *▲ 3 4

5 2578945 古建筑油漆彩画施工 3 54 27 27 *▲ 3 5

16 288 144 144 0 3 10 3 0 0

1 8235781 岭南建筑空间设计 3 54 27 27
**

▲
3 1 3698025 专业认知实践

2 36 2 1

2 8235782 岭南庭园景观设计 3 54 27 27
**

▲
3 2 3698026 古建筑考察 2 36 2 3

3 8235783 建筑遗产保护法规 2 36 36 * √ 2 3

4 8235784 古建筑测绘 3 54 27 27
**

▲
3 4

5 8235785 古建筑修缮技术 3 54 36 18 * 3 5

6 8235786 中国建筑史 2 36 27 9 ** √ 2 6

小计 16 288 180 108 2 0 3 6 5 4 72 4

1 3458124 岭南装饰与陈设 3 54 36 18 3 1

2 3458125 古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 2 36 27 9 *▲ √ 3 2
3698027

非遗工作坊 18 324 18 2~5

3 3458126 古建筑工程预算 3 54 36 18
**

▲
√ 3 3

3698028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业实

习报告
18 324 18 6

4 3458127 古建筑工程质量检验与检测 2 36 27 9 *▲ 2 4

小计 10 180 126 54 3 8
30 540 30

1 5863255 工艺美术 2 36 27 9 * 3 1 3689502 岗位认知实践
2 36 2 2

2 5863256 古建筑新媒体制作 3 54 36 18 3 2 3689503 专业社会实践
2 36 2 4

3 5863257 古建筑数字影像制作 3 54 36 18 3 3

4 5863258 古建筑新媒体制作 3 54 36 18 3 4

11 198 135 63 3 0 0 3 6 4 72 4

99.5 1791 1074 717 21 22 20 18 19 48 864

学

时
周数

学

期

核

心

课

考

试

方

基本素质

与能力）

内容 实践
核

心

课

考

核

方

序

号
课程代码 学分序号

课程代

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小计

5

6

专业

（技

能）课

程

专业群平

台课程

(必修)

单项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综合技能

模块A

（专业必

修课）

综合技能

模块B

（专业必

修课）

专业能力

拓展模块

（专业选

修课）

小计

公共选修课（小计）

合计 合计

说明：1、*为职业素养核心课程；    2、**为专业技能核心课程；    3、▲为“教学做一体化”课程；   4、“√”为考试周课程；

      5、《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课程课外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6.《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课外学习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7.入学教育按学校校历安排。

序

号

1

2

3

4

课程类

型

公共基

础课程

（必修

课）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2

2

小计

学时 理论

小计 小计

附件2：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二)

教学模块 课堂教学 综合实践教学

学期周学时数

在4个学期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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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课程学时分配表（附表二） 

课程类别 

小计 

学分 学时 比例 

理论教学 58 1074 40.50% 

实践教学 89.5 1581 59.50%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35.5 639 24.00% 

专业（技能）课 87 1576 59.10%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10 180 6.80% 

专业（技能）课 15 270 10.10% 

总学时/学分 147.5 2655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本专业专任教师其学历水平不低于：专业理论教师大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师大学本科，

专职专业教师必须达到教师法对高等学校专业教师的任职资格要求，兼职专业教师应具备 5

年以上的专业实践经验。主干课程应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作为骨干教师或课程带头人。“双

师素质”教师不少于专职教师的 60%，高级职称不少于 30%。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本专业理论课以具有专业背景的专职教师主讲为主，专业实践课主要以企业行业专业技

术骨干及能工巧匠担任的兼职教师讲授为主，企业兼职教师承担的专业课程及学时比例不少

于 35%。 

专业课程群 专兼教师配置情况 教师专业能力要求 主要课程 课时 

古建筑制图课

程群 

校内教师 4 人 

企业兼师 1 人 

具有古建筑相关制图

经验；主持或参与过古建筑

制图项目，懂得古建筑制图

相关规范和要求，具有相关

职业资格证书。 

古建筑识图与制图 54 

古建筑表现技法 72 

BIM 基础应用 36 

古建筑测绘 54 

古建筑史、论课 校内教师 4 人    具有古建筑实践经验； 中国建筑史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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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群 企业兼师 1 人 主持或参与过古建筑相关

项目，熟悉古建筑的历史、

保护规范，了解古建筑的构

造和修缮技术。 

建筑遗产保护规范 36 

工艺美术 36 

古建筑修缮技术 36 

古建筑构造 72 

古建筑施工管

理课程群 

校内教师 2 人 

企业兼师 4 人 

掌握古建筑木作、瓦石

作、油漆彩画等施工工艺和

流程，能熟练操作相关用具

和材料，具有古建筑施工管

理经验、掌握我古建筑招投

标和预决算，具有相关职业

资格证书。 

古建筑木作工程施工 54 

古建筑瓦石工程施工 54 

古建筑油漆彩画施工 54 

古建筑工程预算 36 

古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 36 

古建筑工程招标与合同管

理 
36 

古建筑工作坊 
校内教师 1 人 

企业兼师 4 人 

    工作坊主持人具有省

级以上非遗传承认证或省

级岭南建筑名匠称号；具有

5 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 

非遗工作坊 324 

古建筑考察 

36 

古建筑设计课

程群 

校内教师 3 人 

企业兼师 1 人 

    具有古建筑设计实践

经验；主持或参与过古建筑

相关项目的设计，具有古建

筑设计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岭南建筑空间设计 72 

岭南庭园景观设计 72 

岭南装饰与家具陈设 54 

 

（二）教学设施  

1.专业教室基本条件 

专业教室一般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境，并实施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

标志明显，保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外实训室基本要求 

校内实训室应体现真实的职业环境，体现本专业领域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实训设备应优先选用常用工程设备。 

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为: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等实

训活动，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已

具备实训条件如下表： 

类型 实训基地（室）名称 主要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开设学期 

校内 

 

大师工作坊 非遗传承实训 
非遗工作坊 

古建筑油漆彩画施工 
2-5 

古建筑构造与数字影像存遗实训室 
古建筑构造 

实训 

古建筑构造 

古建筑修缮技术 
2-5 

传统木作与创意产品实训室 木作实训与创造 古建筑木作工程施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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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修缮技术 

传统瓦石作与创意产品实训室 瓦石作实训与创造 
古建筑瓦石工程施工 

古建筑修缮技术 
2-5 

油漆彩画实训室 古建筑油漆彩画实训 
古建筑油漆彩画施工 

古建筑修缮技术 
2-5 

工程制图实训室 工程制图实训 
古建筑识图与制图 

古建筑表现技法 
1-5 

建筑材料实训室 建筑材料实训 

古建筑构造 

古建筑木作工程 

古建筑瓦石工程 

3-5 

工程测量实训室 工程测量实训 古建筑测绘 3-5 

材料力学实验室 建筑力学实训 
古建筑构造 

古建筑木作工程施工 
3-5 

校外 

 

广东岭南古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古建筑施工技术课程

实训与企业教学 

古建筑木作工程施工 

古建筑瓦石工程施工 
3-6 

广州市白云文物保护工程有限公司 

古建筑施工实训与企

业 

教学、毕业实习 

古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 

古建筑工程招标与合同管

理 

3-6 

广东南秀古建筑石雕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 
工程招投标课程实训 古建筑工程预算 3-6 

广州市房屋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古建筑构造 

 

古建筑构造 

古建筑木作工程施工 
3-6 

广州市建筑遗产保护协会 
设计课程实训与企业

教学 

岭南建筑空间设计 

岭南庭园景观设计 
3-6 

 

（三）教学资源 

主要包括能够满足学生专业学习、教师专业教学研究和教学实施需要的教材、图书及数

字化资源等。 

1.教材选用 

选用教育部或建设部专指委、行指委统一指导的 3 年以内出版的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规

划教材或组织编写一批实习实训校本教材，优先选用教师自编教材。教材的编写和选用应充

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课程的设计思想，以应用能力为核心、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

应体现先进性、通用性、实用性。 

2.图书文献配备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的需要，方便师生查询、借阅。

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古建筑工程、城市规划、建筑学、景观设计等相关专业领域，并

能够不断更新。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28509007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28509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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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软件、

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满足教学。校图

书馆具有600册产品艺术设计可参考的专业书籍，同时和0.8万册能够提升专业综合素养的书

籍，并且校内免费开放知网、超星电子书和百度文库，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数字资源的查

找。 

（四）教学方法 

1.讲授法 

教师通过简明、生动的口头语言向学生传授知识、发展学生智力的方法，通过叙述、描

绘、解释、推论来传递信息、传授知识、阐明概念、论证定律和公式，引导学生分析和认识

问题。 

2.讨论法 

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以全班或小组为单位，围绕教材的中心问题，各抒己见，通过讨

论或辩论活动，获得知识或巩固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优点在于，由于全体学生都参加活动，

可以培养合作精神，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独立性，一般配合设计的头脑风

暴法。 

3.直观演示法 

演示法是教师在课堂上通过展示各种实物、直观教具或进行示范性实验，让学生通过观

察获得感性认识的教学方法。是一种辅助性教学方法，要和讲授法、谈话法等教学方法结合

使用。 

4.练习法 

练习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巩固知识、运用知识、形成技能技巧的方法。在教学中，

练习法被各科教学广泛采用。 

5.任务驱动法 

教师给学生布置探究性的学习任务，学生查阅资料，对知识体系进行整理，再选出代表

进行讲解，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任务驱动教学法可以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也可以以个人为

单位组织进行，它要求教师布置任务要具体，其他学生要极积提问，以达到共同学习的目的。 

6.参观教学法 

组织或指导学习到育种试验地进行实地观察、调查、研究和学习，从而获得新知识或巩

https://www.baidu.com/s?wd=%E5%AD%A6%E4%B9%A0%E5%85%B4%E8%B6%A3&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4%BB%BB%E5%8A%A1%E9%A9%B1%E5%8A%A8%E6%95%99%E5%AD%A6%E6%B3%95&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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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已学知识的教学方法。参观教学法一般由校外实训教师指导和讲解，要求学生围绕参观内

容收集有关资料，质疑问难，做好记录，参观结束后，整理参观笔记，写出书面参观报告，

将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知识。参观教学法可使学生巩固已学的理论知识，掌握最新的前延知

识。 

7.自主学习法 

为了充分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自主学习能力，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

通常给学生留思考题或对遇到一些生产问题，让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自主学习的方式寻找答

案，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然后提出讨论评价。 

（五）学习评价 

摆脱过去单一的通过考试进行评价的方式，采取多方评价的方式，通过课堂表现、随堂

作业和考勤来评定作为平时成绩（占 40%），期末考试评定成绩占 40%，学生互评占 20%，

让学生之间进行多方面的沟通和了解和评价。 

（六）质量管理 

1.应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制度，完善课

堂教学、教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以及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方

面质量标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 

2.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

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

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3.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毕业生

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4.专业教研组织应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一）组群逻辑 

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产业链，打造以智慧城市建设为特色的市政工程技术专

业群。充分利用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及 BIM 技术为传统建筑业和大湾区智慧城市建

设赋能，实现 BIM+、智能+与城市建设协同，实现智慧建造转型升级。以广州城市建设职业

教育集团和广联达数字建筑产业学院为产教融合平台，整合校企行政在教育链、产业链、创

新链的资源，以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为载体，在专业群实施“一体两翼、三链融合”

https://www.baidu.com/s?wd=%E8%B4%A8%E7%96%91%E9%97%AE%E9%9A%BE&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8%87%AA%E4%B8%BB%E5%AD%A6%E4%B9%A0&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5%AD%A6%E4%B9%A0%E4%B9%A0%E6%83%AF&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8%87%AA%E4%B8%BB%E5%AD%A6%E4%B9%A0&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8%87%AA%E4%B8%BB%E5%AD%A6%E4%B9%A0&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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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把握智慧城市建设产业对人才的中高端需求，打造以市政工程技术为龙头，建筑

工程技术、古建筑工程技术、园林技术为支撑，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为运维载体的大湾区智慧

城市建设专业群。大力推行“1+X”证书制度，探索在 BIM 技术和装配式建筑方面实现学历

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重构专业群课程体系，培育专业群特色和核心竞争力，

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和技术技能服务。 

专业群的建设与发展，将以建筑信息化为平台，以 BIM 技术为手段，整合工程施工教

学资源，构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教学应用和服务平台，集聚各专业优势共同发展。共

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设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和创新服务平台，实现为建设教育

强国、人才强国作贡献，为国家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建设提供新经验。 

（二）专业群  

名称 智慧城市建设专业群 

群内专业 1、市政工程技术 2、建筑工程技术 3、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4、园林技术 5、古建筑工程技术 

核心专业 市政工程技术 

群内 

资源共享 

（1）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依托国家骨干专业和省级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市政工程技术专业群和广州城市建设职业

教育集团，以及国家级生产型实训基地现代城市建设与服务公共实训中心，专业群开设了工

程制图、工程 CAD、工程测量、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BIM 技术五门专业群平台课程，共

享“工学交替、实境育人、四岗渐进、能力递增”的人才培养模式，专业群共建课程，实现

协同发展。 

（2）专业群师资共享 

专业群内专任教师师资共享，建立校企“互派、互聘”机制，共建专兼结合的“双师型”

教学团队。 

（3）专业群基地共享 

①广州城市建设职业教育集团（共享平台）； 

②现代城市建设与服务中心（校内基地）； 

③房地产与物业实训中心（校内基地）； 

④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校外基地）； 

⑤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校外基地）。 

（三）专业特色 

依托校企社政合作建立的广州城市建设职业教育集团，联合广州市建筑遗产保护协会，

以服务珠三角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构建服务于岭南古建筑及仿古建筑建设的特色专业。把

工匠精神培养和非遗技艺教育贯穿于专业性人才培养全过程，以学生未来就业的岗位能力作

为人才培养目标, 实施“工学交替、三线并进、能力递增、实境育人”的培养模式。通过与

广州城市建设职教集团各成员单位的产学研进行合作，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培

养，加强实训、实习教学环节，以保证达到学生未来从事职业岗位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职业能

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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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创新创业教育】 

与广州市建筑遗产保护协会共建岭南传统建筑保护与创新研究中心，创办非遗传承与创

新孵化基地，依托非遗大师工作坊，孵化传统建筑与非遗技艺的创新应用与新技术新产品研

发，培育相关领域学生创业团队，实现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创业意识的协同培养。 

在广州城市建设职业教育集团平台上，成立 BIM 生产性实训中心，创办 BIM 创业项目

孵化基地，利用校企合作企业的科研优势、产业优势，为大学生提供创业的优良环境。开设

《BIM 应用基础》《BIM 综合实训》课程, 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课程体系中，围绕创业主题，

开设相关课程，积极推动 BIM 技术应用与发展，引进企业导师教学，倡导参与式教学；以

鼓励学生创新思维为导向等。 

搭建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平台，传授学生具体的创业技能。通过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讲座，

以及各种竞赛活动等方式，形成以专业为依托、以项目和社团为组织形式的创业教育实践群

体。 

十一.【第二课堂】 

1.学生参加以国学活动（讲座、读书、文化活动等）为代表的体现文化素质教育的学习

活动。积极参与全国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省及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

省及全国大学生“挑战杯”课外科技作品竞赛、省质量工程大学生创业实训项目、省质量工

程大学生创业实践项目、学院及省市级创新创业项目及公益活动；学生组建创新创业团队，

开展创新创业实践；学生参与校企合作单位业务协作。 

2.古建筑调研、传统建筑保护与工艺大讲坛等企业组织的行业讲座、校园宣讲、技术培

训、业务培训等活动。 

3.古建筑工程行业企业开展的岗位见习、业务兼职、业务推广、项目庆典等专业岗位实

践活动。 

4.学生参加以广州市公益创投活动为代表的社会实践活动。 

5.学生参与学院、系部组织的各种社团活动、文体活动。 

6.学生参与各类专业领域的各类职业技能竞赛和课外实践活动。 

7.学生参加其他社会公益与志愿者活动。 

8.通过参加学校的艺术节、电影文化节、才艺比赛等活动，加强学生的美育教育。 

十二.【资格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 

（一）通用能力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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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等学校职业英语能力认证证书 

2.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考试一级或二级证书 

（二）建议职业资格（专业技能）证书 

非遗传承培训证书；施工员培训证、监理员培训证；资料员培训证；安全员培训证；建

筑信息模型技术员。 

十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所有课程，取得必修课 122.5  学分（含创新社会

实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15   学分，公共选修课  10  学分， 总学分达   

147.5   学分（学时达  2655   ）方可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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