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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物联网应用技术 

专业代码：6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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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立足广州，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物联网产业，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和人文素质、

专业实践能力、团队合作意识、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掌握物联网体系结构、单片机原理与

应用、传感器与数据采集、无线传感网技术、嵌入式系统、信息感知与处理等专业理论和知

识，具备利用检测仪器和专用工具安装、配置、调试物联网产品与设备能力，能够根据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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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

息大类

（61） 

电子信息

类（6101） 

物联网技

术服务

（6532） 

物联网安装调试

员 

（6-25-04-09 ） 

物联网工程技术

人员

（2-02-10-10） 

物联网工程技

术员； 

物联网系统集

成员； 

物联网系统开

发员； 

物联网应用

操作员； 

物联网设计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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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进行物联网相关产品的配置、安装、集成与测试，提供物联网系统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支

持，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的复合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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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文书写作和人际沟通能力，能熟练使用计算机与办公软件，具备

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具有扎实的信息科学专业知识、技能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熟练掌握相关

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具有团队合作意识。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掌握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应用文写作、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

国学精粹等知识。 

（2）专业知识 

掌握传感器及数据采集、传感网技术及应用、物联网定位技术、物联网信息处理与安全、

智能应用设备开发、自动识别技术、物联网应用系统开发及物联网工程的设计、施工、测试

的基本知识。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具有良好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能熟练地用中文完成专业技术报告并借助辞典阅读英

文专业文献。 

具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够完成团队组织与协调管理，善于同他人密切合作。 

具有熟练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够学习、更新和使用各类办公软件完成相关工作。 

具有较高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能够参与或主持创新创业活动、职业技能竞赛和项目。 

（2）职业专门能力 

具备无线传感网组建、配置、调试等物联网工程设计与实施能力；具备物联网应用系统

的设计、开发、实施的能力；能够根据客户需求，制定物联网项目解决方案；具备物联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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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体系结构设计、系统调试能力，能够发现并修改设计过程中的错误，制定物联网项目解

决方案并实施。 

（3）职业拓展能力 

具有时间管理、技术管理、流程管理的能力；具有销售管理、人员管理、知识产权保护

等基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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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 联

网 工

程 技

术 员

★ 

根据客户需求进行物联网

工程项目的设计、集成、

安装、部署；负责物联网

系统的日常维护、维修。 

1.规划、设计物联网解决方案； 

2.集成、部署物联网系统，指导工程实施。 

3.安装、调测、维护并保障物联网系统的

正常运行； 

4.提供物联网系统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支

持。 

5.能进行简单的嵌入式技术、智能设备应

用开发。 

物联网电子电路基础 

单片机与智能传感技术 

无线组网技术 

智能设备应用开发 

自动识别技术 

物联网项目规划与实施 

物联网项目管理 

2 

物联

网安

装调

试员 

利用检测仪器和专用工

具，安装、配置、调试物

联网产品与设备。 

1.产品和设备检查，检测物联网设备、感

知模块、控制模块的质量； 

2.组装物联网设备及相关附件，并选择位

置进行安装与固定； 

3.连接物联网设备电路，实现设备供电； 

4.建立物联网设备与设备、设备与网络的

连接，检测连接状态； 

5.调整设备安装距离，优化物联网网络布

局； 

6.配置物联网网关和短距传输模块参数； 

7.预防和解决物联网产品和网络系统中

的网络瘫痪、中断等事件，确保物联网产

品及网络的正常运行。 

C语言程序设计 

物联网电子电路基础 

单片机与智能传感技术 

嵌入式技术 

无线组网技术 

智能设备应用开发 

物联网项目规划与实施 

 

3 

物联

网技

术支

持员 

售前技术支持、售后项目

实施、售后服务 

1.售前技术支持：收集客户需求；分析客

户需求；进行售前技术分析支持工作；设

计售前技术方案；进行产品演示； 

2.售后项目实施：负责系统安装，调试，

维护；编写、修订和审核技术支持相关文

档和作业指导书；负责工程项目竣工资料

的编写及制作。 

3. 售后服务，负责产品使用指导，用户

培训，用户回访，产品维修维护等工作； 

 

物联网技术基础 

物联网电子电路基础 

单片机与智能传感技术 

无线组网技术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工程制图 

物联网项目规划与实施 

物联网营销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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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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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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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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作,了解身体

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健康指标、常见运

动损伤和预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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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参与体育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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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管理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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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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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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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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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学

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觉践行中华

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

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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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悉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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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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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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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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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生涯规划

书的制定与撰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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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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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职业准

备，掌握求职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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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能进行个人

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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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撰写规

范的创新创业商业计划书；能依流程申请

设立企业，并进行运营管理；具备求职技

能，能快速适应职场环境。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创

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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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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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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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国

1、中国国防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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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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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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际

与口

才 

 

具有的较强人际交往能力、语言表达技能

和语言文化素质的，提升学生的勇气、自

信和团队合作精神。 

 

 

语言沟通、非语言沟通、

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与技

巧、人际交往障碍与克服、

几种基本人际关系沟通和

口才训练 

 课程采用讲解、示范、录音、

录像、试讲、讲评、模拟表

演、观摩等多元互动的教学

模式，使学生在有效职业情

景的训练中，切实锻炼与提

高交际能力和口头表达能

力。 

12 

高等

数学、

经济

数学 

  1、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数学素质和数学文化，把数

学思想、方法延伸到其它课程的学习中。 

  2、知识目标 

  掌握微积分的基本运算,熟练线性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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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微积分、线

性代数、概率统计的基本概念，等等。 

  3、能力目标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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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成非均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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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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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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语言程

序设计 

了解 C 语言程序设计的基

础知识，掌握程序设计的

基本能力 

1.C 语言程序概述 

2.C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3.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4.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5.循环控制结构程序设计 

6.数组与字符串 

7.函数与变量 

C 语言是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的第

一门程序设计课，课程难度较大，须

做好第一堂课课堂引导工作，让学生

理解程序设计本质。教学内容上，要

认识到教学以培养学生的编程思维

和编程能力为主，而不是将所有语法

知识传授给学生。教学方法上，选取

一些和日常生活相关的案例，启发式

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2 

物联网电

子电路基

础 

掌握数字电路、模拟电路

的概念、工作原理、电路

分析方法。 

放大电路的组成原则、工作原理及

其性能指标分析方法；集成运放种

类及使用方法；功率放大电路的概

念、组成、工作原理、最大输出功

率和效率的计算；集成功放的应用；

正弦波振荡电路的组成、工作原理

及平衡条件；数字电路的基础知识；

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D/A

转换器与 A/D 转换器。 

采用案例教学法，注重理论联系实

际，重点提升运用数字电路、模拟电

路的基本原理能力，通过实验的方式

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把握数电模电规

律。 

3 
JAVA 语言

程序设计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帮助

学生掌握面向对象的编程

设计思想和 Java的基本语

法、常用技术，并能运用

Java 技术和基本开发工具

进行程序设计。 

Java 和 Eclipse 集成开发环境；

Java 基本程序设计；数组、字符串； 

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异常处理；

输入/输出处理；多线程。 

学生编程能力弱，操作能力强，教会

学生使用先进开发工具，并利用其智

能化功能辅助编程。课堂教学中，以

任务驱动教学法为主，通过任务的解

决实现必备知识、技能的学习与训

练。潜移默化教会学生作为一名程序

员的工作规范。 

4 

单片机与

智能传感

技术 

通过学习单片机与智能传

感技术过程中，使学生对

单片机与智能产品的开发

技术有一定的了解，从而

使学生具备单片机与智能

传感技术应用与开发能力 

EDA 技术进行项目开发，应用控制电

路并进行仿真；keil 软件开发环境

的使用，能完成程序的编辑、编译、

调试、下载； 

单片机与智能传感应用系统的开发

过程和操作步骤； 

课堂教学中，以任务驱动教学法为

主，通过任务的解决实现必备知识、

技能的学习与训练。通过任务来驱动

课堂教学，在任务解决的过程中实现

师生互动，并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进

行引导，让学生掌握单片机与智能传

感应用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典型应用

系统的软硬件设计。 

5 
无线组网

技术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

在物联网工程相关岗位所

需的 Zigbee 应用技术基

本概念和基础知识，掌握

Zigbee 技术的体系结构、

应用原理，能够组建无线

传 感 网 ， 熟 练 地 完 成

物联网无线自组网的基本概念、结

构；ZigBee、蓝牙、WiFi、NB-IOT

等无线网络的基本原理、组建技术；

无 线 传 感 网 技 术 基 础 ； 

IEEE802.15.4 通信标准；ZigBee 无

线芯片 CC2530；ZigBee 网络结构结

构和原理； 

本课程采用项目贯穿课程整体教学；

设计工作任务（单项实训项目

ZigBee 无线芯片 CC2530、综合实训

项目 ZigBee 网络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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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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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gbee 及应用技术编程。 

6 
数据库原

理与应用 

掌握数据库基本原理，能

独立进行 MS-SQL 的安装

与配置，完成数据库设计、

创建表和查询，能够使用

SQL 语句进行数据库高级

编程。 

数据库设计、使用 ER 图进行数据库

概念设计，数据库范式理论。数据

库及表的创建；数据插入、删除、

修改、查询；视图的创建和使用、

存储过程的创建和调用、触发器的

创建与应用；数据库安全管理。 

以“项目载体，任务驱动”组织教学。

课程以一个 B2C 电子商务平台数据

库为贯通项目，根据不同阶段，划分

为 6 个相对独立的子项目，每个子项

目划分为几个任务，将数据库设计、

数据规范化、数据表的创建管理、表

数据操作、查询、数据完整性、索引、

视图、备份与还原、数据安全管理等

知识嵌入到这些任务中。 

7 工程制图 

了解相关的工程制图国家

标准，并掌握查阅标准零

件、标准结构、 

掌握阅读工程图样的基本

能力。 

工程制图基础知识； AUTOCAD 的基

本使用；电工识图的知识；简单建

筑识图。 

重点是学生具备工程图纸阅读能力，

能根据图纸进行综合布线和系统集

成。教学内容上坚持“少而精”的原

则，则终于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总

结。为加深学生印象及培养学生空间

想象能力，适宜采用模型教学法。 

8 
自动识别

技术 

通过学习本课程，掌握

RFID等自动识别技术的原

理和应用范围。掌握 RFID

应用系统的构造、组成、

原理，并能开发 RFID 接口

程序及相应应用程序。 

项目一：RFID 设备选取 

项目二-项目四：RFID 设备安装调试 

项目五：RFID 系统接口设计 

项目六：基于 RFID 的小型应用系统

设计与开发 

项目七物联网初创企业孵化实训 

本课程采用项目贯穿课程整体教学，

重点学习各种自动识别技术设备的

安装调试。课堂使用项目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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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智能设备

应用开发 

本课程主要目标是使学生

掌握 Android 智能设备应

用程序开发的方法和步

骤，熟练运用开发工具，

开发出有一定实用价值的

应用程序，并毕业顶岗实

习打下基础。 

Android 平台架构、开发环境搭建；

Android 图 形 用 户 界 面 开 发 ；

Android 后 台 服 务 应 用 开 发 ；

Android 网络应用开发；Android 传

感器应用开发；SQLite 数据库、数

据表的建立及管理。 

课程的教学以手机通讯录管理项目

为中心组织教学，并建立相应的教学

情境，把 Android 平台开发知识与技

能的学习置于真实的情境之中。在每

个学习情境的教学实施中，采用行动

导向的教学方法，按照项目开发的具

体过程进行组织教学，培养了学生的

职业迁移能力。 

10 
嵌入式技

术 

本课程的理论及实验教

学，使学生了解嵌入式系

统体系结构，嵌入式处理

器结构，异常处理，存储

处理，系统控制过程，流

水线作业及各种 I/O 接

口，嵌入式操作系统。 

Cortex-M3 体系结构与 MDK 工程模

板建立；基于 STM32F103 处理器内

部资源编程与调试；基于μC/OS-II

操作系统分析及移植；基于μ

C/OS-II 操作系统程序设计实例。 

 

采用基于 STM32 开发板的理实一体

化教学方法，项目驱动组织教学。课

程根据不同的教学模块，以任务驱动

教学法为主，通过任务的解决实现必

备知识、技能的学习与训练。课程要

求掌握两个综合项目：温湿度测试系

统设计、智能点餐系统设计。 



 10 

11 

物联网项

目规划与

实施 

培养技术技能型物联网项

目规划与实施人才及提高

物联网项目规划与设计实

施从业人员职业技能与素

养为目标。同时培养学生

爱岗敬业、团结协作、吃

苦耐劳的职业精神与创新

意识。 

1、物联网项目规划与设计； 

2、智能安防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

施； 

3、照明系统（智能灯光控制系统）

的安装与调试； 

4、智能环境监控系统； 

5、室内温湿度采集系统； 

6、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7、智能大棚控制系统； 

课程的教学在介绍物联网系统基础

知识、关键技术的基础上，以智能安

防控制系统、智能家居控制系统、智

能环境监控系统等项目为教学实践

案例，结合系统工程的生命周期观点

来进行教学。从简单到复杂，学生独

立完成任务的程度逐步提高，以逐步

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12 
WEB 前端

开发技术 

掌握 HTML5和 CSS3基础知

识，熟悉常见 HTML5 跨平

台开发工具，能使用html5

设计静态网页，使用 CSS3

美化网页。 

网页设计基础、HTML 基础、CSS 基

础、CSS 高级技术和 CSS 布局技术、

HTML5 技术、CSS3 

 

学生编程能力弱，动手能力强，教会

学 生 使 用 各 种 先 进 开 发 工 具

Hbuilder，Dreamweaver 等，并利用

其智能化功能辅助编程。课堂教学

中，以任务驱动教学法为主，通过任

务的解决实现必备知识、技能的学习

与训练。 

13 电子 CAD 

掌握利用计算机软件设计

原理图与印刷电路板图的

方法和有关的工艺知识，

培养电子产品设计的基本

职业能力。 

主流电路绘图软件的基本操作；原

理图的一般设计流程和绘制；印制

电路板概述，PCB 编辑器的工具栏的

使用，规划电路板和电气定义；元

件的放置、手工布局、手工布线的

使用；集成元器件库的制作。 

本课程采用项目贯穿课程整体教学。

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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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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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提高学

生在业务组织能力和实际

操作能力方面的技能以及

创新思维创业实践的综合

能力，逐渐适应物联网相

关岗位工作。 

物联网技术工程的主要施工步骤及

方法；规划、设计物联网解决方案；.

集成、部署物联网系统，指导工程

实施。 

安装、调测、维护并保障物联网系

统的正常运行；提供物联网系统的

技术咨询和技术支持。能进行简单

的嵌入式技术、智能设备应用开发。 

在计算机、系统集成、物联网、软件

开发、电子信息等相关企业进行不少

于 9 周的企业教学。 

15 

毕业（顶

岗）实习

与毕业论

文 

通过专业顶岗实习与毕业

论文撰写，提高学生理论

联系实际、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实际动

手能力，同时提高学生在

业务组织、实际操作方面

的技能以及创新创业实践

能力，逐渐适应社会和职

业岗位工作。 

1．行业通用知识与能力的应用与提

高。包括常用办公软件和工具软件

的使用，阅读并正确理解需求分析

报告和项目建设方案，熟练查阅各

种资料并进行文档管理，基本的营

销和策划等。2．关键岗位能力锻炼。

包括物联网应用系统的设计、开发

与实施，无线传感网的组建、配置

与调试，制定物联网项目解决方案

等。3．职业道德与职业素质的培养。

包括敬业精神，团队精神，责任意

识，沟通表达能力，适应岗位变化

的能力，创新能力等。 

在物联网相关相关岗位（物联网工程

技术人员、物联网设备安装调试员、

物联网应用程序开发员、物联网项目

管理助理工程师、物联网技术支持

员、嵌入式开发助理工程师等）上进

行专业顶岗实习，完成实习周记、实

习总结和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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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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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基础 无线组网技术 嵌入式技术 低功耗无线通信

技术 

物联网技术基础、 单片机与智能传

感技术、电子 CAD 

 

 

工程制图 职业资格认证课

程、物联网项目

管理 

物联网电子电路

基础 

 

数据库原理与应

用 

智能应用设备开

发 

 

企业教学 

 

第二、三学期 第三、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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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期 

职业英语 1 

 

 

信息技术应用基

础 

高等数学 

C 语言程序设计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能力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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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单片机与智能传感技术 

学  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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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一：单片机最小

系统 
MCU、电源、时钟、复位路设计及应用 最小系统讲解及设计 

模块二：编程软件和

仿真软件的使用 
工程搭建、环境配置、程序编写、编译、下载   软件安装、开发环境设置、编辑编译 

模块三：开发板硬件 
介绍常见外围电路、存储器相关知识，体验单片

机开发 

采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方法模

式，任务驱动、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

件功能实现。 

模块四：单片机并行

I/O 口（输出）使用 

流水灯实现（直通法、移位法）、简易交通灯设

计、静态数码管的显示、动态数码管的显示、点

阵屏的显示控制 

采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方法模

式，任务驱动、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

件功能实现。 

模块五：单片机并行

I/O 口（输入）使用 

单个按键的检测、简易电子时钟 1（初值可调）、

简易电子时钟 2（初值可调可动）、按键控制 LED

闪烁 

采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方法模

式，任务驱动、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

件功能实现。 

模块六：定时与中断

系统设计 

方波发生器（定时器查询）、计数报警器（定时

器中断）、简易电子时钟（综合）、模拟交通灯（综

合） 

采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方法模

式，任务驱动、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

件功能实现。 

模块七：ADC 

 

模数转换基本原理、ADC0808/ADC0809 模/数转

换芯片、DAC0832 数/模转换芯片的电路和 C 语

言程序设计 

采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方法模

式，任务驱动、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

件功能实现。 

模块八：串行口通信 串行口通信原理及应用 

采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方法模

式，任务驱动、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

件功能实现。 

模块九：液晶显示 
基本液晶屏（LCD1206、LCD12864）显示原理及

应用 

采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方法模

式，任务驱动、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

件功能实现。 

模块九：综合应用 

常见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常见传感器的应用（基

于单片机多点温度检测系统设计与实现、基于单

片机电子称系统设计与实现、基于单片机水流量

检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采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方法模

式，任务驱动、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

件功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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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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施 

物联网综合实训室，该实训室能完成以下实训项目，如 PCB 设计、单片机仿真设计与产品制

作、单片机产品开发、传感器与数据采集、智能化产品开发、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等。 

2、教学方法 

本课程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大纲的要求，基于“教、学、做”三位一体化教学模式，

按照行业岗位需求，重新整合、构建以职业技能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在教学过程中，以独立设计、

制作、调试“单片机开发板及综合项目产品”为目标，采用项目教学、仿真教学、案例教学等多种

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兴趣，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及综合实践能力。基于项目工作过程的

教学，每次课一个功能项目，掌握一个应用能力，结合企业所需人才要求，开展实践教学。综合应

用开发板各部分功能，实现 ADC、常见传感器与数据采集应用，液晶显示，电机驱动等典型单片

机应用，在实践过程中以小组讨论、任务驱动的形式，提高学生解决问题能力。 

3、课程组织安排 

① 授课教师在第 1次课时阐述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进度计划，提供学习资料及相关说明。 

② 课堂教学通过 C51开发板，采用任务驱动、项目讲解式的方式讲授，课后布置任务巩固教

学内容。 

③ 本课程的作业次数不低于 10 次，具体由授课教师自行安排，学时采用小组的形式完成课

后项目设计与实现。 

④ 课程考核方式为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两大部分，分值比例为 3：7.其中期末考试的成绩采

用大作业的方式进行考核。 

4、实践安排 

本课程实验安排采用模块化设计，各模块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可相互组合，完成各种类型实验。

其中包括验证性基础实验，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以及研究开发性、创新性、及全国电子大

赛赛前培训实验等，本课程安排的实验课程项目如下： 

① 项目工程建立  

② 单灯闪烁设计与制作  

③ 灯光控制系统设计与制作    

④ 抢答器设计  

⑤ 数码管的显示  

⑥ 点阵屏的显示控制  

⑦ 按键控制 LED 闪烁  

⑧ 简易电子时钟  

⑨ 基于单片机多点温度检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⑩ 基于单片机电子称系统设计与实现 

11 基于单片机水流量检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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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2 无线组网技术 

学  期 3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24 实践学时 4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内容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一 传感网和单片机基础 

传感网基础、传感网关键技术 

PIC 单片机技术的基本结构、存储器模块。 

PIC 单片机技术集成开发环境。 

单片机在线仿真方法。 

模块二 Zigbee 无线通信系统 

ZigBee 无线网络使用的频谱和 ISM 开放频段。 

无线数据通信网络。 

ZigBee 协议栈。 

典型的短距离无线数据网络技术。 

模块三 
VC 界面串口驱动最小系统的搭

建 

VC 控制界面 I/O 端口、定时器、中断处理。 

VC 控制界面的 A/D 转换、串行通信模式。 

Zigbee 技术应用系统的设计及实现。 
 

教学实施说明： 

1.教学方法：教学中，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课程安排上每周 2个课时理论加 2课时实践，先

讲解常见的 PIC应用实例，然后制作调试，学生做到即学即用。 

多讲解应用实例，通过教学实践活动，让学生灵活地运用开发环境进行软件设计。以实训

项目作为学习要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练多用，让学生多独立动手，在学期末完成简单

系统的开发。学生在学期中可以按自己的设想设定题目，查找资料，完成设计，以提高学生的

能动性。 

在实践教学时，讲解开发实例，让学生能学以致用，强调解决方案，注重典型性和代表性，

从而打开学生的思路，拓宽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 

2.教学手段：在计算机机房，老师讲解，学生操作。主要利用目前广泛使用的 VC 开发环境和

zigbee通信设备进行软硬件设计及仿真调试，然后分析实际应用的可行性。同时搭建开发硬件

系统，制作电路板，实现系统功能。教师主要起指导并辅助分析问题的作用。对典型的设计带

领学生探索，研究。以设计项目为指导，并贯穿知识点的讲解和分析，提高学生独立解决问题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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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3 智能设备应用开发 

学  期 4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24 实践学时 4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内容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一 Android 移动开发基础 

Android 平台基本架构。 

Android 开发环境搭建。 

Android 应用程序开发、调试、发布流程。 

Android 应用程序项目的基本框架。 

模块二 Android 图形用户界面设计 

Android 常见 UI 控件的使用。 

Android 资源访问。 

布局、样式和主题。 

模块三 Android 程序逻辑功能实现 
Android 事件处理。 

Activity 和 Intent 的使用。 

模块四 Android 数据存储 

文件存储数据。 

SharedPreference 存储数据。 

SQLite 数据库存储数据 

综合案例：日程管理、学生通讯录管理 

模块五 Android 网络编程 

XML 数据结构与解析 

JSON 数据、JSON 解析 

访问网络 

综合案例：天气预报、新闻客户端 
 

教学实施说明： 

1、教学方法 

（1）学生为中心。分析高职学生学习特点，采取针对性教学策略。①学生编程能力弱，但

操作能力强，于是教会学生使用先进开发工具，并利用其智能化功能辅助编程。②学生抽象

思维能力弱，但模仿能力强，于是精心挑选代表普遍编程方法的项目和案例，引导学生从模

仿入手。③学生自学能力弱，对老师的依赖性强，于是引导学生逐步习惯自己查阅联机帮助

文档，并上网查找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2）任务驱动。课堂教学中，以任务驱动教学法为主，通过任务的解决实现必备知识、技

能的学习与训练。通过任务来驱动课堂教学，在任务解决的过程中实现师生互动，并以学生

为主体，教师进行引导。 

（3）贯彻职业素质与职业道德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潜移默化和行为养成，从程序

的书写格式、必要的注释、标识符命名约定规则、规范的数据封装、帮助文档的生成、异常

处理、从严要求学生遵循相应的原则和规范。 

（4）网络教学资源建设。本课程建有网络课程，通过把多种教学资源上网，把课堂向课后

延伸，使学生的学习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此外，多家合作企业还提供了多种教学资源，

为学生的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和扩充性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2、教学设计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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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业为导向，以提高职业能力为出发点，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在教

学过程中语法的讲解以实用为目的，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核心课程 4 自动识别技术 

学  期 4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24 实践学时 48 

主要学习内容： 

根据认知规律，课程教学由浅到深，由易到难，由单项技能训练到综合技能训练，由了解

RFID 等自动识别技术的知识，到设备的选取，再到接口程序的设计及系统的安装调试，最后进

行基于自动识别技术的小型应用系统开发。从而逐步递进、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

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达到培养学生职业综合能力的目标。 

序

号 

单元（工作任务模块或

实训项目） 

教学内容及要求 活动设计 课内学

时安排 

1 自动识别技术基础 

自动识别技术概论 

资料搜集、小组讨论 4 RFID 技术特点 

物联网行业创新相关知识 

2 RFID 设备选材知识 

RFID 读写器 

学生实操 12 RFID 标签 

RFID 天线 

3 RFID 设备安装调试 

RFID 系统实施过程 

学生实操 8 
RFID 系统测试技术 

RFID 系统安装技术 

RFID 系统故障分析技术 

4 RFID 系统接口设计 
RFID 系统接口工作原理 

学生实操 20 

RFID 系统简单接口程序设计原理 

5 
案例分析及系统设计—

—RFID 仓储管理系统 
RFID 的应用系统设计 学生实操 26 

 

教学实施说明：  

1. 实训环境和条件：windows XP以上操作系统、RFID综合实训室，配备 RFID读写器。 

2.教学方法和手段： 

    （1）项目驱动教学法。课程教学设计以企业真实项目为主线，讲 RFID 各知识点融入项目

中，以项目带动知识的消化和理解，同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将项目细分为 6大学习情境，

通过 4步曲教学法完成课程。 

（2）还原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还原 RFID 相关企业的实际工作过程和实际工作场景，

帮助学生熟悉 RFID应用系统开发的工作流程，体验真实的工作过程。 

（3）引导教学法。采用灵活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过组建学习小组的形式完成工作任务，让

学生实现自主学习，一道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3. 教学组织安排：根据认知规律，课程教学由浅到深，由易到难，由单项技能训练到综合技

能训练，由了解 RFID 系统及技术的知识，到设备的选取，再到接口程序的设计及系统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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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最后进行基于 RFID 的小型应用系统开发。从而逐步递进、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职业

技能，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达到培养学生职业综合能力的目标。实训安排：完成“RFID标签

选择”实训任务过程中，以任务导入、任务分配、任务完成、任务总结和成果展示、场景拓展

方式开展。 

 

核心课程 5 嵌入式技术 

学  期 4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36 

主要学习内容： 

 

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 
Cortex-M3 体系结构与 MDK

工程模板建立  

项目一：Cortex-M3 内核体系结构 
多媒体讲授法  

项目二：MDK 工程模板建立 

 

2 

基于 STM32F103 处理器内

部资源编程与调试 

项目一：GPIO 控制 LED 灯闪烁 

教师主讲+基于STM32开发板

的理实一体化教学 

项目二：中断按键控制 LED 灯闪烁 

项目三：USART 实现与 PC 进行字符的

发送与回显 

项目四：ADC 采集当前电池的电压并

将读取的数据发送到超级终端 

项目五：定时器 PWM 方式调节 LCD 液

晶屏背光 

项目六：FSMC 访问 LCD 液晶显示屏并

实现图形高速读写 

 

3 

基于μC/OS-II操作系统分

析及移植 

项目一：μC/OS-II 操作系统内核机

制 

教师主讲+基于STM32开发板

的理实一体化教学 

项目二：μC/OS-II 操作系统应用程

序开发 

项目三：μC/OS-II 在 STM32 开发板

上的移植 API 移植 

4 
基于μC/OS-II操作系统程

序设计实例 

项目一：温湿度测试系统设计 
项目教学法 

项目二：智能点餐系统设计 

 

 

教学实施说明： 

1.任务驱动、 

每一个章节内容均配套有相关的实训任务，课堂教学中，以任务驱动教学法为主，通过任务的

解决实现必备知识、技能的学习与训练。通过任务来驱动课堂教学，在任务解决的过程中实现

师生互动，并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进行引导。 

2.教学设计的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以提高职业能力为出发点，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在教学

过程中语法的讲解以实用为目的，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3. 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开展线上线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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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建有网络课程，通过把多种教学资源上网，把课堂向课后延伸，使学生的学习不受时间、

地点的限制。此外，多家合作企业还提供了多种教学资源，为学生的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和

扩充性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核心课程 6 物联网项目规划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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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活动设计 

监控系统的规划

与实施 

 

监控系统的类型 

监控系统的结构 

监控系统常用设备 

监控系统主要设备的安装调

试方法 

1.根据监控系统的体系结构图识别系统所需设备类别、型号

以及线缆类型等，讨论分析并判断其合理性。 

2.监控系统综合布线系统的实施，对照施工平面图计算所需

各类线缆长度、线缆接头类型和数量，线管、线槽及其接头

的数量。 

3.根据系统要求和监控摄像头的类型、参数等，合理选择相

关设备。 

4.根据监控摄像头安装说明书进行安装、调试。 

5.监控系统其他各部分设备、设施及相关软件的综合安装、

调试。 

6.学习总结 

安防报警系统的

规划与实施 

 

安防报警系统的类型 

安防报警系统的结构 

安防报警系统常用设备 

安防报警系统主要设备的安

装调试方法 

1.根据安防报警系统的体系结构图识别系统所需设备类别、

型号以及线缆类型等，讨论分析并判断其合理性。 

2.安防报警系统综合布线系统的实施，对照施工平面图计算

所需各类线缆长度、线缆接头类型和数量，线管、线槽及其

接头的数量。 

3.根据系统要求和所需传感器、控制设备及相关软硬件的类

型、参数等，合理选择相关设备。 

4.根据传感器、控制设备及相关软硬件安装说明书分别进行

安装、调试。 

5.安防报警系统各部分设备、设施的综合安装、调试。 

6.学习总结 

照明系统模块的

安装与调试 

 

照明系统的类型 

照明系统的结构 

照明系统常用设备 

照明系统主要设备的安装调

试方法 

1.根据照明系统的体系结构图识别系统所需设备类别、型号

以及线缆类型等，讨论分析并判断其合理性。 

2.照明系统综合布线系统的实施，对照施工平面图计算所需

各类线缆长度、线缆接头类型和数量，线管、线槽及其接头

的数量。 

3.根据系统要求和所需照明灯具、控制设备及相关软硬件的

类型、参数等，合理选择相关设备。 

4.根据照明灯具、控制设备及相关软硬件安装说明书分别进

行安装、调试。 

5.照明系统各部分设备、设施的综合安装、调试。 

6.学习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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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采集系统的

规划与实施 

 

环境采集系统的类型 

环境采集系统的结构 

环境采集系统常用设备 

环境采集系统主要设备的安

装调试方法 

1.根据环境采集系统的体系结构图识别系统所需设备类别、

型号以及线缆类型等，讨论分析并判断其合理性。 

2.环境采集综合布线系统的实施，对照施工平面图计算所需

各类线缆长度、线缆接头类型和数量，线管、线槽及其接头

的数量。 

3.根据系统要求和所需环境传感器、控制设备及相关软硬件

的类型、参数等，合理选择相关设备。 

4.根据环境传感器、控制设备及相关软硬件安装说明书分别

进行安装、调试。 

5.环境采集系统各部分设备、设施的综合安装、调试。 

6.学习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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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课教师需有一年以上的物联网工程实践经验，熟悉物联网常用传感器、数据采集及控制设备

的类型及参数，并对嵌入式系统、android平台应用软件的开发技术有相关开发实践经验。 

在教学设施方面，应有足够数量的物联网综合实训平台设施，相关传感器、设备及软件要有足

够的备份。 

在教学资源方面，各类设备、软件必须具有相关安装调试说明书，对于有一定安装调试难度的

设备或软件，能提供相关的安装调试视频资料、图像资料。 

在教学方法上，主要采用讲授法、小组讨论法、现场演示法、任务驱动法、练习法等方法来实

施教学。 

主要采用形成性评价方法对学生成绩进行评定，教师对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或阶段均进行一

次现场评价，在每项教学内容结束时进行一次小组互评，最后根据每个小组的现场评价和小组互评

结果给出课程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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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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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9 4320145 交际与口才 2 36 26 10 * 2

10 0220018 高等数学 2 36 36 0 2

11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27.5 495 335 160 16.0 10 0 0.5 0 0 10 180

扩展能力

模块
12 216 108 108 0 4 4 2 2

1 0620468
信息技术应用基础( Fundamentals of

Information Technique)
4 72 18 54

▲ √
4 1

2 0620204
计算机网络基础(Computer Network

Fundamentals)
3 54 27 27 3 2

3 0620695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3 54 27 27 3 3

4 4

10 180 72 108 4 3 0 3 0 0

1 0620299 C语言程序设计(C Language Programming) 4 72 36 36 √ 4 1

2 0620465
物联网技术基础（Introduction to

Internet of Things）
2 36 18 18 2 2

3 062020* 物联网电子电路基础 4 72 36 36 4 3

4 0620186 JAVA语言程序设计(JAVA Programming) 4 72 36 36 √ 4 4

5 0620*** 单片机与智能传感技术 4 72 36 36 **▲ 4 5

6 0620*** 无线组网技术 4 72 24 48 **▲ 4 6

7 0620167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3 54 27 27 3 7

25 450 213 237 4 6 15 0 0 0 0 0

1 0620*** 工程制图 2 36 18 18 2 1 0620622 企业教学（teaching

by enterprise）

9 162 9 5

2 0620*** 自动识别技术 4 72 24 48 **▲ 4 2 0620623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

业设计（论文）

18 324 18 6

3 0620515 智能设备应用开发 4 72 24 48 **▲ 4 3

4 0620649 嵌入式技术 4 72 36 36 **▲ 4 4

5 0620*** 物联网项目规划与实施 4 72 36 36 **▲ 4 5

18 324 138 186 0 0 0 14 4 0 27 486
30

1 0620651 中华传统礼仪 1 18 12 6 1  1 620716 智能设备项目开发实训 2 36 2 4

2 0620652 国学经典导读与数字化资源开发与应用 1.5 27 18 9 1.5

3 0620560 WEB前端开发技术 3 54 18 36 3 2 0620715
物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实

践
2 36 2 5

4 06202** WEB服务器端开发 3 54 18 36 3

5 06202** 电子CAD 3 54 27 27 3

6 06202** 低功耗无线通信技术 3 54 18 36 3

7 0620159 职业资格认证课程 2 36 18 18 2

8 06202** 物联网项目管理 2 36 18 18 2

9 06202** 云计算技术 2 36 18 18 2

10 2014039 物联网营销训练 2 36 18 18 2

12.5 225 115 110 0 1 4.5 3 4 0 2 36

105 1890 981 909 24.0 24.0 24 22.5 10 0 39 702

学时 周数
课程类

型
课程代码

核心

课程
学分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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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考试

方式
学期

序

号

序

号
课程代码 实践内容

学

分

合计

1

课程名称

公共基

础课程

（必修

课）

公共选修课（小计）

教学模块

序

号

课堂教学

学期周学时数

2

核心

课程

小计

专业

（技

能）课

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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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小计

小计

小计

综合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专业群平

台课程

(必修)

合计

5

单项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专业能力

拓展模块

（专业选

修课）

小计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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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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81 37.85% 

实践教学 —— 1611 62.15%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37.5 675 26.04% 

专业（技能）课 80 1440 55.56%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12 216 8.33% 

专业（技能）课 14.5 261 10.07% 

总学时/学分 144 2592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1） 具有高校资格；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热爱教育事业，

身心健康； 

（2） 具有物联网网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通信工程、电子信息技术等相

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或者具有物联网及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学位； 

（3） 熟悉物联网体系结构，具备较强的专业技术能力、实训指导能力； 

（4） 具备编写教案、实训指导书，制作课件，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的能力；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1） 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职务），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至少具备下面条件之一，

并在该领域具备两年以上工作经验： 

①具备物联网相关产品开发能力； 

②具备进行物联网系统集成、物联网产品安装与调试、物联网工程设计与管理能力； 

③具备物联网应用系统开发、智能设备应用开发、数据库开发、软件开发能力； 

④单片机开发、嵌入式技术能力。 

（2） 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水平，表达清晰，能指导学生实训，胜任课堂教学工作；具备

一定的编写教案、制作课件能力。 

（3）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热爱教育事业，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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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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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开发综合实训室 
JAVA 程序设计实训 JAVA 程序设计  

智能应用设备开发实训 智能应用设备开发  

企业信息管理综合实训室 应用系统开发课程实训 RIFD 应用系统  

软件测试综合实训室 
系统测试 Python 程序设计  

JAVA 的项目开发 JAVA 程序设计  

软件开发实训室 
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实训 C 语言程序设计  

WEB 前端开发课程实训 WEB 前端开发技术  

数据库实训室 数据库系统开发实训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网络综合实训室 物联网系统集成 物联网系统集成  

网络组建综合实训室 网络基础课程实训 计算机网络基础  

RFID 实训室 

RIFD 应用课程实训 RIFD 应用系统  

RIFD 综合实训 RIFD 应用系统  

物联网工程设计实训 物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实践  

物联网基础实训室 物联网技术实训 物联网技术基础  

物联网综合应用实训室 
物联网系统集成实训 物联网项目规划与实施  

物联网技术综合实训 物联网项目规划与实施  

物流分拣系统与自动控制

技术实训室 
传感器技术实训 单片机与智能传感技术 

 

无线传感网实训室 无线传感网技术实训 无线组网技术  

教学成果展示厅 
物联网技术实训 物联网技术基础  

物联网技术综合实训 物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实践  

校外 
广东省物联网协会、广东泽

诚 

广州市物流行业协会、广州

金禧、广东华际友天、广州

粤嵌、开发区 

物联网系统开发岗位顶岗实

习 

物联网系统集成和测试岗位

实习 

物联网销售和技术支持岗位

实习 

物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实践 

物联网项目规划与实施 

企业教学 

毕业实习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1）每门课建立课程团队，团队由校内专任教师、行业专家、企业兼师组成。每门课程的教

材有该课程团队成员指定。 

（2）对于专业课程，鼓励专任教师根据本校学生情况，编写并出版高质量教材。 

（3）教材原则上应该选用近三年出版、国家规划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 

图书馆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科研教研等需求，随时供师生借阅。其中专业

类图书包括物联网工程技术、网络技术、软件技术等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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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 

（1）建设、配备物联网专业相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实训案例库、数字教材等资源

库，供学生使用。 

（2）为学生提供中国知识资源总库、读秀知识库、超星发现系统、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

平台、国研网、网上报告厅、中宏教研支持系统、新东方多媒体资源库等各类数据库 18个。 

 

（四）教学方法 

本专业教学方法着重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育，综合职业能力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

和社会能力，所以在教学方法上，应重视以下基本思想：（1）重视实践与应用，注意协调发

展：（2）注意智力的多元性，做到因材施教；（3）学生的积极性与教师的主导作用有效结合。 

针对本专业课程和学生特点，适宜采用以下教学方法： 

1.学生为中心。分析本专业学生学习特点，采取针对性教学策略。（1）学生编程能力弱，

但操作能力强，于是教会学生使用先进开发工具，并利用其智能化功能辅助编程。如《Java

语言程序设计》、《C 语言程序设计》等课程（2）学生抽象思维能力弱，但模仿能力强，于是

精心挑选代表普遍编程方法的项目和案例，引导学生从模仿入手。如《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无线组网技术》、《嵌入式技术》等课程（3）学生自学能力弱，对老师的依赖性强，于是引

导学生逐步习惯自己查阅联机帮助文档，并上网查找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2.任务驱动。课堂教学中，以任务驱动教学法为主，通过任务的解决实现必备知识、技

能的学习与训练。通过任务来驱动课堂教学，在任务解决的过程中实现师生互动，并以学生

为主体，教师进行引导。如《数据库原理与应用》、《智能设备应用开发》等课程。 

3.贯彻职业素质与职业道德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潜移默化和行为养成，从程序

的书写格式、必要的注释、标识符命名约定规则、规范的数据封装、帮助文档的生成、异常

处理、程序包的整理等多个方面向学生展现一名软件从业人员的工作过程和工作规范，并从

严要求学生遵循相应的原则和规范。 

4.网络教学资源建设。本专业大部分课程建在互联网上都可以找到多种教学资源，重视

学生通过网路继续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和扩充性学习的能力。 

 

（五）学习评价 

把握专业培养目标：能够根据客户需求进行物联网相关产品的配置、安装、集成与测试，

提供物联网系统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支持，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的复合型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因此，学习评价标准可以概括为道德标准、知识标准（专业知识、基础

知识、人文科技综合素）、能力标准（职业能力、创新能力）。评价原则包括：（1）知识与能

力评价相结合原则；（2）智力与情意评价相结合原则；（3）过程与终结评价相结合原则；（4）

自我评价和集体评价相结合原则。 

评价方法，根据不同课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综合评价学生成绩：（1）考核方法的

多样化。以能力为标准，注重过程性评价。以课堂实训为主、多种形式并用。（2）引入职业

资格证书制度。通过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促进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和技能水平的发展，实现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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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3）引入企业对员工的评价体系。 

 

（六）质量管理 

1.学校和系部建立专业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和监监测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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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监督、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

养规格。 

2.学校和系部完善教学管理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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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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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群逻辑： 

物联网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其涵盖领域非常广，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端技能型人

才支撑。物联网体系结构主要由四个层次组成：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应用层。其中感

知层主要是通过各种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网络层主要通过传感网传输数据；平台层主要是

使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现支撑跨行业、跨应用、跨系统之间的信息协同、共享、互通

的功能；应用层主要包括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家居、智能物流、智能电力等行业应用。

这四个层次，分别涵盖了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

所以将这四个专业组成“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 

 

专业群：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 

名称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 

群内专业 1、物联网应用技术     2、计算机应用技术      3、软件技术    4、 计算机网络技术  

核心专业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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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内 

资源共享 

（1） 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① 信息技术应用基础，72 课时。 

②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 ，54 课时。 

③ 计算机网络基础，54 课时。 

 

（2）专业群师资共享 

软件技术教学团队、计算机网络技术教学团队、计算机应用技术教学团队。 

 

（3）专业群基地共享 

软件开发综合实训室、企业信息管理综合实训室 

软件测试综合实训室、软件开发实训室 

数据库实训室、网络综合实训室 

网络组建综合实训室 

 

 

专业特色： 

1. 依托“远望谷物联网技术学院”的省级协同育人平台、“校政企”三方共建的“众

创空间”平台、紧密联系广东省职教产业集团，引入广东省物联网协会的行业人

才认证标准，校企深度合作培养物联网应用技术人才。 

2. 教学重点紧密围绕广州市物联网产业布局和产业优势，以城市服务（智慧城市、智

慧社区、智能家居）为发展重点。 

 

十.【创新创业教育】 

（一）培养思路 

认真贯彻和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

办[2015]36）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粤教高

[2015]16）精神，将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作为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通过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改善创新创业实践条件，深化校企社政协

同育人，加强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本专业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

力。 

（二）培养阶段 

1.意识培养阶段：围绕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启蒙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使

学生了解创新型人才的素质要求，了解创业的概念、要素与特征等，使学生掌握开展创业活

动所需要的基本知识。 

2.能力提升阶段：解析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洞察力、决策力、组织协调能力与领

导力等各项创新创业素质，使学生具备必要的创业能力。 

3.环境认知阶段：引导学生认知当今物联网企业及行业环境，了解创业机会，把握创业

风险，掌握商业模式开发的过程，设计策略及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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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模拟阶段：通过创业计划书撰写、模拟实践活动开展等，鼓励学生体验创业准备

的各个环节，包括创业市场评估、创业融资、创办企业流程与风险管理等。 

（三）培养措施 

本专业从课程体系设计、改革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等方面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

和创业能力。具体做法如下： 

1.构建创新创业阶梯课程体系。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指导、物联网技术基础、传感器

与数据采集、无线组网技术、物联网技术综合实训、物联网系统集成、智能设备开发、智慧

社区建设与管理、物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实践这些课程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阶梯课程体系，教

学内容嵌入创新创业知识，从意识培养、能力提升、环境认知、实践模拟四阶段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 

2.组建本专业“创之梦”创新创业训练营和“粤嵌众创空间”，组织学生参加省市院各

级创业大赛、举办过系列创新创业讲座和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各级创新创业相关比赛有：《全

国（广东省）“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中国（广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创青春”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嬴在广州”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州

青年创业大赛》，培养创新竞赛和创业意识。 

3.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项目广东省选拔赛”、“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物联网应用技术”、“广州市属高职院校物联网应

用技术竞赛”、“广东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高职组）”及创业设计类竞赛为载体，开展

专业技能教育，教学中带入产业技术和学术前沿，鼓励学生参与到老师的科研课题中，激发

学生创业灵感。 

 

十一.【第二课堂】 

（一）以国学活动为代表的体现文化素质教育的学习和其它形式活动。学生们每年都参

加学院国学经典诵读大赛、国学院清心茶艺社活动和比赛、艺术团活动、职业礼仪协会活动

和相关讲座、图书协会相关读书和文化活动、语言与演讲协会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加强学

生的美育教育。 

（二）以培养创新创业意识、提高实战技能为宗旨的周末企业第二课堂；组建本专业创

新创业训练营，组织学生参加省市院各级创业大赛、举办系列创新创业讲座和创新创业实践

活动。参加各级创新创业比赛包括：《全国（广东省）“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中国（广

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青春”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嬴在

广州”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州青年创业大赛》。 

（三）学生参与以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为形式的课外实践活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高职组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项目广东省选拔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选

拔赛——物联网应用技术》、《广州市属高职院校物联网应用技术竞赛》、《广东省大学生计算

机设计大赛（高职组）》 

（四）学生的各种社团活动、文体活动，学院 IT 服务协会、计算机协会开展系列专业

活动，包括组织为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开展计算机技能培训、计算机软硬件维修活动、智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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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使用技能培训活动、网络知识推广普及活动等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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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它社会志愿者活动：为广州市白云区景泰街社区长者开展计算机使用技能培训

（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智能手机使用技能培训活动、为社区居民开展 IT系列产品维修

与服务志愿服务活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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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议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1.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物联网应用操作员》（中级或高级）。 

2.工业与信息化部、电子学会《物联网设计工程师》（中级或高级）。 

3.工业与信息化部《移动程序开发（Android）工程师技术水平证书》。 

4.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资格（水平）考试程序员证书（或同级）。 

5.微软《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Master》系列项目证书。 

6. Google、华为、新大陆、物联网协会等知名企业和行业协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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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 学分（创

新社会实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12 学分，公共选修课  14.5  学分， 总学分 

达  144 学分（学时达  2592  ）方可毕业。 

 

 

                                             

                                              编制人：许健才 

 审定人：时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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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三年制现代学徒制班）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物联网应用技术 

专业代码：6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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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面向广州乔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物联网企业，

掌握中小微型物联网企业中技术支持、项目管理和技术开发等岗位必备知识和专业技能，具

备良好的外语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和物联网行业职业素养，能胜任物联网行业智能设备安

装、调试与维护，物联网系统布线与施工管理，物联网系统工程项目规划与管理等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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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

息大类

（61） 

电子信息

类（6101） 

物联网技

术服务

（6532） 

物联网安装调试

员 

（6-25-04-09 ） 

物联网工程技术

人员

（2-02-10-10） 

物联网工程技

术员； 

物联网系统集

成员； 

物联网系统开

发员； 

物联网应用

操作员； 

物联网设计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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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工匠精神、创新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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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文书写作和人际沟通能力，能熟练使用计算机与办公软件，具备

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具有扎实的信息科学专业知识、技能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熟练掌握相关

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具有团队合作意识。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掌握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应用文写作、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

国学精粹等知识。 

（2）专业知识 

掌握传感器及数据采集、传感网技术及应用、物联网定位技术、物联网信息处理与安全、

智能应用设备开发、自动识别技术、物联网应用系统开发及物联网工程的设计、施工、测试

的基本知识。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具有良好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能熟练地用中文完成专业技术报告并借助辞典阅读英

文专业文献。 

具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够完成团队组织与协调管理，善于同他人密切合作。 

具有熟练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够学习、更新和使用各类办公软件完成相关工作。 

具有较高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能够参与或主持创新创业活动、职业技能竞赛和项目。 

（2）职业专门能力 

具备无线传感网组建、配置、调试等物联网工程设计与实施能力；具备物联网应用系统

的设计、开发、实施的能力；能够根据客户需求，制定物联网项目解决方案；具备物联网系

统的体系结构设计、系统调试能力，能够发现并修改设计过程中的错误，制定物联网项目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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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并实施。 

（4）职业拓展能力 

具有时间管理、技术管理、流程管理的能力；具有销售管理、人员管理、知识产权保护

等基础能力；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岗位分

类 
岗位名称 岗位描述 

第 一 就

业 岗 位

（毕业 3

年内） 

技术支持助理工程

师★ 

收集客户需求；分析客户需求；进行售前技术分析支持工作；

设计售前技术方案；进行产品演示；负责系统安装，调试，

维护；编写、修订和审核技术支持相关文档；负责工程竣工

资料的编写及制作。 

技术开发助理工程

师 

在软件开发主管的领导下，负责物联网软件系统模块的开发

与测试工作。 

过程管理助理工程

师 

在具备售前技术支持岗位助理工程师的能力的基础上，能辅

助从事市场业务推广、工程项目管理、产品销售管理、产品

线生产管理等工作。 

目 标 岗

位（毕业

3~5年） 

技术支持工程师 

提供产品咨询解答、产品培训、现场技术指导、故障分析和

排除等技术支持及收集客户意见，了解市场需要；协助高级

工程师完成物联网系统的规划、设计。具备现场勘查的能力，

能够进行物联网应用技术选择与设备选型知识，能够完成详

细工程预算与方案书。 

技术开发工程师 

协助主管编写需求分析文档，绘制业务流程图。熟练使用

Eclipse、JDK、JRE等开发工具，熟练在 android和 PC平台

使用 java、C 等开发语言进行软件开发。 

过程管理工程师 

在具备售前、售后技术支持岗位工程师的能力的基础上，能

独立从事市场业务推广、工程项目管理、产品销售管理、产

品线生产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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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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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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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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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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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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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作,了解身体

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健康指标、常见运

动损伤和预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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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参与体育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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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管理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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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大学生心理健康活动与

技能竞赛等校内外实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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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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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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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学

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觉践行中华

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

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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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悉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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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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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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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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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生涯规划

书的制定与撰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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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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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职业准

备，掌握求职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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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能进行个人

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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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撰写规

范的创新创业商业计划书；能依流程申请

设立企业，并进行运营管理；具备求职技

能，能快速适应职场环境。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创

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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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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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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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国

1、中国国防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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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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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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际

与口

才 

 

具有的较强人际交往能力、语言表达技能

和语言文化素质的，提升学生的勇气、自

信和团队合作精神。 

 

 

语言沟通、非语言沟通、

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与技

巧、人际交往障碍与克服、

几种基本人际关系沟通和

口才训练 

 课程采用讲解、示范、录音、

录像、试讲、讲评、模拟表

演、观摩等多元互动的教学

模式，使学生在有效职业情

景的训练中，切实锻炼与提

高交际能力和口头表达能

力。 

12 

高等

数学、

经济

数学 

  1、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数学素质和数学文化，把数

学思想、方法延伸到其它课程的学习中。 

  2、知识目标 

  掌握微积分的基本运算,熟练线性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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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微积分、线

性代数、概率统计的基本概念，等等。 

  3、能力目标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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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成非均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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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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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语言

程 序

设计 

了解 C 语言程序设计的

基础知识，掌握程序设计

的基本能力 

1.C 语言程序概述 

2.C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3.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4.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5.循环控制结构程序设计 

6.数组与字符串 

7.函数与变量 

C 语言是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的第一门

程序设计课，课程难度较大，须做好第

一堂课课堂引导工作，让学生理解程序

设计本质。教学内容上，要认识到教学

以培养学生的编程思维和编程能力为

主，而不是将所有语法知识传授给学生。

教学方法上，选取一些和日常生活相关

的案例，启发式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积

极性。 

2 

物 联

网 电

子 电

路 基

础 

掌握数字电路、模拟电路

的概念、工作原理、电路

分析方法。 

放大电路的组成原则、工作原

理及其性能指标分析方法；集

成运放种类及使用方法；功率

放大电路的概念、组成、工作

原理、最大输出功率和效率的

计算；集成功放的应用；正弦

波振荡电路的组成、工作原理

及平衡条件；数字电路的基础

知识；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

辑电路；D/A 转换器与 A/D 转

换器。 

采用案例教学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重点提升运用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的基

本原理能力，通过实验的方式提高学生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把握数电模电规律。 

3 

JAVA

语 言

程 序

设计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帮助

学生掌握面向对象的编

程设计思想和 Java 的基

本语法、常用技术，并能

运用 Java 技术和基本开

发工具进行程序设计。 

Java 和 Eclipse 集成开发环

境；Java 基本程序设计；数组、

字符串； Java 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异常处理；输入/输出

处理；多线程。 

学生编程能力弱，操作能力强，教会学

生使用先进开发工具，并利用其智能化

功能辅助编程。课堂教学中，以任务驱

动教学法为主，通过任务的解决实现必

备知识、技能的学习与训练。潜移默化

教会学生作为一名程序员的工作规范。 

4 

单 片

机 与

智 能

传 感

技术 

通过学习单片机与智能

传感技术过程中，使学生

对单片机与智能产品的

开发技术有一定的了解，

从而使学生具备单片机

与智能传感技术应用与

开发能力 

EDA 技术进行项目开发，应用

控制电路并进行仿真；keil 软

件开发环境的使用，能完成程

序的编辑、编译、调试、下载； 

单片机与智能传感应用系统

的开发过程和操作步骤； 

课堂教学中，以任务驱动教学法为主，

通过任务的解决实现必备知识、技能的

学习与训练。通过任务来驱动课堂教学，

在任务解决的过程中实现师生互动，并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进行引导，让学生

掌握单片机与智能传感应用系统的基本

组成和典型应用系统的软硬件设计。 

5 

无 线

组 网

技术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

可以了解在物联网工程

相关岗位所需的 Zigbee

应用技术基本概念和基

础知识，掌握 Zigbee 技

术的体系结构、应用原

物联网无线自组网的基本概

念、结构；ZigBee、蓝牙、WiFi、

NB-IOT 等无线网络的基本原

理、组建技术；无线传感网技

术基础； IEEE802.15.4 通信

标 准 ； ZigBee 无 线 芯 片

本课程采用项目贯穿课程整体教学；设

计工作任务（单项实训项目 ZigBee 无线

芯片 CC2530、综合实训项目 ZigBee 网

络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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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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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够组建无线传感

网，熟练地完成 Zigbee

及应用技术编程。 

CC2530；ZigBee 网络结构结构

和原理； 

合职业能力。 

6 

数 据

库 原

理 与

应用 

掌握数据库基本原理，能

独立进行 MS-SQL 的安装

与配置，完成数据库设

计、创建表和查询，能够

使用 SQL 语句进行数据

库高级编程。 

数据库设计、使用 ER 图进行

数据库概念设计，数据库范式

理论。数据库及表的创建；数

据插入、删除、修改、查询；

视图的创建和使用、存储过程

的创建和调用、触发器的创建

与应用；数据库安全管理。 

以“项目载体，任务驱动”组织教学。

课程以一个 B2C 电子商务平台数据库为

贯通项目，根据不同阶段，划分为 6 个

相对独立的子项目，每个子项目划分为

几个任务，将数据库设计、数据规范化、

SQL Server 的安装配置、数据表的创建

管理、表数据操作、查询、数据完整性、

索引、视图、备份与还原、数据安全管

理等知识嵌入到这些任务中。 

7 
工 程

制图 

了解相关的工程制图国

家标准，并掌握查阅标准

零件、标准结构、 

掌握阅读工程图样的基

本能力。 

工程制图基础知识； AUTOCAD

的基本使用；电工识图的知

识；简单建筑识图。 

重点是学生具备工程图纸阅读能力，能

根据图纸进行综合布线和系统集成。教

学内容上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则终

于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总结。为加深

学生印象及培养学生空间想象能力，适

宜采用模型教学法。 

8 

计 算

机 网

络 基

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能认识计算机网络，理

解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

构成，认识计算机网络硬

件；了解网络规划与布

线；具备网络操作系统安

装和设置的基本职业能

力；能组建基本的局域

网，能创建网络基本应

用，了解网络安全及管

理，能进行简单网络维

护。 

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网络概

论、数据通信基础、网络体系

结构、局域网技术、网络互联

和广域网、网络互联协议

TCP/IP、Internet 及应用、网

络管理与安全。 

本课程采用教学做一体教学方法，重点

学习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构成。课堂使

用项目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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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组建基本的局域网，创建

网络基本应用能力。 

9 

智 能

设 备

应 用

开发 

本课程主要目标是使学

生掌握 Android 智能设

备应用程序开发的方法

和步骤，熟练运用开发工

具，开发出有一定实用价

值的应用程序，并毕业顶

岗实习打下基础。 

Android 平台架构、开发环境

搭建；Android 图形用户界面

开发；Android 后台服务应用

开发；Android 网络应用开发；

Android 传感器应用开发；

SQLite 数据库、数据表的建立

及管理。 

课程的教学以手机通讯录管理项目为中

心组织教学，并建立相应的教学情境，

把 Android 平台开发知识与技能的学习

置于真实的情境之中。在每个学习情境

的教学实施中，采用行动导向的教学方

法，按照项目开发的具体过程进行组织

教学，培养了学生的职业迁移能力。 

10 

嵌 入

式 技

术 

本课程的理论及实验教

学，使学生了解嵌入式系

统体系结构，嵌入式处理

器结构，异常处理，存储

处理，系统控制过程，流

水线作业及各种 I/O 接

Cortex-M3 体系结构与 MDK 工

程模板建立；基于 STM32F103

处理器内部资源编程与调试；

基于μC/OS-II 操作系统分析

及移植；基于μC/OS-II 操作

系统程序设计实例。 

采用基于 STM32 开发板的理实一体化教

学方法，项目驱动组织教学。课程根据

不同的教学模块，以任务驱动教学法为

主，通过任务的解决实现必备知识、技

能的学习与训练。课程要求掌握两个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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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嵌入式操作系统。  合项目：温湿度测试系统设计、智能点

餐系统设计。 

11 

物 联

网 项

目 规

划 与

实施 

培养技术技能型物联网

项目规划与实施人才及

提高物联网项目规划与

设计实施从业人员职业

技能与素养为目标。同时

培养学生爱岗敬业、团结

协作、吃苦耐劳的职业精

神与创新意识。 

1、物联网项目规划与设计； 

2、智能安防控制系统的设计

与实施； 

3、照明系统（智能灯光控制

系统）的安装与调试； 

4、智能环境监控系统； 

5、室内温湿度采集系统； 

6、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7、智能大棚控制系统； 

课程的教学在介绍物联网系统基础知

识、关键技术的基础上，以智能安防控

制系统、智能家居控制系统、智能环境

监控系统等项目为教学实践案例，结合

系统工程的生命周期观点来进行教学。

从简单到复杂，学生独立完成任务的程

度逐步提高，以逐步提高学生的综合职

业能力。 

12 

WEB 前

端 开

发 技

术 

掌握 HTML5 和 CSS3 基础

知识，熟悉常见 HTML5 跨

平台开发工具，能使用

html5 设计静态网页，使

用 CSS3 美化网页。 

网页设计基础、HTML 基础、CSS

基础、CSS 高级技术和 CSS 布

局技术、HTML5 技术、CSS3 

 

学生编程能力弱，动手能力强，教会学

生使用各种先进开发工具 Hbuilder，

Dreamweaver 等，并利用其智能化功能

辅助编程。课堂教学中，以任务驱动教

学法为主，通过任务的解决实现必备知

识、技能的学习与训练。 

13 
电 子

CAD 

掌握利用计算机软件设

计原理图与印刷电路板

图的方法和有关的工艺

知识，培养电子产品设计

的基本职业能力。 

主流电路绘图软件的基本操

作；原理图的一般设计流程和

绘制；印制电路板概述，PCB

编辑器的工具栏的使用，规划

电路板和电气定义；元件的放

置、手工布局、手工布线的使

用；集成元器件库的制作。 

本课程采用项目贯穿课程整体教学。使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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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自 动

识 别

技术 

通过学习本课程，掌握

RFID 等自动识别技术的

原理和应用范围。掌握

RFID 应用系统的构造、

组成、原理，并能开发

RFID 接口程序及相应应

用程序。 

项目一：RFID 设备选取 

项目二-项目四：RFID 设备安

装调试 

项目五：RFID 系统接口设计 

项目六：基于 RFID 的小型应

用系统设计与开发 

项目七物联网初创企业孵化

实训 

本课程采用项目贯穿课程整体教学，重

点学习各种自动识别技术设备的安装调

试。课堂使用项目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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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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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提高学生在业务组织能

力和实际操作能力方面

的技能以及创新思维创

业实践的综合能力，逐渐

适应物联网相关岗位工

作。 

物联网技术工程的主要施工

步骤及方法；规划、设计物联

网解决方案；.集成、部署物联

网系统，指导工程实施。 

安装、调测、维护并保障物联

网系统的正常运行；提供物联

网系统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支

持。能进行简单的嵌入式技

术、智能设备应用开发。 

在计算机、系统集成、物联网、软件开

发、电子信息等相关企业进行不少于 9

周的企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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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毕 业

（ 顶

岗）实

习 与

毕 业

论文 

通过专业顶岗实习

与毕业论文撰写，提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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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提

高学生在业务组织、实际

操作方面的技能以及创

新创业实践能力，逐渐适

应社会和职业岗位工作。 

1．行业通用知识与能力的应

用与提高。包括常用办公软件

和工具软件的使用，阅读并正

确理解需求分析报告和项目

建设方案，进行基本的营销和

策划。2．关键岗位能力的强

化与深化。包括物联网应用系

统的设计、开发与实施，无线

传感网的组建、配置与调试，

制定物联网项目解决方案等。

3．职业道德与职业素质的培

养。包括敬业精神，团队精神，

责任意识，沟通表达能力，良

好的心理素质，适应岗位变化

的能力，创新能力等。 

在物联网相关相关岗位（物联网工程技

术人员、物联网设备安装调试员、物联

网应用程序开发员、物联网项目管理助

理工程师、物联网技术支持员、嵌入式

开发助理工程师等）上进行专业顶岗实

习，完成实习周记、实习总结和毕业论

文。 

 

（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四）专业核心课程 （5 门） 

 

能力进阶 

第三阶段 

综合技能培养 

职业英语 2 

 

智能应用设备开

发 

自动识别技术 

第五阶段 

职业综合能力培养 

 

 

 

 

 

 

毕业 

岗 位

训练 

计算机网络基础 无线组网技术 物联网工程项目

管理 

物联网技术基础、

数据库原理与应

用 

单片机与智能传

感技术、电子 CAD 

 

 

工程制图、低功

耗无线通信技术 

物联网电子电路

基础 

 

嵌入式技术 物联网项目规划

与实施 

企业教学 

 

第二、三学期 第三、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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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期 

职业英语 1 

 

 

信息技术应用基

础 

高等数学 

C 语言程序设计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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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1 单片机与智能传感技术 

学  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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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一：单片机最小

系统 
MCU、电源、时钟、复位路设计及应用 最小系统讲解及设计 

模块二：编程软件和

仿真软件的使用 
工程搭建、环境配置、程序编写、编译、下载   软件安装、开发环境设置、编辑编译 

模块三：开发板硬件 
介绍常见外围电路、存储器相关知识，体验单片

机开发 

采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方法模

式，任务驱动、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

件功能实现。 

模块四：单片机并行

I/O 口（输出）使用 

流水灯实现（直通法、移位法）、简易交通灯设

计、静态数码管的显示、动态数码管的显示、点

阵屏的显示控制 

采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方法模

式，任务驱动、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

件功能实现。 

模块五：单片机并行

I/O 口（输入）使用 

单个按键的检测、简易电子时钟 1（初值可调）、

简易电子时钟 2（初值可调可动）、按键控制 LED

闪烁 

采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方法模

式，任务驱动、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

件功能实现。 

模块六：定时与中断

系统设计 

方波发生器（定时器查询）、计数报警器（定时

器中断）、简易电子时钟（综合）、模拟交通灯（综

合） 

采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方法模

式，任务驱动、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

件功能实现。 

模块七：ADC 

 

模数转换基本原理、ADC0808/ADC0809 模/数

转换芯片、DAC0832 数/模转换芯片的电路和 C

语言程序设计 

采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方法模

式，任务驱动、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

件功能实现。 

模块八：串行口通信 串行口通信原理及应用 

采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方法模

式，任务驱动、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

件功能实现。 

模块九：液晶显示 
基本液晶屏（LCD1206、LCD12864）显示原理

及应用 

采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方法模

式，任务驱动、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

件功能实现。 

模块九：综合应用 

常见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常见传感器的应用（基

于单片机多点温度检测系统设计与实现、基于单

片机电子称系统设计与实现、基于单片机水流量

检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采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方法模

式，任务驱动、项目讲解、开发板软硬

件功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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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施 

物联网综合实训室，该实训室能完成以下实训项目，如 PCB 设计、单片机仿真设计与产品制

作、单片机产品开发、传感器与数据采集、智能化产品开发、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等。 

2、教学方法 

本课程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大纲的要求，基于“教、学、做”三位一体化教学模式，

按照行业岗位需求，重新整合、构建以职业技能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在教学过程中，以独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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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调试“单片机开发板及综合项目产品”为目标，采用项目教学、仿真教学、案例教学等多种

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兴趣，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及综合实践能力。基于项目工作过程的

教学，每次课一个功能项目，掌握一个应用能力，结合企业所需人才要求，开展实践教学。综合应

用开发板各部分功能，实现 ADC、常见传感器与数据采集应用，液晶显示，电机驱动等典型单片

机应用，在实践过程中以小组讨论、任务驱动的形式，提高学生解决问题能力。 

3、课程组织安排 

⑤ 授课教师在第 1次课时阐述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进度计划，提供学习资料及相关说明。 

⑥ 课堂教学通过 C51开发板，采用任务驱动、项目讲解式的方式讲授，课后布置任务巩固教

学内容。 

⑦ 本课程的作业次数不低于 10 次，具体由授课教师自行安排，学时采用小组的形式完成课

后项目设计与实现。 

⑧ 课程考核方式为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两大部分，分值比例为 3：7.其中期末考试的成绩采

用大作业的方式进行考核。 

4、实践安排 

本课程实验安排采用模块化设计，各模块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可相互组合，完成各种类型实验。

其中包括验证性基础实验，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以及研究开发性、创新性、及全国电子大

赛赛前培训实验等，本课程安排的实验课程项目如下： 

12 项目工程建立  

13 单灯闪烁设计与制作  

14 灯光控制系统设计与制作    

15 抢答器设计  

16 数码管的显示  

17 点阵屏的显示控制  

18 按键控制 LED 闪烁  

19 简易电子时钟  

20 基于单片机多点温度检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21 基于单片机电子称系统设计与实现 

22 基于单片机水流量检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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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2 无线组网技术 

学  期 3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24 实践学时 4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内容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一 传感网和单片机基础 

传感网基础、传感网关键技术 

PIC 单片机技术的基本结构、存储器模块。 

PIC 单片机技术集成开发环境。 

单片机在线仿真方法。 

模块二 Zigbee 无线通信系统 

ZigBee 无线网络使用的频谱和 ISM 开放频段。 

无线数据通信网络。 

ZigBee 协议栈。 

典型的短距离无线数据网络技术。 

模块三 
VC 界面串口驱动最小系统的搭

建 

VC 控制界面 I/O 端口、定时器、中断处理。 

VC 控制界面的 A/D 转换、串行通信模式。 

Zigbee 技术应用系统的设计及实现。 
 

教学实施说明： 

1.教学方法：教学中，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课程安排上每周 2个课时理论加 2课时实践，先

讲解常见的 PIC应用实例，然后制作调试，学生做到即学即用。 

多讲解应用实例，通过教学实践活动，让学生灵活地运用开发环境进行软件设计。以实训

项目作为学习要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练多用，让学生多独立动手，在学期末完成简单

系统的开发。学生在学期中可以按自己的设想设定题目，查找资料，完成设计，以提高学生的

能动性。 

在实践教学时，讲解开发实例，让学生能学以致用，强调解决方案，注重典型性和代表性，

从而打开学生的思路，拓宽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 

2.教学手段：在计算机机房，老师讲解，学生操作。主要利用目前广泛使用的 VC 开发环境和

zigbee通信设备进行软硬件设计及仿真调试，然后分析实际应用的可行性。同时搭建开发硬件

系统，制作电路板，实现系统功能。教师主要起指导并辅助分析问题的作用。对典型的设计带

领学生探索，研究。以设计项目为指导，并贯穿知识点的讲解和分析，提高学生独立解决问题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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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3 智能设备应用开发 

学  期 4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24 实践学时 4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内容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一 Android 移动开发基础 

Android 平台基本架构。 

Android 开发环境搭建。 

Android 应用程序开发、调试、发布流程。 

Android 应用程序项目的基本框架。 

模块二 Android 图形用户界面设计 

Android 常见 UI 控件的使用。 

Android 资源访问。 

布局、样式和主题。 

模块三 Android 程序逻辑功能实现 
Android 事件处理。 

Activity 和 Intent 的使用。 

模块四 Android 数据存储 

文件存储数据。 

SharedPreference 存储数据。 

SQLite 数据库存储数据 

综合案例：日程管理、学生通讯录管理 

模块五 Android 网络编程 

XML 数据结构与解析 

JSON 数据、JSON 解析 

访问网络 

综合案例：天气预报、新闻客户端 
 

教学实施说明： 

1、教学方法 

（1）学生为中心。分析高职学生学习特点，采取针对性教学策略。①学生编程能力弱，但

操作能力强，于是教会学生使用先进开发工具，并利用其智能化功能辅助编程。②学生抽象

思维能力弱，但模仿能力强，于是精心挑选代表普遍编程方法的项目和案例，引导学生从模

仿入手。③学生自学能力弱，对老师的依赖性强，于是引导学生逐步习惯自己查阅联机帮助

文档，并上网查找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2）任务驱动。课堂教学中，以任务驱动教学法为主，通过任务的解决实现必备知识、技

能的学习与训练。通过任务来驱动课堂教学，在任务解决的过程中实现师生互动，并以学生

为主体，教师进行引导。 

（3）贯彻职业素质与职业道德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潜移默化和行为养成，从程序

的书写格式、必要的注释、标识符命名约定规则、规范的数据封装、帮助文档的生成、异常

处理、从严要求学生遵循相应的原则和规范。 

（4）网络教学资源建设。本课程建有网络课程，通过把多种教学资源上网，把课堂向课后

延伸，使学生的学习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此外，多家合作企业还提供了多种教学资源，

为学生的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和扩充性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2、教学设计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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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业为导向，以提高职业能力为出发点，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在教

学过程中语法的讲解以实用为目的，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核心课程 4 自动识别技术 

学  期 4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24 实践学时 48 

主要学习内容： 

根据认知规律，课程教学由浅到深，由易到难，由单项技能训练到综合技能训练，由了解

RFID 等自动识别技术的知识，到设备的选取，再到接口程序的设计及系统的安装调试，最后进

行基于自动识别技术的小型应用系统开发。从而逐步递进、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

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达到培养学生职业综合能力的目标。 

序

号 

单元（工作任务模块或

实训项目） 

教学内容及要求 活动设计 课内学

时安排 

1 自动识别技术基础 

自动识别技术概论 

资料搜集、小组讨论 4 RFID 技术特点 

物联网行业创新相关知识 

2 RFID 设备选材知识 

RFID 读写器 

学生实操 12 RFID 标签 

RFID 天线 

3 RFID 设备安装调试 

RFID 系统实施过程 

学生实操 8 
RFID 系统测试技术 

RFID 系统安装技术 

RFID 系统故障分析技术 

4 RFID 系统接口设计 
RFID 系统接口工作原理 

学生实操 20 

RFID 系统简单接口程序设计原理 

5 
案例分析及系统设计—

—RFID 仓储管理系统 
RFID 的应用系统设计 学生实操 26 

 

教学实施说明：  

1. 实训环境和条件：windows XP以上操作系统、RFID综合实训室，配备 RFID读写器。 

2.教学方法和手段： 

    （1）项目驱动教学法。课程教学设计以企业真实项目为主线，讲 RFID 各知识点融入项目

中，以项目带动知识的消化和理解，同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将项目细分为 6大学习情境，

通过 4步曲教学法完成课程。 

（2）还原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还原 RFID 相关企业的实际工作过程和实际工作场景，

帮助学生熟悉 RFID应用系统开发的工作流程，体验真实的工作过程。 

（3）引导教学法。采用灵活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过组建学习小组的形式完成工作任务，让

学生实现自主学习，一道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3. 教学组织安排：根据认知规律，课程教学由浅到深，由易到难，由单项技能训练到综合技

能训练，由了解 RFID 系统及技术的知识，到设备的选取，再到接口程序的设计及系统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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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最后进行基于 RFID 的小型应用系统开发。从而逐步递进、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职业

技能，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达到培养学生职业综合能力的目标。实训安排：完成“RFID标签

选择”实训任务过程中，以任务导入、任务分配、任务完成、任务总结和成果展示、场景拓展

方式开展。 

 

核心课程 5 物联网项目规划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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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活动设计 

监控系统的规划

与实施 

 

监控系统的类型 

监控系统的结构 

监控系统常用设备 

监控系统主要设备的安装调

试方法 

1.根据监控系统的体系结构图识别系统所需设备类别、型号

以及线缆类型等，讨论分析并判断其合理性。 

2.监控系统综合布线系统的实施，对照施工平面图计算所需

各类线缆长度、线缆接头类型和数量，线管、线槽及其接头

的数量。 

3.根据系统要求和监控摄像头的类型、参数等，合理选择相

关设备。 

4.根据监控摄像头安装说明书进行安装、调试。 

5.监控系统其他各部分设备、设施及相关软件的综合安装、

调试。 

6.学习总结 

安防报警系统的

规划与实施 

 

安防报警系统的类型 

安防报警系统的结构 

安防报警系统常用设备 

安防报警系统主要设备的安

装调试方法 

1.根据安防报警系统的体系结构图识别系统所需设备类别、

型号以及线缆类型等，讨论分析并判断其合理性。 

2.安防报警系统综合布线系统的实施，对照施工平面图计算

所需各类线缆长度、线缆接头类型和数量，线管、线槽及其

接头的数量。 

3.根据系统要求和所需传感器、控制设备及相关软硬件的类

型、参数等，合理选择相关设备。 

4.根据传感器、控制设备及相关软硬件安装说明书分别进行

安装、调试。 

5.安防报警系统各部分设备、设施的综合安装、调试。 

6.学习总结 

照明系统模块的

安装与调试 

 

照明系统的类型 

照明系统的结构 

照明系统常用设备 

照明系统主要设备的安装调

试方法 

1.根据照明系统的体系结构图识别系统所需设备类别、型号

以及线缆类型等，讨论分析并判断其合理性。 

2.照明系统综合布线系统的实施，对照施工平面图计算所需

各类线缆长度、线缆接头类型和数量，线管、线槽及其接头

的数量。 

3.根据系统要求和所需照明灯具、控制设备及相关软硬件的

类型、参数等，合理选择相关设备。 

4.根据照明灯具、控制设备及相关软硬件安装说明书分别进

行安装、调试。 

5.照明系统各部分设备、设施的综合安装、调试。 

6.学习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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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采集系统的

规划与实施 

 

环境采集系统的类型 

环境采集系统的结构 

环境采集系统常用设备 

环境采集系统主要设备的安

装调试方法 

1.根据环境采集系统的体系结构图识别系统所需设备类别、

型号以及线缆类型等，讨论分析并判断其合理性。 

2.环境采集综合布线系统的实施，对照施工平面图计算所需

各类线缆长度、线缆接头类型和数量，线管、线槽及其接头

的数量。 

3.根据系统要求和所需环境传感器、控制设备及相关软硬件

的类型、参数等，合理选择相关设备。 

4.根据环境传感器、控制设备及相关软硬件安装说明书分别

进行安装、调试。 

5.环境采集系统各部分设备、设施的综合安装、调试。 

6.学习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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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课教师需有一年以上的物联网工程实践经验，熟悉物联网常用传感器、数据采集及控制设备

的类型及参数，并对嵌入式系统、android平台应用软件的开发技术有相关开发实践经验。 

在教学设施方面，应有足够数量的物联网综合实训平台设施，相关传感器、设备及软件要有足

够的备份。 

在教学资源方面，各类设备、软件必须具有相关安装调试说明书，对于有一定安装调试难度的

设备或软件，能提供相关的安装调试视频资料、图像资料。 

在教学方法上，主要采用讲授法、小组讨论法、现场演示法、任务驱动法、练习法等方法来实

施教学。 

主要采用形成性评价方法对学生成绩进行评定，教师对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或阶段均进行一

次现场评价，在每项教学内容结束时进行一次小组互评，最后根据每个小组的现场评价和小组互评

结果给出课程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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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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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82000* 中华传统礼仪 1 18 9 9 1

8 402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 2 36 18 18 1.5 0.5

9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 1 18 9 9 1

10 4320145 交际与口才 2 36 26 10 √ 2

11 0220018 高等数学 2 36 36 0 2

12 4320004 军事理论 2 36 36 0

28.5 513 344 169 14.5 10.5 0 0.5 0 0 10 180

扩展能力

模块
10 180 90 90 2 4 4

1 0620204 计算机网络基础 3 54 27 27 * 3 1

2 0620468 信息技术基础 4 72 0 72 4 2

7 126 27 99 4 3 0 0 0 0

1 0620299 C语言程序设计 4 72 36 36 √ 4 1

2 0620465 物联网技术基础 2 36 18 18 2 2

3 0620167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3 54 27 27 ▲ 3

4 0619869 物联网电子电路基础 4 72 36 36 4

13 234 117 117 4 9 0 0 0 0

1 0620515 智能设备应用开发 4 72 24 48 **▲ 4 1 0620622 企业综合实训 18 324 18 5

2 0620516 单片机与智能传感技术 4 72 36 36 **▲ 4 2 0620623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

业设计（论文）
18 324 18 6

3 0620517 无线组网技术 4 72 24 48 **▲ 4

4 0620518 物联网职业素养 1 18 9 9 1

5 0620519 自动识别技术 4 72 36 36 **▲ 4

6 0620520 物联网项目规划与实施 4 72 36 36 **▲ 4

21 378 165 213 0 0 12 9 0 0 36 648

1 0620185 电子CAD 3 54 18 36 3 1 620725 智能设备项目开发实训 2 36 2 4

2 0620186 JAVA语言程序设计 3 54 36 18 3 2 0620715
物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实

践
2 36 2 4

3 0620560 WEB前端开发技术 3 54 18 36 ▲ 3

4 0620934 嵌入式技术 3 54 18 36 3

5 0621308 工程制图 2 36 18 18 2

6 0621682 职业资格认证课程 2 36 18 18 2

7 0622056 通信与综合布线技术 3 54 18 36 ▲ 3

8 0622430 物联网系统安装与调试 3 54 18 36 ▲ 3

9 0622804 云计算技术 2 36 18 18 2

10 2014039 物联网营销训练 2 36 18 18 2

11 0622805 低功耗无线通信技术 3 54 18 36 3

12 2014040 物联网工程项目管理 2 36 18 18 2

13 0622806 物联网应用系统开发 3 54 18 36 3

18 324 126 198 0 0 8 10 2 36

97.5 1755 869 886 22.5 24.5 24 23.5 0 0 48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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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第3-6学期课程由行业协会和企业主导。

基本素质

与能力）

在4个学期内完成

小计

小计

合计合计

1

小计

实践

专业

（技

能）课

程

2

小计

公共基

础课程

（必修

课）

公共选修课（小计）

小计

课程名称

教学模块

序号

专业群平

台课程

(必修)

考核

方式

序

号

2

单项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课程类

型

核心

课程
学时 周数课程代码课程代码 学分 学时

考试

方式
学期

附件2：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二)

小计

课堂教学

学期周学时数

综合实践教学

理论 学分内容

小计

序

号

核心

课程

小计

3

专业能力

拓展模块

（专业选

修课）

小计

4

综合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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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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  33.18% 

实践教学   1750  66.82%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38.5  693  26.46% 

专业（技能）课 77  1386  52.92%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10  180  6.87% 

专业（技能）课 20  360  13.75% 

总学时/学分 145.5  2619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合作企业 

主导企业（物联网应用技术）：广州乔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制造商） 

是一家极具创新精神的，专注于智能控制产品研发、设计、销售及集成于一体的高新科

技公司，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智能控制系统产品和解决方案。依托专业化的研发队

伍，公司成功研发出具有自主产权的 PPS系列智能照明控制系统、PPS系列酒店客房智能控

制系统、PPS 系列智能家居控制系统、PPS 系列会议室控制系统。产品已广泛应用到各个领

域，包括酒店、办公楼、别墅、家居、会展中心、剧院、博物馆、医院、学校、机场、车站、

公共区域等的智能化控制，并且产品以领先的技术、卓越的稳定性、良好的性价比，使用的

便捷性赢得了客户的广泛认可和良好的口碑。 

辅助企业（物联网应用技术）：广州合立正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统集成商) 

成立于 1999年，注册资金 6000万人民币，是国家首批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双

软企业”。 公司长期致力于智慧产业方向的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凭借丰厚的技术积累和强

大的研发力量，积极参与智慧产业标准研究制定工作，是我国 IGRS 国际标准的重要支撑单

位，公司结合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技术，逐步构建和形成了智慧城市、智慧建筑、智慧社

区、智慧家庭的完整解决方案。核心产品：智慧城市云服务平台、智慧社区云服务平台、智

慧家居云服务平台、多屏互动云服务平台、家居网络系统、家居控制系统、家居安防系统、

家居监控系统、家居娱乐系统、多屏互动系统、远程控制系统。 

行业协会（物联网应用技术）：广东省物联网协会 

广东省物联网协会是经广东省民政厅批准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民间社团

组织，是服务于企业和政府的行业性机构，也是国内首家省级物联网行业协会。协会凝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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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志在推动物联网产业发展的行业代表和专业人士，接受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广东省科技厅等政府部门的业务指导，专注于为物联网企业提供信

息咨询、市场推广、品牌策划、技术服务、投融资、会展等全方位服务，以提高广东物联网

企业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构建规模完善的物联网产业链，促进广东物联网产业的快速

发展。 

目前，协会的成员按年百分三十左右的增长率，截至 2017 年 12 月份统计数据，超过

600 家企业。其中包括微软国际、IBM、亚马逊、杰赛科技等，有国际知名大企业、也有广

东省本地民营中小型企业，中小型民营高成长性企业占了主导。 

 

（二）师资队伍 

1.双导师制度 

实施“教师、师傅”双导师制。建立双导师的选拔、培养、考核、激励制度，建立企业

师傅人才库和考评员人才库。行会学徒中心和主导企业选派优秀技术人员担任师傅，负责学

徒岗位技术技能传授和管理；学校安排优秀骨干教师担任“指导教师”，开展企业现场理论

教学并协助做好学生（学徒）管理工作。 

根据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本专业学生规模，师资按照生师比小于 10:3

进行配备。 

按照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双师素质教师以及兼职教师进行师资队伍配置，专兼职教

师的人数比达到 1:1以上。双师素质教师比例达到 80%。  

兼职教师深度参与综合项目实训、专项技能训练、顶岗实习指导等实践教学任务，兼职教师

指导实践技能课程的比例达 50%左右；吸纳兼职教师参与基于职业能力分析的物联网应用技

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资源开发等教学研究项目，并在教学实践中推广应用。 

2. 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5） 具有高校资格；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热爱教育事业，

身心健康； 

（6） 具有物联网网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通信工程、电子信息技术等相

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或者具有物联网及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学位； 

（7） 熟悉物联网体系结构，具备较强的专业技术能力、实训指导能力； 

（8） 具备编写教案、实训指导书，制作课件，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的能力； 

 

3.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4） 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职务），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至少具备下面条件之一，

并在该领域具备两年以上工作经验： 

①具备物联网相关产品开发能力； 

②具备进行物联网系统集成、物联网产品安装与调试、物联网工程设计与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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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具备物联网应用系统开发、智能设备应用开发、数据库开发、软件开发能力； 

④单片机开发、嵌入式技术能力。 

（5） 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水平，表达清晰，能指导学生实训，胜任课堂教学工作；具备

一定的编写教案、制作课件能力。 

（6）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热爱教育事业，身心健康； 

 

（二）教学实施（对教室，校内、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等提出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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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开发综合实训室 
JAVA 程序设计实训 JAVA 程序设计  

智能应用设备开发实训 智能应用设备开发  

企业信息管理综合实训室 应用系统开发课程实训 RIFD 应用系统  

软件测试综合实训室 
系统测试 Python 程序设计  

JAVA 的项目开发 JAVA 程序设计  

软件开发实训室 
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实训 C 语言程序设计  

WEB 前端开发课程实训 WEB 前端开发技术  

数据库实训室 数据库系统开发实训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网络综合实训室 物联网系统集成 物联网系统集成  

网络组建综合实训室 网络基础课程实训 计算机网络基础  

RFID 实训室 

RIFD 应用课程实训 RIFD 应用系统  

RIFD 综合实训 RIFD 应用系统  

物联网工程设计实训 物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实践  

物联网基础实训室 物联网技术实训 物联网技术基础  

物联网综合应用实训室 
物联网系统集成实训 物联网项目规划与实施  

物联网技术综合实训 物联网项目规划与实施  

物流分拣系统与自动控制

技术实训室 
传感器技术实训 单片机与智能传感技术 

 

无线传感网实训室 无线传感网技术实训 无线组网技术  

教学成果展示厅 
物联网技术实训 物联网技术基础  

物联网技术综合实训 物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实践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1）每门课建立课程团队，团队由校内专任教师、行业专家、企业兼师组成。每门课程的教

材有该课程团队成员指定。 

（2）对于专业课程，鼓励专任教师根据本校学生情况，编写并出版高质量教材。 

（3）合作企业自编电子教材、自编实训手册。 

 

2.图书文献配备 

图书馆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科研教研等需求，随时供师生借阅。其中专业

类图书包括物联网工程技术、网络技术、软件技术等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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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 

（1）建设、配备物联网专业相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实训案例库、数字教材等资源

库，供学生使用。 

（2）为学生提供中国知识资源总库、读秀知识库、超星发现系统、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

平台、国研网、网上报告厅、中宏教研支持系统、新东方多媒体资源库等各类数据库 18个。 

 

（四）教学方法 

本专业教学方法着重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育，综合职业能力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

和社会能力，所以在教学方法上，应重视以下基本思想：（1）师傅带徒弟的方式：（2）注意

智力的多元性，做到因材施教；（3）学生的积极性与教师的主导作用有效结合；  

针对本专业部分课程，适宜采用以下教学方法： 

1.学生为中心。分析本专业学生学习特点，采取针对性教学策略。（1）学生编程能力弱，

但操作能力强，于是教会学生使用先进开发工具，并利用其智能化功能辅助编程。如《Java

语言程序设计》、《C 语言程序设计》等课程（2）学生抽象思维能力弱，但模仿能力强，于是

精心挑选代表普遍编程方法的项目和案例，引导学生从模仿入手。如《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无线组网技术》、《嵌入式技术》等课程（3）学生自学能力弱，对老师的依赖性强，于是引

导学生逐步习惯自己查阅联机帮助文档，并上网查找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2.任务驱动。课堂教学中，以任务驱动教学法为主，通过任务的解决实现必备知识、技

能的学习与训练。通过任务来驱动课堂教学，在任务解决的过程中实现师生互动，并以学生

为主体，教师进行引导。如《数据库原理与应用》、《智能设备应用开发》等课程。 

3.贯彻职业素质与职业道德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潜移默化和行为养成，从程序

的书写格式、必要的注释、标识符命名约定规则、规范的数据封装、帮助文档的生成、异常

处理、程序包的整理等多个方面向学生展现一名软件从业人员的工作过程和工作规范，并从

严要求学生遵循相应的原则和规范。 

 

（五）学习评价 

考核方式包括：笔试、实践技能考核、项目实施技能考核、岗位绩效考核、职业资格技

能鉴定等多种考核方式。每门课程评价根据课程的不同特点，采用其中一种或多种考核方式

相合的形式进行。 

1．基本技术技能课的考核标准 

理论性较强的技术类课以笔试为主，期中和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 70%~80%，由专业教

师组织考核。 

实践性较强的技能类课则根据应职岗位技能要求，确定其相应的主要技能考核项目，课

程成绩由各项目成绩汇总组成，项目评价由专兼职教师共同组织考核。 

2．整周实训考核标准 

整周实训课程主要是通过项目开展的，主要评价学生对相关课程技术技能的综合应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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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工作态度、团队合作能力、项目实现的创意与创新点等。校企联合开展的整周实训由专

兼职教师共同组织考核。通常采取项目实施过程考核、实践技能考核或设计作品考核相结合

进行综合评价，其中过程性考核占 30%-50%，结果性考核占 70%-50%。 

3．企业岗位培养课技能考核标准 

学生（学徒）岗位培养技能考核实行以企业为主、学校为辅的校企双方共同考核制度，

分综合素质考核与技能熟练程度两方面情况进行考核（见表 7、表 8），设计考核模型，形成

评价考核点，分阶段进行考核评价。 

评价结果按百分制 60 分合格，或分优秀、良好、中等、合格和不合格五个等级，学生

考核合格及以上者获得学分。 

（1）综合素质考核点 

综合素质考核点 

考核点 1：从业意愿 

A、想从事弱电集成行业工作的意愿程度； 

B、通过意愿程度判定人员稳定性、职业发展等内容。 

考核点 2：同理心 

A、能够了解他人内心世界，能够切身感受对方的需求； 

B、换位思考，站在对方位置体会对方的体会。 

考核点 3：精神面貌 

A、对待人员或事物的态度，自身态度给人的感觉； 

B、人员的整体精神状态，给人一种积极向上感觉。 

考核点 4：职业形象 

A、在职场给别人树立的印象； 

B、形象主要从着装、言谈、动作等方面体现。 

考核点 5：职业行为 

A、在工作过程中的工作、任务、项目等行为是否职业； 

B、职业行为包括协作、汇报、流程等方面。 

考核点 6：技术水平 

A、技术能力和水平，掌握技术的能力； 

B、设备调试的能力，即技术应用能力。 

考核点 7：学习能力 

A、学习陌生技术的能力，包括理解和应用（调试）； 

B、寻找资料的能力，即获得资料的能力。 

考核点 8：呈现能力 

A、主要通过逻辑性、层次性、清晰程度等方面进行体现; 

B、主要体系那在答辩评测、技术知识、项目案例等方面。 

考核点 9：工作常识认知 

A、企业规定、制度等的了解程度；人员纪律性体现； 

B、工作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的处理能力。 

考核点 10：项目规范 

A、对项目流程、规范的了解程度； 

B、是否能够按照流程、规范参与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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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技能考核点：（根据企业产品对应进行调整） 

技术技能考核点 

序号 对应子系统 考核分析点 知识点分析 

考核点 1：智能家居环境控制系统 

1 灯光控制系统 
1.家居控制系统的需

求分析 

2.家居控制系统的设

计 

3.系统的施工验收 

1.家居控制系统的分类及特点 

2.获取需求的步骤及方法 

3.需求报告的格式 

4.家居控制系统的结构设计 

5.根据需求设计系统技术方案 

6.根据技术方案对设备选型 

7.系统结构图和施工图的绘制 

2 窗帘控制系统 

3 空调控制系统 

4 无线家电控制系统 

5 无线场景控制 

考核点 2：家居安防系统 

6 家居报警系统 
1.家居安防系统的需

求分析 

2.家居安防系统的设

计 

1.家居安防系统的分类及特点 

2.获取需求的步骤及方法 

3.需求报告的格式 

4.家居安防系统的结构设计 

5.根据需求设计系统技术方案 

6.根据技术方案对设备选型 

7.系统结构图和施工图的绘制 

7 家居可视对讲系统 

考核点 3：家居布线与通信系统 

8 综合布线系统 1.综合布线设计 

2.安全防护接地设计 

3.有线电视用户分配

网的设计 

与管理 

4.系统的施工、验收 

1.传输媒介的分类 

2.家庭网关的标准规范 

3.专用仪表使用知识 

4.网络设备参数的设置 

5.用户分配网有线电视系统设计知 

识 

6.综合布线产品选型的知识 

7.系统架构搭建的基本知识 

8.组网设备的基本知识 

9.有线电视系统的验收知识 

9 通信系统 

 

（六）质量管理 

1.学校和系部建立专业艰涩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和监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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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监督、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

培养规格。 

2.学校和系部完善教学管理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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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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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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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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群逻辑： 

物联网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其涵盖领域非常广，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端技能型人

才支撑。物联网体系结构主要由四个层次组成：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应用层。其中感

知层主要是通过各种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网络层主要通过传感网传输数据；平台层主要是

使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现支撑跨行业、跨应用、跨系统之间的信息协同、共享、互通

的功能；应用层主要包括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家居、智能物流、智能电力等行业应用。

这四个层次，分别涵盖了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

所以将这四个专业组成“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 

 

专业群：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 

名称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 

群内专业 1、物联网应用技术     2、计算机应用技术      3、软件技术    4、 计算机网络技术  

核心专业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群内 

资源共享 

（1） 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④ 信息技术应用基础，72 课时。 

⑤ 计算机网络基础，54 课时。 

（2）专业群师资共享 

软件技术教学团队、计算机网络技术教学团队、计算机应用技术教学团队。 

（3）专业群基地共享 

软件开发综合实训室、企业信息管理综合实训室 

软件测试综合实训室、软件开发实训室 

数据库实训室、网络综合实训室 

网络组建综合实训室 

 

专业特色： 

3. 依托“远望谷物联网技术学院”的省级协同育人平台、“校政企”三方共建的“众

创空间”平台、紧密联系广东省职教产业集团，引入广东省物联网协会的行业人

才认证标准，校企深度合作培养物联网应用技术人才。 

4. 教学重点紧密围绕广州市物联网产业布局和产业优势，以城市服务（智慧城市、智

慧社区、智能家居）为发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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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创新创业教育】 

（一）培养思路 

认真贯彻和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

办[2015]36）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粤教高

[2015]16）精神，将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作为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通过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改善创新创业实践条件，深化校企社政协

同育人，加强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本专业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

力。 

（二）培养阶段 

1.意识培养阶段：围绕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启蒙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使

学生了解创新型人才的素质要求，了解创业的概念、要素与特征等，使学生掌握开展创业活

动所需要的基本知识。 

2.能力提升阶段：解析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洞察力、决策力、组织协调能力与领

导力等各项创新创业素质，使学生具备必要的创业能力。 

3.环境认知阶段：引导学生认知当今物联网企业及行业环境，了解创业机会，把握创业

风险，掌握商业模式开发的过程，设计策略及技巧等。 

4.实践模拟阶段：通过创业计划书撰写、模拟实践活动开展等，鼓励学生体验创业准备

的各个环节，包括创业市场评估、创业融资、创办企业流程与风险管理等。 

（三）培养措施 

本专业从课程体系设计、改革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等方面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

和创业能力。具体做法如下： 

1.构建创新创业阶梯课程体系。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指导、物联网技术基础、传感器

与数据采集、无线组网技术、物联网技术综合实训、物联网系统集成、智能设备开发、智慧

社区建设与管理、物联网创新创业项目实践这些课程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阶梯课程体系，教

学内容嵌入创新创业知识，从意识培养、能力提升、环境认知、实践模拟四阶段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 

2.组建本专业“创之梦”创新创业训练营和“粤嵌众创空间”，组织学生参加省市院各

级创业大赛、举办过系列创新创业讲座和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各级创新创业相关比赛有：《全

国（广东省）“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中国（广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创青春”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嬴在广州”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州

青年创业大赛》，培养创新竞赛和创业意识。 

3.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项目广东省选拔赛”、“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物联网应用技术”、“广州市属高职院校物联网应

用技术竞赛”、“广东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高职组）”及创业设计类竞赛为载体，开展

专业技能教育，教学中带入产业技术和学术前沿，鼓励学生参与到老师的科研课题中，激发

学生创业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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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第二课堂】 

（一）以国学活动为代表的体现文化素质教育的学习和其它形式活动。学生们每年都参

加学院国学经典诵读大赛、国学院清心茶艺社活动和比赛、艺术团活动、职业礼仪协会活动

和相关讲座、图书协会相关读书和文化活动、语言与演讲协会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加强学

生的美育教育。 

（二）以培养创新创业意识、提高实战技能为宗旨的周末企业第二课堂；组建本专业创

新创业训练营，组织学生参加省市院各级创业大赛、举办系列创新创业讲座和创新创业实践

活动。参加各级创新创业比赛包括：《全国（广东省）“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中国（广

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青春”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嬴在

广州”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州青年创业大赛》。 

（三）学生参与以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为形式的课外实践活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高职组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项目广东省选拔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选

拔赛——物联网应用技术》、《广州市属高职院校物联网应用技术竞赛》、《广东省大学生计算

机设计大赛（高职组）》 

（四）学生的各种社团活动、文体活动，学院 IT 服务协会、计算机协会开展系列专业

活动，包括组织为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开展计算机技能培训、计算机软硬件维修活动、智能手

机使用技能培训活动、网络知识推广普及活动等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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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它社会志愿者活动：为广州市白云区景泰街社区长者开展计算机使用技能培训

（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智能手机使用技能培训活动、为社区居民开展 IT系列产品维修

与服务志愿服务活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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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议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1.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物联网应用操作员》（中级或高级）； 

2.工业与信息化部、电子学会《物联网设计工程师》（中级或高级）； 

3.工业与信息化部《移动程序开发（Android）工程师技术水平证书》。 

4.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资格（水平）考试程序员证书（或同级）； 

5.微软《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Master》系列项目证书。 

6. Google、华为、新大陆、物联网协会等知名企业和行业协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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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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 学分（创

新社会实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20 学分，公共选修课  10  学分， 总学分 

达  145.5 学分（学时达  2619  ）方可毕业。 

                                             

                                              编制人：许健才 

 审定人：时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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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业代码：61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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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立足广州，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

专业实践能力、团队合作意识、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具有 Photoshop、HTML5、CSS3、

JavaScript、JQuery、数据库、PHP、软件测试等专业理论与知识，掌握平面设计、移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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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息

大类（61） 

计算机类

（6102） 

应用软件开

发 6513） 

计算机与应用

工程技术人员 

（2-02-13） 

Web 前端工程师 

移动前端工程师 

软件测试工程师 

《Web前端开发职

业技能中级证

书》、《计算机程

序设计工程师技

术水平证书》、《软

件测试工程师水

平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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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开发、软件测试等专业技能，能够从事数据库系统管理、Html5前端开发、平面设计、移

动前端开发、软件测试等工作，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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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文书写作和人际沟通能力，能熟练使用计算机与办公软件，具备

阅读计算机专业英语报刊能力；具有扎实的信息科学专业知识与技能、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信

息安全意识，熟练掌握相关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 

（3） 人文与科学素质 

具有集体主义观念，良好的合作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能够与人和睦相处和交流，具有

一定的审美观，坚忍不拔的毅力，顽强的拼搏精神；具有善于钻研，实事求是的工匠精神，

勇于创新和实践。 

（4） 身心素质 

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积极乐观，团结互助，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能够承受岗

位工作的身心压力，善于化解压力；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工作一丝不苟，精益

求精，乐于奉献。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掌握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应用文写作、大学英语、信息技术应用基

础、国学精粹等知识。 

（2）专业知识 

掌握 Photoshop、HTML5、CSS3、软件测试、移动 APP 项目开发、软件测试等知识。 

3.能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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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通用能力 

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能熟练地用中文完成专业技术报告并借助辞典阅读英文专业文

献。 

社交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够完成团队组织与协调管理，善于同他人密切合作。 

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够学习、更新和使用各类办公软件完成相关工作。 

创新和创业能力：能够参与或主持创新创业活动、竞赛和项目。 

程序设计能力：能使用高级语言开展程序的编码、调试和维护工作。 

数据库系统管理能力：能从事数据库系统的运营与维护工作。 

（2）职业专门能力 

平面设计能力：能从事平面设计、网页设计等工作。 

移动 APP 项目开发能力：能从事移动 APP 系统项目的开发与测试工作。 

软件测试能力：能从事 WEB 功能测试、WEB 性能测试、移动 APP 测试等工作。 

（5）职业拓展能力 

具有项目需求分析、时间管理、技术管理、流程管理、缺陷管理、销售管理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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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前端 

工程 

师★ 

1.与交互设计师、 视觉设计师协作，

使用图形图像处理工具开展 UI 界面

产品设计 

2.根据 UI 界面设计图使用 Html+CSS

开展 WEB 端静态网页设计工作，通

过使用 HTML5+CSS3+Bootstrap 前端

框架完成 WEB 端页面美化工作 

3.负责 JavaScript+JQuery 数据处理、

复杂 Ajax 交互开发、Web 接口设计与

开发、HTML5/CSS3 代码质量控制工

作 

4.使用 HTML5+CSS3+MySQL+PHP

完成移动端动态网站开发工作。 

1.图像编辑与处理能力 

2.网站构建静态 WEB 网页设计能

力 

3.基于 HTML5+CSS3 的页面美化

能力 

4.基于 JavaScript、JQuery、Ajax、

MySQL、PHP 的 WEB 端及移动

端动态网页设计能力 

图形图像处理 

前端设计技术 

前端交互技术 

数据库原理与 MySQL

应用 

HTML5 移动端开发 

HTML5 前端开发高级

技术 

PHP 动态网站开发 

2 

移 动

前 端

工 程

师 

1.HTML5 页面开发设计 

2.基于 Android 系统的 APP 的 SDK 开

发、打包、调试 

3.H5 页面嵌入 JavaScript 代码与原生

安卓系统、SDK 交互的开发、调试 

4.基于 Android 的 APK 安装文件的打

包调试 

1.Html5 移动端静态网页设计 

2.结构化程序及面向对象程序的

设计能力； 

3.运 用 CSS3 美化网站页面样式

和结构 

4.数据库设计与管理能力 

5.使用 Vue 组件、Vue 工程化开

发、Vue 路由、Vue 状态管理进

行网站架构设计。 

图形图像处理 

前端设计技术 

前端交互技术 

数据库原理与 MySQL

应用 

HTML5 移动端开发 

HTML5 前端开发高级

技术 

PHP 动态网站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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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软 件

测 试

工 程

师 

1.根据产品需求和设计文档，制定测

试计划，设计测试用例 

2.设计具有易用性、健壮性、可维护

性的测试框架 

3.根据测试用例开展测试工作，对缺

陷进行跟踪，及时解决问题 

4.对编写完的测试用例进行评审与维

护。 

1.测试计划编写能力 

2.测试用例编写能力 

3.WEB 端的软件功能测试能力 

4.移动端的软件功能测试能力 

5.软件性能测试能力。 

软件测试基础 

软件功能测试 

移动测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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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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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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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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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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作,了解身

体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健康指标、常见

运动损伤和预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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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参与体育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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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智慧树学习平台 

8、学生心理健康信息化

管理平台 

9、大学生心理健康活动

与技能竞赛等校内外实

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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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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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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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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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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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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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国 学

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觉践行中华

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

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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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悉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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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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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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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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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生涯规

划书的制定与撰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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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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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职

业准备，掌握求职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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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能进行个人

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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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撰写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创新创

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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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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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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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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创新创业商业计划书；能依流程申

请设立企业，并进行运营管理；具备求职

技能，能快速适应职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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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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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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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 际

与 口

才 

具有的较强人际交往能力、语言表达技能

和语言文化素质的，提升学生的勇气、自

信和团队合作精神。 

 

语言沟通、非语言沟通、人

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与技巧、

人际交往障碍与克服、几种

基本人际关系沟通和口才训

练 

 

课程采用讲解、示范、录

音、录像、试讲、讲评、

模拟表演、观摩等多元互

动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在

有效职业情景的训练中，

切实锻炼与提高交际能力

和口头表达能力。 

12 

高 等

数学、

经 济

数学 

1、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数学素质和数学文化，把数

学思想、方法延伸到其它课程的学习中。 

 2、知识目标 

  掌握微积分的基本运算,熟练线性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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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微积分、线

性代数、概率统计的基本概念，等等。 

3、能力目标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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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成非均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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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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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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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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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语

言 程

序 设

计 

了解 C 语言程序设计的基础

知识，掌握程序设计的基本

能力 

1.C 语言程序概述 

2.C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3.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4.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5.循环控制结构程序设计 

6.数组与字符串 

7.函数与变量 

要求采用项目任务驱动的多层次、

立体化教学过程，使学生顺利完成

项目任务，通过项目实施过程演

练，实现学生实践技能和职业能力

目标的达成。 

2 

JAVA

语 言

程 序

设计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帮助学

生掌握面向对象的编程设计

思想和 Java 的基本语法、常

用技术，并能运用 Java 技术

和基本开发工具进行程序设

计。 

1.Java 和 Eclipse 集成开发环

境 

2.Java 基本程序设计 

3..数组、字符串 

4.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5.异常处理 

6.输入/输出处理 

7.多线程 

要注重潜移默化和行为养成，从程

序的书写格式、必要的注释、标识

符命名约定规则、规范的数据封

装、帮助文档的生成、异常处理、

程序包的整理等方面展现软件从

业人员的工作过程和工作规范。 

3 

数 据

库 原

理 与

应用 

掌握数据库基本原理，能独

立进行 MYSQL 的安装与配

置，完成数据库设计、创建

表和查询，能够使用 SQL 语

句进行数据库高级编程。 

1．MYSQL 数据库及表的创建 

2.数据插入、删除、修改、查询 

3.视图、存储过程、触发器 

4.数据库安全管理 

以让学生掌握数据库的管理和开

发为出发点,充分利用各种先进的

教学方法和手段,着力强调课堂教

学的效果;通过加强以上机练习为

主的实践教学,注重提高学生应用

数据库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 

PHP

动 态

网 站

开发 

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

握使用 PHP 各方面的知识，

掌握基本的网站设计技巧，

具备一定的网站编程能力，

并能较熟练应用 PHP 在

WINDOWS 环境下进行网站的

编程。 

1.动态网站设计的基础 

2.PHP 开发工具的使用及服务器

环境配置 

3.PHP 核心应用 

4.PHP 操作 MySQL 数据库 

5.PHP 项目实战 

以项目为单位组织教学内容并以

项目活动为主要学习方法，学生通

过对多个具有层进关系的项目的

学习，技能得到反复训练，能力逐

步提高。通过分组教学，可以充分

利用组内优先学生资源带动小组

的学习，以达到互帮互学的目的，

同时培养学生交流合作的能力。 

5 

图 形

图 像

处理 

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

握 Photoshop CS 软件的操

作，具备中高级图形图像处

理能力，获得一定的平面设

1.安装和删除PhotoshopCS软件

及相关插件 

2.图像文件的基本操作、图像文

件的颜色设置、标尺网格与参考

以让学生掌握图形图像的工具和

设计为出发点,充分利用各种先进

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着力强调课堂

教学的效果;通过加强以上机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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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知识，能对网页进行版面、

图形的设计与处理，提升网

站和软件界面的设计水准。 

线的设置 

3.使用选取工具抠取图像并合

成图像 

4.使用文字工具制作特效字 5.

使用通道、蒙板、滤镜等制作特

效  

为主的实践教学,注重提高学生应

用 PhotoShop 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6 

UI 界

面 设

计 技

术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全面了解 UI 设计的发展过

程、近年移动设备发展、设

计的基本原则等方面的知

识，让学生掌握 UI 设计的表

现方法和制作技能，提高学

生设计审美能力；  

1.UI 设计流程，设计创意及案例

欣赏 

2.精细 UI 图标设计与制作 

3.WEB 界面 UI 设计与制作 

4.优秀品牌 UI 设计作品的欣赏

与临摹 

5.自由创意作品制作 

要求采用项目任务驱动的多层次、

立体化教学过程，使学生顺利完成

项目任务，通过项目实施过程演

练，实现学生实践技能和职业能力

目标的达成。 

7 

前 端

设 计

技术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理解 HTML、CSS、HTML5、CSS3

等基本的理论知识；掌握应

用上述理论知识，制作基本

网页、设计网页布局、实现

多样化及良好客户体验的页

面效果等应用技能；培养学

生的创新意识，设计特色网

页 

1.使用 HTML 制作静态网页 

2.使用 CSS 设计页面样式 

3.使用 CSS3 新特性开发、美化

静态页和动态页面样式 

4.使用 HTML5 标签美化页面 

5.使用 HTML5 制作移动端静态

网页 

6.使用 HTML5 美化静态网页 

教学内容包括了HTML5+ CSS3的理

论及应用。本课程基于HBuilder

实训平台开展教学，将理论教学与

实践教学融为一体；通过超星课程

平台向学生提供交互式的线上线

下的学习环境，增强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高教学质量；  

8 

前 端

交 互

技术 

培养网页设计、网页美工以

及 WEB 综合开发的初、中级

专业人才，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学生能掌握 JavaScript

语言的基本编程思想，并能

熟 练 利 用 JavaScript 和

JQuery控制 WEB页面各级元

素，实现 WEB 前端的验证、

动态展示等任务。 

1.JavaScript 基础语言、函数、

面向对象的功能 

2.jQuery 中选择、插件、事件

和动画的功能 

3.JavaScript OOP、原型链、常

用设计模式等原生方式开发网

页的功能 

4. Ajax 技术，实现异步刷新，

异步获取数据的使用方法 

运用采用项目教学法，教学过程围

绕项目的解决策略和过程展开，通

过导向任务、操作示范演练、训练

与逐个指导等环节，将培养学生知

识与技能单元能力的过程设计为

边讲边练的过程，引导学生独立思

考，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9 

软 件

测 试

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

该了解并掌握软件产品质量

保证的基本思想和科学体

系、软件测试过程和策略、

软件测试的方法、技术和工

具的使用，为全面掌握软件

技术和软件项目管理打下坚

实的基础。 

1.软件测试背景、软件缺陷和故

障的概念、意义。 

4.软件测试过程中单元测试、集

成测试、系统测试、验收测试的

主要任务和过程； 

5.白盒测试的基本概念、覆盖测

试方法、路径分析测试法。 

6.黑盒测试的概念和两个典型

问题、等价类划分法、边界值分

析法、因果图法和决策表法。 

课堂教学与上机实训相互结合，宏

观上以“飞机订票系统”项目驱动

教学，微观教学单元采取“三角形”

和“日期判断”两个案例，采取任

务驱动、问题牵引等方法开展教学

学做一体法：以学生为中心，实现

“教、学、做”的有机融合 

1

0 

软 件

功 能

测试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

该掌握流行的开源项目管理

工具禅道、自动化测试工具

1.敏捷测试定义、流程、团队组

织构成；测试对象分析、测试任

务分配、测试平台配置 

按照理论实践一体、课内外互补、

课堂教学与上机实训相互结合的

课程设计指导思想，以任务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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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nium、性能测试工具

Jmeter，了解敏捷测试理论、

测试方法及测试工具在敏捷

开发项目中的具体应用，为

更好地适应当前软件测试岗

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2.测试用例管理、测试用例设计 

3.测试套件设计、测试版本创

建、测试环境搭建、执行冒烟测

试、执行正式测试、测试执行规

范、缺陷跟踪处理、确认回归测

试、测试报告输出 

4.自动化测试简介、Selenium

基础、Selenium 实施 

5. 性能测试需求分析、性能测

试工作实施 

为载体组织教学内容，突出学生的

主体地位，实现“教、学、做”的

有机融合 

 

（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四）专业核心课程 （6-8 门） 

核心课程 1 Java语言程序设计 

学  期 2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45 

能力进阶 

第三阶段 

综合技能培养 

JAVA 语言程序

设计 

第五阶段 

职业综合能力培养 

 

 

 

 

 

 

毕业 

岗 位

训练 

 

HTML5 移动端

开发 

 

前端高效开发框

架技术与应用 

 

移动测试技术 

 

计算机应用职业

资格认证课程 

 

企业教学 

图形图像处理 

前端设计技术 

PHP 动态网站

开发 

软件测试基础 软件功能测试 

职业英语 2 

第二、三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四、五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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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语言程序设

计 

 

高等数学 

信息技术应用

基础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职业英语 1 

UI 界面设计

技术 

移动测试技术 

数据库原理与

应用 

Python 语言程

序设计 

前端交互技术 



 67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 Java语言基础 项目 1：Java 基础程序设计模块 

模块二 Java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异常处理 
项目 2：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模块 

模块三 
多线程、Java 类库简介、泛型、Java

类集、Java输入输出、图形用户界面 
项目 3：Java 应用程序设计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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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驱动。 

课堂教学中，以任务驱动教学法为主，通过任务的解决实现必备知识、技能的学习与训练。

通过任务来驱动课堂教学，在任务解决的过程中实现师生互动，并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进行引

导。 

2.贯彻职业素质与职业道德的培养。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潜移默化和行为养成，从程序的书写格式、必要的注释、标识符命名

约定规则、规范的数据封装、帮助文档的生成、异常处理、程序包的整理等多个方面向学生展

现一名软件从业人员的工作过程和工作规范，并从严要求学生遵循相应的原则和规范。 

3.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开展线上线下教学。 

本课程建有网络课程，通过把多种教学资源上网，把课堂向课后延伸，使学生的学习不受

时间、地点的限制。此外，多家合作企业还提供了多种教学资源，为学生的自主学习、研究性

学习和扩充性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核心课程 2 软件功能测试 

学  期 3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54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  教学活 设计 

模块一 敏捷测试基础 

掌握分析测试对象、分析测试需求 、设

计测试用例、搭建测试环境、执行测试

用例、跟踪处理缺陷、输出测试报告 实

施自动化测试、实施性能测试等方法和

流程 

项目 1：ECShop项目需求分

析 

项目 2：ECShop项目测试计

划 

模块二 测试平台使用 

掌握测试平台中产品团队设置、角色权

限设置、团队用户设置、产品信息设置、

维护产品模块、用户故事编写等方法。

项目 3：禅道录入 ECShop

项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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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测试用例属性管理、测试用例评审

管理、测试用例变更管理 

模块三 功能测试实战 

掌握执行冒烟测试、执行正式测试、功

能测试、流程测试、安全测试、兼容测

试、前端性能测试、接口测试方法 

项目 4：使用 TestPlatform

对 ECShop进行功能测试 

模块四 自动化测试实

战 

掌握 Selenium浏览器操作、Web元素定

位、Xpath定位、鼠标操作、键盘操作、

frame 框架定位、 UnitTest 应用、

HTMLTestRunner方法 

项目 5：使用 TestPlatform

对 ECShop进行自动化测试 

模块五 性能测试实战 

掌握性能测试需求分析与定义和指标分

析与定义，构建测试模型，设计场景用

例和脚本用例，构造测试数据并开发测

试脚本；场景设计与实现、场景执行与

结果收集，分析结果并输出报告，最终

性能调优与回归测试 

项目 6：使用 JMeter 对

ECShop 进行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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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驱动。 

课堂教学中，以任务驱动教学法为主，通过任务的解决实现必备知识、技能的学习与训练。

通过任务来驱动课堂教学，在任务解决的过程中实现师生互动，并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进行引导。 

2.贯彻职业素质与职业道德的培养。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潜移默化和行为养成，从程序的书写格式、必要的注释、标识符命名约

定规则、规范的数据封装、帮助文档的生成、异常处理、程序包的整理等多个方面向学生展现一

名软件从业人员的工作过程和工作规范，并从严要求学生遵循相应的原则和规范。 

3.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开展线上线下教学。 

本课程建有网络课程，通过把多种教学资源上网，把课堂向课后延伸，使学生的学习不受时

间、地点的限制。此外，多家合作企业还提供了多种教学资源，为学生的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

和扩充性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核心课程 3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学  期 3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45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 数据库及表的创建 
项目 1：数据库及表的创建与维

护 

模块二 数据插入、删除、修改、查询 项目 2：SQL 语句的运用 

模块三 视图、存储过程、触发器 项目 3：数据库高级管理 

模块四 数据库安全管理 
项目 4：数据库备份和恢复；安

全配置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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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的宗旨：以让学生掌握数据库的管理和开发为出发点,充分利用各种先进的教学方法

和手段,着力强调课堂教学的效果;与此同时,通过加强以上机练习为主的实践教学,注重提高学生

应用数据库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采用多种方法的组合教学手段：全部教学在电脑机房上课，理论教学和实训操作相结合。授课

采用投影+课件、网络+交流讨论，以及边讲、边看、边做、边讨论等多种教学手段。实训采用专

门设计的案例，学生操作为主，精讲多练，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3.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开展线上线下教学。 

 

核心课程 4 前端设计技术 

学  期 3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54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 使用 HTML5 

开发静态网页 

掌握 HTML5掌握文本控制标记、

图像标记、超链接标记、结构元

素、页面交互元素的综合使用 

项目 1：创建第一个 HTML5 页面 

项目 2：HTML5 百科页面 

项目 3：制作电影影评网 

模块二 使用 CSS3 基

本属性及各种选择器

选择页面元素 

掌握 CSS3 基本属性、选择器、

单位、字体样式、文本样式、颜

色、背景、区块、网页布局属性 

项目 4：制作服装推广软文 

项目 5：制作网页设计软件 

项目 6:制作音乐排行榜 

模块三 使用 CSS3 新

特性优化页面样式 

使用 CSS3 的选择器、边框特性、

颜色、字体、盒阴影、背景特性、

盒模型、渐变、过渡、多列布局、

弹性布局美化页面 

项目 7：制作网页焦点图 

项目 8：制作信息登记表 

项目 9：制作音乐播放界面 

模块四 使用

HTML5+CSS3 进行网

站设计与制作 

使用 HTML5+CSS3 综合设计并

实现 PC 端和适配移动端的网站 

项目 10：制作工作日天气预报 

项目 11：制作电商网站首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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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内容包括了 HTML5+ CSS3 的理论及应用。本课程基于 HBuilder 实训平台开展教学，将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融为一体；通过超星课程平台向学生提供交互式的线上线下的学习环境，增

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运用采用项目教学法，教学过程围绕项目的解决策略和过程

展开，通过导向任务、操作示范演练、训练与逐个指导等环节，将培养学生知识与技能单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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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设计为边讲边练的过程，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核心课程 5 前端交互技术 

学  期 4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54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 JavaScript 简

介 

讲述 Internet、HTML、JavaScript

及 JavaScript程序的编辑与调试。 重

点：WWW、HTML、JavaScript 概

念；JavaScript 程序的编辑与调试方

法。 

项目 1：完成第一个 JavaScript程

序 

项目 2：改变网页背景颜色 

项目 3：验证用户输入密码程序设

计 

模块二 JavaScript 语

法结构 

JavaScript 语言的变量和数据类型、

表达式与操作符、控制流和函数、

使用事件触发。 

项目 4：计算圆的周长和面积 

项目 5：打印金字塔图案 

项目 6：变成实现九九乘法表 

模块三 自定义对象

和函数 

对象和实例、数组对象的概念，以

及怎样在 JavaScript 中使用对象，函

数的定义和使用 

项目 7：查找最大值最小值 

项目 8：二位数组的转置 

项目 9：求斐波那契数列第 N 项的

值 

模块四 内置对象 
String 对象、math 对象、data 对象

以及其他对象。 

项目 10：制作年历 

项目 11：表单生成器的制作 

模块五 BOM 对象和

DOM 对象，事件的处

理 

BOM 对象全局作用域，DOM 对象，

节点树，事件处理 

项目 12：利用定时器制作限时秒杀 

项目 13：列表的增加和删除操作 

项目 14：鼠标拖曳效果实现 

模块六 正则表达式

应用，Ajax 和 JQuery 

正则表达式使用，创建 Ajax 对象，

JQuery 的应用 

项目 15：表单验证 

项目 16：进度条文件上传效果实现 

项目 17：折叠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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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项目教学法。教学过程围绕项目的解决策略和过程展开，即学生需完成规定的任务和规定

的前端交互设计动作与步骤，以完成交互任务的质量、数量、时间、成本作为考核基本依据。在组

织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导向任务、讲解交互要领、操作示范演练、训练与逐个指导等环节，将培养

学生知识与技能单元能力的过程设计为边讲边练的过程，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的穿插安排，做

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教学内容与实践内容一体化，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保证教学质量

与效果。 

 

核心课程 6 HTML5移动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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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期 5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54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 Html5 移动

端静态网页设计 

使用 HTML5 新增语义化元素、页面

增强元素与属性及多媒体元素等功

能开发移动端页面 

 

项目 1：小鲜手机 

项目 2：宏基促销 

模块二 运用 CSS3 

美化网站页面样式

和结构 

使用 CSS3 的选择器、边框特性、新

增颜色、字体、盒阴影、背景特性、

盒模型、渐变功能设计移动端静态网

页 

 

项目 1：甲壳虫汽车 

项目 2：晨阳水油漆 

模块三  WEB APP

开发 

使用 Ajax 的 XML、JSON 数据格

式、 JSONP 跨域等功能创建态网

页，并解决应用中出现的问题，使用 

Bootstrap 前端框架进行快捷开发 

 

项目 1：亮视点游戏 

项目 2：自然之宝 

模块四 架构设计 

使用 ES6 基础语法、代码组织构建

前端程序并解决在应用中出现的问

题，使用 Node.js 的交互模式、事件

循环、函数路由构建高性能服务器端

环境，使用 Vue 组件、Vue 工程化

开发、Vue 路由、Vue 状态管理进行

网站架构设计。 

 

综合案例：爱丽时尚网 

（PC 端、WEB APP、轻应用、桌面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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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项目教学法。教学过程围绕项目的解决策略和过程展开，即学生需完成规定的任务和规定

的测试动作与步骤，以完成测试任务的质量、数量、时间、成本作为考核基本依据。在组织教学的

过程中，通过导向任务、讲解测试要领、操作示范演练、训练与逐个指导等环节，将培养学生知识

与技能单元能力的过程设计为边讲边练的过程，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的穿插安排，做到理论教

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教学内容与实践内容一体化，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保证教学质量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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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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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9 0920251 交际与口才 2 36 26 10 2

10 0320043 高等数学 2 36 36 0 √ 2

11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27.5 495 335 160 16 8 0 0.5 2 0 10 180

扩展能力

模块
12 216 72 144 0 4 4 2 0 0

1 0620468 信息技术应用基础 4 72 18 54 √ 4 1

2 0620204 计算机网络基础 3 54 18 36 √ 4 2

3 0620696 Python程序设计 3 54 18 36 √ 4 3

10 180 54 126 4 0 4 4 0 0

1 0620487 C语言程序设计 4 72 36 36 √ 4 1 0620489 PHP综合实训 2 36 1 3

2 0620186 JAVA语言程序设计 4 72 36 36 ▲ √ 4 2

3 0620167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3 54 27 27 ▲ √ 4 3

4 0620739 PHP动态网站开发 3 54 27 27 ** 4 4

14 252 126 126 4 4 4 4 0 2 36

1 0620518 图形图像处理 3 54 18 36 ** 4 1 0620692
Html5前端开发综合实

训
2 36 1 4

2 0620627 UI界面设计技术 2 36 18 18 ** 2 2 0620693 企业教学（teaching

by enterprise）
9 162 9 5

3 0620703 前端设计技术 4 72 18 54 ▲ √ 4 3 0620694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

业论文（设计、实习报

告）

18 324 18 6

4 0620639 前端交互技术 4 72 18 54 ▲ √ 4 4

5 0620675 Html5移动端开发 4 72 18 54 ▲ 4 5

6 0620704 软件测试基础 4 72 27 45 4 6

7 0620679 软件功能测试 4 72 18 54 ▲ 4

25 450 135 315 0 8 10 4 4 0 29 522

1 0620788 云计算技术 3 54 18 36 √ 4 1

2 0620653 移动测试技术 4 72 18 54 4 2

3 0620518 前端高效开发框架技术与应用 3 54 18 36 4 3

4 0620383 管理信息系统 3 54 18 36 √ 4 4

5 0620248 Html5动画设计 2 36 0 36 ** 2 5

6 0620113 计算机应用职业资格认证课程 3 54 0 54 ** 4 6

7 0619978 计算机专业英语 2 36 18 18 √ 2 7

8 0619843 Unity3D游戏开发与设计 3 54 18 36 4 8

9 0619708 中华传统礼仪 1 18 12 6 1

10 0619573 国学经典导读与数字化资源开发与应用 1.5 27 18 9 1.5  9

12.5 225 69 161 0 3 2 4 4 0 0 0

101 1818 791 1032 24 27 24 19 10 0 41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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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二)

小计

合计 合计

小计小计

2

序

号

课程代

码
学时

公共选修课（小计）

基本素质

与能力）

在4个学期内完成

考核

方式

序

号
学分

课程类

型

综合实践教学

理论 学分

小计

教学模块

核心

课程

课堂教学

内容
学

期

序

号
学时 周数课程名称

核心

课程
实践

学期周学时数
课程代码

小计

3

专业能力

拓展模块

（专业选

修课）

小计

5

公共基

础课程

（必修

课）

4

小计

小计

小计

单项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考试

方式

专业

（技

能）课

程

2

综合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专业群平

台课程

(必修)

小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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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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791 30.95% 

实践教学 无 1769.5 69.23% 

必修课 
公共基础必修课 37.5 675 26.41% 

专业（技能）必修课 80 1440 56.34% 

选修课 
专业（技能）选修课 12.5 225 8.80% 

公共选修课 12 216 8.45% 

总学时 142 2556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队伍结构 

学生数与本专业专任教师数比例不高于 25：1，双师素质教师占专业教师比例一般不低

于 60%。 

2．专任教师 

专任教师应具有高校教师资格；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具有计算机应用及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讲师以上职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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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双师素质资格，熟悉前端开发等岗位工作流程，熟练

掌握相关设计、开发工具的使用，具有 WEB前端开发、移动应用开发、软件测试技术等项目

开发经验。 

3．专业带头人 

专业带头人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能够较好地把握国内外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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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开展教学科研工作能力强，在本区域或本领域具有一定的专业影响力。 

4．兼职教师 

兼职教师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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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以上相关专业职称，本科以

上学历，具有三年及以上 WEB前端开发、移动应用开发、软件测试等岗位工作经历，有一定

的岗位技能培训经验优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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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课程师资配置与要求 

专业课程群 专兼教师配置情况 教师专业能力、素质要求 主要课程 课时 

前端开发类 
校内教师 5 人 

企业兼师 2 人 

校内教师：具有复杂网

页设计开发能力和网站架

构设计规划能力 

企业兼职教师：有三年

及以上前端开发岗位工作

经历，有一定的岗位技能培

训经验 

图形图像处理 54 

UI 界面设计技术 36 

前端设计技术 72 

前端交互技术 72 

Html5 移动端开发 72 

软件测试类 
校内教师 4 人 

企业兼师 2 人 

校内教师：具有软件功

能测试、软件性能测试、移

动测试能力 

企业兼职教师：有三年

及以上软件测试岗位工作

经历，有一定的岗位技能培

训经验 

软件测试基础 54 

软件功能测试 72 

（二）教学设施 

类 型 实训基地（室）名称 主要承担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校内 

软件开发实训室 
简单计算器、高级计算器 

学生成绩管理系统 
C 语言程序设计 

软件开发实训室 贪吃蛇游戏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计算机基础实训室 
Win7、Word2010、Excel2010、

PowerPoint2010 等训练专项 
信息技术应用基础 

网络组建综合实训室 
TCP/IP 设置、IP 地址盗用检测、VMWare

虚拟机安装、静态路由设置 
计算机网络基础 

软件开发实训室 
数码照片的处理、宣传册设计、网页设计、

海报设计、名片设计、广告设计 
图形图像处理 

软件开发实训室 

色彩搭配、banner 构成、字体设计、光

影/透视原理实验、文字特效与图像纹理

和质感处理、图形设计制作与高级鼠绘、

动画、3D 与视频、封面设计 

UI 界面设计技术 

软件开发实训室 

HTML5 基础系列实验、HTML5 中 canvas 的

使用、HTML5 音频和视频的处理、CSS3 布

局及各属性应用实战、网站综合响应式处

前端设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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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软件开发实训室 

需求分析、交互基础操作、原型分析设计、

草图绘制、低保真原型检验、图标设计、

移动界面 APP 案例分析、内页设计、切

图与标注 

前端交互技术 

数据库实训室 
数据库的创建与管理，表的创建与管理、

查询、索引、存储过程、触发器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软件测试实训室 

功能测试、用户交互测试、安装与卸载测

试、兼容性测试、可用性测试、性能测试、

压力测试，Web 测试项目实战 

移动测试技术 

校外 

中软国际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移动开发顶岗实习 

前端开发顶岗实习 
企业教学 

上海博为峰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软件测试顶岗实习 企业教学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移动开发顶岗实习 

前端开发顶岗实习 
企业教学 

（三）教学资源 

根据本专业的要求编制，包括： 

1.教材选用 

（1）每门课建立课程团队，团队由校内专任教师、行业专家、企业兼师组成。每门课

程的教材由该课程团队成员指定；对于与职业岗位技能密切关联且无合适教材的课程，由课

程团队结合行业企业、岗位需求，编写课程讲义，报系部及学院教务处批准后实施。 

（2）对于专业课程，鼓励专任教师根据本校学生情况，编写并出版高质量教材。 

（3）教材原则上应该选用近三年出版、国家规划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 

图书馆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科研教研等需求，随时供师生借阅。其中专业

类图书包括物联网工程技术、网络技术、软件技术等图书。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 

（1）建设、配备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相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实训案例库、数

字教材等资源库，供学生使用。 

（2）为学生提供中国知识资源总库、读秀知识库、超星发现系统、维普期刊资源整合

服务平台、国研网、网上报告厅、中宏教研支持系统、新东方多媒体资源库等各类数据库

18个。 

（四）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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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教学质量为目标，以技能培养为核心，根据混合型学习理论，结合中高衔接人才

培养模式特点进行教学方法、手段与教学组织形式的设计，体现双模式融合教学模式。 

1、“一个对接” 

建议专业核心课程采用案例教学、现场教学、理实一体化教学等形式完成教学，实现教

学过程与工作过程对接。 

2、“二个结合” 

传统课堂与网络互动教学相结合； 

文字教材与多种媒体教学资源相结合； 

3、“多种形式” 

结合课程、教学资源及学生特点采用多种教学组织形式开展教学。如班级教学、分组教

学、自主学习、导师制、协作教学等教学组织形式。 

（五）学习评价 

1.实施以项目或技能操作等实践性过程考核代替传统课程考试的模式，采用“过程评价

+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着重突出学习效果和学生职业能力地培养； 

2.实行“以证代考”，即课程考核与岗位工作要求和国家职业资格、“1+X” 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鉴定相结合； 

3.推行“以赛促学”，学生的个性特长和特殊表现受到国家、省、市等不同奖励，可作

为基础学分使用（如技能大赛模块）。 

4. 考核形式：过程考核与终结考核相结合 

鼓励学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自主学习，根据课程的特点，过程性考核占综合成绩的

40%----60%。 

（六）质量管理 

1.学校和二级院系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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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二级院系通过完善教学管理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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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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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课等教研活动。 

3．学校通过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对生源情况、在校学业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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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群逻辑： 

物联网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其涵盖领域非常广，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端技能型人

才支撑。 

物联网体系结构主要由四个层次组成：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应用层。其中感知层

主要是通过各种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网络层主要通过传感网传输数据；平台层主要是使用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现支撑跨行业、跨应用、跨系统之间的信息协同、共享、互通的功

能；应用层主要包括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家居、智能物流、智能电力等行业应用。这

四个层次，分别涵盖了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所

以可将这四个专业组成“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 

专业群： 

名称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 

群内专业 1、 物联网应用技术  2、软件技术  3、计算机应用技术  4、计算机网络技术    

核心专业 物联网应用技术 

群内 

资源共享 

（1）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专业群平台共享课包括：信息技术应用基础（72 学时）、Python 程序设计（54 学时）、计算

机网络基础（54 学时），任课教师资质要求：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计算机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

上学历。 

（2）专业群师资共享 

软件技术教学团队、计算机网络技术教学团队、计算机应用技术教学团队。 

（3）专业群基地共享 

软件开发综合实训室、企业信息管理综合实训室 

软件测试综合实训室、软件开发实训室 

数据库实训室、网络综合实训室 

网络组建综合实训室 

专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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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按照移动软件企业技术标准开发 4门专业核心课程。采用了甲骨文、传智播客、

蓝鸥科技等 3家企业的真实案例作为实训课程的训练项目，校企合作建设优质教学资源库。 

推行与企业岗位相结合的“2+0.5+0.5”教学组织形式。大一、大二在校学习人文素养

课程、专业基本知识，掌握专业基本技能及核心能力，大三在校内外实习基地开展企业教学，

在全真项目资源与软硬件开发环境下，开展训练，分组完成企业项目，最后进入毕业实习阶

段，学生应聘适合的工作岗位，开展顶岗实习活动，实现学生综合能力与企业用人需求对接。 

十.【创新创业教育】 

（一）培养思路 

认真贯彻和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

办[2015]36）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粤教高

[2015]16）精神，通过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改善创新创业实践条件，

深化校企社政协同育人，加强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本专业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

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二）培养阶段 

1.意识培养阶段：围绕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启蒙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使

学生了解创新型人才的素质要求，了解创业的概念、要素与特征等，使学生掌握开展创业活

动所需要的基本知识。 

2.能力提升阶段：解析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洞察力、决策力、组织协调能力与领

导力等各项创新创业素质，使学生具备必要的创业能力。 

3.环境认知阶段：引导学生认知当今软件测试企业及行业环境，了解创业机会，把握创

业风险，掌握商业模式开发的过程，设计策略及技巧等。 

4.实践模拟阶段：通过创业计划书撰写、模拟实践活动开展等，鼓励学生体验创业准备

的各个环节，包括创业市场评估、创业融资、创办企业流程与风险管理等。 

（三）培养措施 

本专业的创新创业教育主要体现在素质教育、专业技能教育和课外活动中，着重职业规

划意识、风险意识、创新意识以及吃苦耐劳意识培养。 

在职业规划意识培养方面，学院统一开设有《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指导》素质教育课

程。通过介绍社会职业和职业生涯设计的有关知识，解释就业政策，分析就业形势，传授求

职择业基本方法与技巧，帮助大学生正确自我定位，能根据自身特点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进

行职业生涯的设计，调整择业心理，做好择业准备，以正确的价值观、择业观和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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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心态参与求职择业活动，增强大学生适应新的就业形势的能力，指导学生如何树立正

确的创业观，介绍自主创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提出自主创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基本

能力。 

在专业技能课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风险意识、创新意识和吃苦耐劳意识。在移动互联时

代，一部电脑、一台手机、一根网线就可以完成创业的基本流程，兼职专职都可以运作，本

方案开设的《移动测试实训》和《移动前端交互实训》实践课程采取项目制创业教学方式模

拟实现上述流程。学生根据市场需求自行寻找创业项目，研究制定项目计划、分工协作按期

完成项目任务。项目实现过程中，注重引导学生发散思维，创新性地设计实施方案和程序算

法，通过不同实施方案与优化程序算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课外活动注重融入创新创业意识教育，与企业合作，通过选拔考核方式在大二阶段挑选

部分学生组成为期 11周的第二课堂《HTML5开发技术实战》。活动由企业技术骨干主讲，专

任教师全程辅导，采用“情景仿真+分组讨论”方式组织教学，讲师布置研究课题，提供给

学生必要的资料，学生自主学习相关前导课程，学生小组之间相互讨论，研究解决方案，最

后完成项目任务。另外建有“创新创业孵化器平台”，仿真演练包括场地入驻、孵化培训、

技术支持、运营支持等场景，让学生体验创业流程。 

十一.【学生第二课堂活动】 

1．以国学活动为切入点的体现文化素质教育的学习和其它形式活动：国学讲座、国学

经典诵读大赛、国学院清心茶艺社活动和比赛、艺术团活动、职业礼仪协会活动和相关讲座、

图书协会相关读书和文化活动、语言与演讲协会活动等。 

2．提高实战技能为宗旨的周末第二课堂： HTML5项目实战、软件测试实战案例教学、 

Java实战案例教学。 

3．以培育创新创业意识的各类竞赛活动：创之梦创新创业训练营，全国（广东省）“挑

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中国（广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青春”广东

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嬴在广州”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州青年创业大赛以及一系列

创新创业讲座和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4．各种社团活动：学院 IT服务协会、计算机协会开展系列专业活动（包括组织为非计

算机专业学生的计算机技能培训、开展计算机软硬件维修活动、智能手机使用技能培训活动、

网络知识推广普及活动等）。 

5．以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为形式的课外实践活动：信息技术系系列课程竞赛、校级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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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大赛、广州市属高职院校物联网应用技术竞赛、广东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高职组）、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项目广东省选拔赛、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 WEB前端开发项目广东选拔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软件测试项目广

东选拔赛。 

6．学校和合作企业组织的就业指导和专业实践活动：IT前沿技术讲座、针对特定工作

岗位的企业宣讲。 

7．社会志愿者活动：为社区长者开展计算机使用技能培训（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

智能手机使用技能培训活动、为社区居民开展 IT系列产品维修与服务志愿服务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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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专业核心职业资格证书 

1．工业与信息化部《Web前端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或高级证书。 

2．工业与信息化部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资格与水平考试《软件测评师》中级证书。 

专业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1．ISTQB（International Software Testing Qualifications Board），全称为国际

软件测试认证委员会基础级 Foundation Level （CTFL）或高级 Advanced Level （CTAL）。 

2．全国信息技术水平考试计算机程序设计技术水平证书(JAVA语言)中级。 

3．工业与信息化部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资格与水平考试《数据库系统工程师》中

级证书。 

4．工业与信息化部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资格与水平考试《信息技术支持工程师》

中级证书。 

5．微软《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Master》系列项目证书中两个或以上。 

十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三年制）学生必须完成教学进度表所规定所有必修课程，取得必修课 117.5 学

分（创新社会实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12.5  学分，公共选修课  12  学分， 总

学分达到  142   学分（学时达 2556 ）方可毕业。 

                                               编制人：孟  昉 

 审定人：时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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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二年制现代学徒制班）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业代码：610201 

 

二.【入学要求】 

具有高中及同等学力的企业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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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立足广州，根据计算机 IT 运维行业服务标准，结合员工所在企业的岗位要求，

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专业实践能力、团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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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息

大类（61） 

计算机类

（6102）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I）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65） 

计算机与应

用工程技术

人员 

（2-02-13） 

桌面运维服务岗

位 

网络运维服务岗

位 

信息安全服务岗

位 

视频相关运维服

务岗位 

ITSS 证书； 

HCNA、

HCNP、HCIE； 

微软《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Master》系列项

目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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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意识、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并熟悉 ITSS服务规范，掌握 IT运维服务基本知识和技能，

具备桌面运维服务、网络运维服务、信息安全服务以及视频运维服务技能，适应产业转型升

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结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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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文书写作和人际沟通能力，能熟练使用计算机与办公软件，具备

阅读计算机专业英语报刊能力能够熟练操作各种常用应用软件；具有常用应用软件的安装、

调试、使用和管理、维护能力；具有一般应用程序和数据库系统的使用能力；具有以业务知

识为基础，专业操作能力、创新能力为标志的较高的职业素质。 

（3）人文与科学素质 

具有集体主义观念，良好的合作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能够与人和睦相处和交流，具有

一定的审美观，坚忍不拔的毅力，顽强的拼搏精神；具有善于钻研，实事求是的工匠精神，

勇于创新和实践。 

（4）身心素质 

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积极乐观，团结互助，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能够承受岗

位工作的身心压力，善于化解压力；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工作一丝不苟，精益

求精，乐于奉献。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掌握形势与政策、思想首先修养与法律基础、应用文写作、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

国学精粹等知识。 

（2）专业知识 

掌握计算机常用操作系统和各种常用应用软件的知识；掌握计算机网络的组成、原理、

分层协议、网络交换及路由、安全、计算机网络综合布线等相关知识；了解 VLAN、ACL、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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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安全、生成树、静态路由、ARP、VRRP/HSRP、NAT、SNMP、OSPF、RIP、PBR、DOT1X、VPN、

三层转发原理等协议；熟悉主流网络生产厂商的产品系列；掌握主流服务器的管理与配置。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具备一定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操作技能，能熟练使用计算机、服务器、网络等设备开展

技术服务，能应用国家信息安全相关标准开展工作；具备一定的专业英语应用能力，能在日

常工作中看懂相关英文资料或者其它内容；具备一定的沟通能力，能就工作中的技术问题与

客户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沟通。 

（2）职业专门能力 

具有管理 20 台以上服务器、20 台以上交换机、200台以上终端的技术能力；能维护网

络基础设施，会使用与管理常用数据库系统；能实施网络综合布线、机房安装，开展计算机

安全管理；能优化配置网络，熟练使用主流信息系统开发设计软件；能完成信息安全项目的

技术咨询和实施工作；能对各类视频监视与视频会议的硬件和软件设施进行管理和维护。 

（6）职业拓展能力 

具有管理小型或者中型团队的能力，具备项目管理与风险控制能力，具备撰写 IT 运维

服务项目工作总结报告、项目过程文件、项目总结等相关资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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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面

运维

服务

工程

师★ 

1、 根据客户

的需求，进行桌

面软件的维护、

更新； 

2、 根据客户

的需求，对计算

机硬件设备、基

础设施进行安

装和运行维护

工作。 

熟悉网络交换及路由、安全等相关技术及应用，具有

CCNA 及 H3CNA 相当水平。 

具有管理 10 台以上服务器、10 台以上交换机、50 台

以上终端的技术能力 

熟悉 windows XP/7/8 等主流操作系统的使用及管

理技巧 

能基本使用主流 linux 的操作及管理命令 

能基本使用 Vmware  Workstation/ESXi 等虚拟化系

统 

能较熟悉使用 Word、PPT、excel、project 等办公软

件 

能较熟悉使用服务器、网络、安全等开源管理工具 

能较熟悉操作及管理主流办公设备等外设 

能熟练处理所服务对象常见的技术问题 

能发现服务对象所存在的主要技术问题 

具有基本的技术研究及学习能力 

计算机网络基础 

信息技术基础 

计算机组成与维护 

IT 服务外包综合素质 

桌面服务岗位基础课程 

桌面服务岗位中级课程 

桌面服务岗位高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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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络

运维

服务

工程

师★ 

 

根据客户的需

求，对各类网络

基础设施和设

备进行网络管

理和维护。  

具备相当于 CCNP、HCNP/RCTE、H3CSE、RCNP/RCTE 认

证 

掌握 VLAN、ACL、端口安全、生成树、静态路由、ARP、

VRRP/HSRP、NAT、SNMP、OSPF、RIP、PBR、DOT1X、

VPN、三层转发原理等协议或技术。 

熟悉思科、华为、H3C、锐捷等主流网络设备厂家产

品线 

熟悉一个主流厂商的 IPS/IDS、防火墙、上网行为等

网络设备的调试和配置 

能够根据用户需求，进行设备选型、技术方案设计。 

了解常见光纤规格、接口种类、传输标准；能对光纤

故障进行简单定位。 

掌握 RJ-45、信息模块、配线架等联接器件施工和制

作方法； 

熟练使用双绞测试工具，进行线路故障处理 

具备管理、分析和维护中型网络(多出口、多核心环

网结构，网络信息点少于 2000 个）的能力 

能够根据实际网络环境，分析设备配置、通迅线路隐

患，出具网络优化方案，并实施 

具有信息安全意识，了解国家信息安全相关标准，并

能对网络设备进行安全加固设计和实施。 

熟练使用 Office WPS 等主流办公软件 

熟练 WindowsXP/7/8 等主流操作系统的使用技巧 

熟练使用 VISIO、易图等软件绘制拓朴图 

对交换机底层架构及原理有一定的了解 

了解综合布线系统相关国家标准 

掌握一款网络管理软件使用 

了解 Windows、Linux 服务器操作系统基本操作 

了解常见病毒的基本防范和处理手段 

能使用常见的办公设备，如：打印机、扫描仪等 

计算机网络基础 

信息技术基础 

计算机组成与维护 

IT 服务外包综合素质 

专业英语 

网络服务岗位基础课程 

网络服务岗位中级课程 

网络服务岗位高级课程 

3 

信息

安全

服务

工程

师 

根据客户的需

求，完成信息安

全的项目实施、

咨询和技术支

持工作 

了解信息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对管理及技术的要求。 

熟悉常见安全设备，如：防火墙、IPS、IDS、上网行

为、日志审计的基本配置与原理； 

熟悉主机操作系统、网络安全设备、应用软件等安全

加固要求，具备安全加固能力； 

掌握常见的漏洞扫描、基线检查等安全工具的使用。 

计算机网络基础 

信息技术基础 

计算机组成与维护 

IT 服务外包综合素质 

专业英语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服务岗位基础

课程 

信息安全服务岗位中级

课程 

信息安全服务岗位高级

课程 

4 
视频

运维

根据客户的需

求，对各类视频

了解当前主流品牌视频会议、视频监控系统产品线，

设备性能参数标准。如：海康威视、宇视、华为、H3C

计算机网络基础 

信息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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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工程

师 

监视与视频会

议的硬件和软

件设施进行管

理和维护。 

等 

根据实际需要，对视频监控系统/视频会议系统/大屏

显示系统/广播系统进行设备选型、出具设计方案 

掌握视频会议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大屏显示系统/广

播系统故障处理技巧，能够定位到部件级故障 

计算机组成与维护 

IT 服务外包综合素质 

专业英语 

视频服务岗位基础课程 

视频服务岗位中级课程 

视频服务岗位高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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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毛泽东思想 

12、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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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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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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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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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参与体育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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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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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国 学

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觉践行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审美

和人文素养，具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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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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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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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知识目标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悉儒家

思想主要旨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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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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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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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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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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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配备有基本设备的茶

室、琴室、书画室等国学

实训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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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生涯

规划书的制定与撰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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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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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职业准备，掌握求

职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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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能进行

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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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撰写规范的创新创业商业

计划书；能依流程申请设立企业，并

进行运营管理；具备求职技能，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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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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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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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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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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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增强国防观念、

1、中国国防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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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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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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应 用

写 作

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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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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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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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息

技 术

基础 

了解操作系统和办

公软件系统的基础

知识，具备使用计算

机操作系统和办公

软件完成相关项目

任务的能力。 

1.计算机系统操作与配置 

2.网络配置及互联网应用

与安全 

3.文档制作与管理 

4.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 

5.演示文稿的制作与展示 

使用多媒体教学及项目化案例，结合学生在学习

以及将来工作中的职业技能的需要进行选择，计

算机系统操作与配置、网络配置与及互联网应用

与安全、文档制作与管理、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

演示文稿的制作与展示、数据库的创建与管理等

六个教学单元进行，培养学生的实际计算机系统

以及办公软件的操作能力。 

2 

计 算

机 网

络 基

础 

对计算机网络整体上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

解，能对当前计算机

网络的主要种类和常

用的网络协议有较清

晰的概念。学会计算

机网络操作和日常管

理、维护的基本方法。

1.计算机网络概述 

2.网络体系结构与协议 

3.网络综合布线 

4.局域网技术 

5.IP 地址技术 

6.广域网技术 

7.网络设备及使用 

8.服务器与网络操作系统 

基于现代学徒制进行教学，采取学校理论教学与

企业实践教学交替进行的方式进行。整个课程的

教学围绕着组建一个小型局域网这一综合项目

而展开。按照组建局域网的步骤分割成多个单项

任务，在进行每一个单项任务的教学同时，讲解

该任务所需的相关理论知识。在学校学习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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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 Windows 服务器

操作系统操作和日常

管理、维护的基本方

法 。 初 步 掌 握 以

TCP/IP协议族为主的

网络协议结构，初步

培养在 TCP/IP 协议

工程和 LAN 上的实际

工作能力。 

9.网络管理与网络安全 

 

要完成课程理论部分的教学，同时兼顾行业要求

和企业的实际需求，使理论教学更贴近课程顶岗

实践岗位所需。在企业岗位实践学习开展过程

中，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将根据企业当前所能提

供的实践岗位，灵活采用“一师多徒、一徒多师、

一徒一师”多种形式的灵活配置师带徒。企业实

践教学主要按课程实践模块来开展，学徒学习可

以采用同时相同岗位顶岗学习或是在不同岗位

进行轮换顶岗学习的方式进行。 

3 

计 算

机 组

成 与

维护 

了解计算机的基本操

作以及初步掌握计算

机的组装、维护、维

修知识，培养学生的

计算机选购、组装、

系统设置、测试、维

护、维修及优化系统

的能力。 

1.硬件基础知识 

2.主板 

3.CPU 

4.内存 

5.存储设备 

6.机箱内其他组件 

7.外围设备 

8.便携式设备 

9.Windows 操作系统 

10.安装与更新 

11.配置与管理 

12.网络基础 

13.因特网 

14.共享与安全 

15.预防性维护 

16.故障排除 

17.绿色 IT 

 

通过简练的理论介绍，使学生能很快拓展知识

面，对多媒体计算机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教学内

容注重与传统的计算机系统结构类课程的衔接，

做到了教学内容经典与现代的结合。实践教学内

容方面，由基础理论入手，突出技能实操训练，

实践教学内容的组织按照由浅到深、循序渐进的

思路要求实操模块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先进性，

并能与职业技能证书考试相衔接。 

4 
专 业

英语 

了解计算机专业英语

专用词汇及表达式，

具备一定的计算机专

业资料阅读以及日常

口语表达沟通能力；

能够阅读工作中相关

专业设备的英文资

料、解决相应故障。 

1.技术知识和词汇 

2.网络科技查询 

3.软件安装使用 

4.技术问题解决 

通过情景演示、学生模拟、多媒体教学、角色分

配等方式，分小组开展教学，使得学生掌握各种

工作环境下专业英语的应用方式和方法；结合课

后知识内容的扩充，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应用运用

能力和职业能力。 

5 

IT 项

目 管

理 

了解项目管理、管理

过程、国际标准的基

本概念，初步掌握项

目管理的方法及工

具，具备进行小型项

目计划和控制的初步

能力。 

1.项目组织与项目团队管

理 

2.项目集成管理 

3.项目范围管理 

4.项目进度管理 

5.项目成本管理 

6.项目质量管理 

7.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针对合作公司信息系统集成项目经理岗位所要

求的主要基础知识以及应用技术，进行了理论知

识讲解及项目实训，使得学生掌握包括信息化相

关知识、项目管理相关知识，并具备能独立完成

中小型信息系统项目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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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项目沟通管理 

9.项目风险管理 

10.项目采购管理 

11.项目总结 

6 

职 业

资 格

认 证

课程 

了解计算机网络基本

理论知识的基础上，

学习华为路由器、交

换机的基本使用，初

步达到 HCNA 的水平。 

1.基础协议的应用 

2.VLAN 

3.冗余链路技术 

4.路由协议 

5.网络特性 

6.广域网 

 

根据华为 HCNA 认证的要求安排课程内容，以计

算机专业学生就业为导向，着重培养学生的动手

能力。掌握配置复杂 VLAN 以及 VLAN 排错、配置

链路聚合等等相关技能，同时培养学生的职业道

德、团体协作能力、规范安全操作能力、自我学

习能力、自我展示能力等 

7 

职 业

岗 位

认 知

实训 

能独立处理岗位工作

及任务；能独立跟进

项目流程工作；能独

立处理突发及意外情

况； 

具有吃苦耐劳的工作

精神和严谨的工作态

度；具备良好的服务

意识和市场观念；具

备勤劳诚信、善于协

作配合、善于沟通交

流等职业素养。 

1.能独立处理岗位工作及

任务：认识岗位工作；了

解工作流程。 

2.能独立跟进项目流程工

作：跟进流程；流程反馈。 

3.能独立处理突发及意外

情况：了解突发情况；处

理突发情况； 

4.经验总结与反馈；独立

跟进整个流程。 

以企业指导教师为训练学徒技术技能及素养的

主导者，企业指导教师现场演示、现场顶岗岗位

实践练习，企业指导教师现场指导、评定成绩。

主要针对客服管理员这一职业岗位的要求，把客

服工作作为重点教学内容。企业指导教师对学徒

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和监督，在训练过程中培养学

徒的知识能力、实践能力及其他 IT 职业素养能

力，并由企业指导教师完成对学徒工作态度、工

作效率、学习效果的现场考核工作，帮助学徒及

时改进和提高 

8 

扩 展

能 力

综 合

实训 

能连接交换机；能连

接路由器；能构建对

等网并进行文件夹、

打印机的共享设置； 

具有吃苦耐劳的工作

精神和严谨的工作态

度；具备良好的服务

意识和市场观念；具

备勤劳诚信、善于协

作配合、善于沟通交

流等职业素养。 

1.Windows 安装与配置 

2.绘制网络拓扑图 

3.文件权限及文件共享 

4.磁盘管理 

5.交换机的基本配置 

6.路由器的基本配置 

7.电子邮件服务器 

8.构建域控制器 

 

课程的教学围绕着学生职业技能提升而展开。有

多个单项任务，在进行每一个单项任务的教学同

时，讲解该任务所需的相关理论知识。在企业岗

位实践学习开展过程中，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将

根据企业当前所能提供的实践岗位，灵活采用

“一师多徒、一徒多师、一徒一师”多种形式的

灵活配置师带徒。企业实践教学主要按课程实践

模块来开展，学徒学习可以采用同时相同岗位顶

岗学习或是在不同岗位进行轮换顶岗学习的方

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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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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网络基础 

学  期 1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54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计算机网络概述 

网络体系结构与

协议 

1. 了解计算机网络的发展 

2. 计算机网络的组成 

3. 计算机网络的分类 

4. 计算机网络的拓扑结构 

5. 掌握 OSI 参考模型 

6. 掌握 TCP/IP 协议 

7. 熟悉其他网络协议 

多媒体教学 

网络综合布线 

1. 了解网络系统布线标准 

2. 了解网络布线线材 

3. 掌握基本的网络布线施工 

4. 了解的网络布线测试方法 

展示、多媒体教学 

1.认识网络传输介质 2.网线制作与测试 

企业指导教师现场演示、现场顶岗岗位实践练习，企业

指导教师现场指导、评定成绩 

局域网技术 

1. 了解局域网标准 

2. 认识以太网技术 

3. 掌握交换机的原理 

展示、多媒体教学 

能力进阶 

职业岗位认知实训

及初级课程 

职业岗位中级课程 

第四阶段：职业

综合能力培养 

 

 

职业岗位高级课

程、扩展能力综

合实训 

 

IT 服务外包综合素

质 职业岗位实训课程 

 

职业资格认证课程 

项目管理 

职业能力选修课（粤语

或驾驶证） 

 

第二、三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四学期 

第三阶段：拓展能力

培养 

第二阶段：岗位技能

培养 

第一、二学期 

 

信息技术基础 

计算机组成与维护 

计算机网络基础 

 

第一阶段：专业基

础及单项技能培养 

专业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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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了解无线局域网标准 

IP 地址技术 

1. 掌握 IPv4 地址与子网划分 

2. 了解 IPv6 地址 

多媒体教学 

1.子网的配置 2.超网的配置 

企业指导教师现场演示、现场顶岗岗位实践练习，企业

指导教师现场指导、评定成绩 

广域网 术 

1. 了解广域网连接 

2. 掌握路由器的原理 

3. 了解防火墙 
多媒体教学 

网络设备及使用 

1. 认识网络设备 

2. 交换机的使用 

3. 路由器的使用 

4. 无线局域网设备的使用 

企业指导教师现场演示、现场顶岗岗位实践练习，企业

指导教师现场指导、评定成绩 

服务器与网络操

作系统 

1. 文件夹共享 

2. DNS 服务 

3. Web 服务器的安装与使用 

4. FTP 服务器和客户端的安装

与使用 

5. Email 服务器和客户端的安

装与使用 

6. 远程控制的使用 

7. DHCP 服务器的配置与使用 

8. 代理服务器的配置与使用 

9. 组策略的配置与使用 

10. 数据备份与恢复 

企业指导教师现场演示、现场顶岗岗位实践练习，企业

指导教师现场指导、评定成绩 

网络管理与网络

安全 

1. 网络命令 

2. 以太网组网及故障排除 

3. 网络攻击与防范 

4. 企业级杀毒和防火墙 

企业指导教师现场演示、现场顶岗岗位实践练习，企业

指导教师现场指导、评定成绩 

 

教学实施说明： 

实训环境和条件： 

企业应提供与课程教学内容相符的顶岗实践工作环境。 

教学方法： 

本课程基于现代学徒制进行教学，采取学校理论教学与企业实践教学交替进行的方式进行。在学校学习中，主

要完成课程理论部分的教学，同时应兼顾行业要求和企业的实际需求，使理论教学更贴近课程顶岗实践岗位所需。

在企业岗位实践学习开展过程中，将根据企业当前所能提供的实践岗位，灵活采用“一师多徒、一徒多师、一徒一

师”多种形式的灵活配置师带徒。企业实践教学主要按课程实践模块来开展，学徒学习可以采用同时相同岗位顶岗

学习或是在不同岗位进行轮换顶岗学习的方式进行。但应确保在学习周期内，每个实践模块应不少于课程要求所需

的顶岗实践学时。在学徒顶岗实践学习中，主要由企业指导教师来完成教学工作，对学徒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和监督，

在训练过程中培养学徒的知识能力、实践能力及其它 IT 职业素养能力，并由企业指导教师完成对学徒工作态度、

工作效率、学习效果的现场考核工作，帮助学徒及时改进和提高。 

 

师资要求： 

由学校和企业明确指导教师选拔标准，本课程的校内教师应由讲师及以上职称骨干教师承担，企业指导教师应

由具备工程师及以上职业资格的技术技能业务骨干来承担。企业指导教师应进行职业教育教学理念和教育教学方法

的学习，具备先进的职业教育教学理念，掌握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具备较高的实践教学及综合执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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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课程考核采取学校理论考核与企业实践考核相结合、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随工实

践考核为主，并提供详细的随工考核记录。 

 

考核方式 考核时间 考核地点 评定人  成绩比例 考核内容 

理论考核 课程结束 学校 校内教师 25% 课程理论 

实训模块考核 随工考核 实践工位 企业指导教师 50% 

基本技能能力、

人际沟通能力、

总结报告能力、 

项目执行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综合实训考核 课程结束 企业 企业 25% 综合技能项目 

 

校企合作： 

与广州市金禧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开展现代学徒制教学工作。 

技能证书： 

课程结束后，学生可参加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服务分会《ITSS 工程师》认证。 

 

 

核心课程 计算机组成与维护 

学  期 1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54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  教学活动设计 

硬件基础知识 
建立软件和硬件的概念。知道 PC 的组成

和工作方式。掌握重要的电气单位 
多媒体教学 

主板 常见的主板结构，BIOS 配置 多媒体教学、理论讲解与实物展示相结合 

CPU 
CPU 主频、多核、高速缓存、超频等概

念。常见的 CPU 封装格式和插座类型 
多媒体教学、理论讲解与实物展示相结合 

内存 掌握 DDR 系列内存的原理和兼容性问题 多媒体教学、理论讲解与实物展示相结合 

存储设备 掌握各种外存的特征和兼容性问题 多媒体教学、理论讲解与实物展示相结合 

机箱内其他组件 

掌握显卡和显示端口、声卡和音频 口、

网卡和网络端口、电源和各种电源连接

器的特征 

多媒体教学、理论讲解与实物展示相结合 

外围设备 
掌握各种外围设备（特别是打印机）的

特征 
多媒体教学、理论讲解与实物展示相结合 

便携式设备 
了解各种便携式设备的特征, 识别笔记

本电脑的可更换部件 
现场演示、实践练习，现场指导 

Windows 操作系

统 

掌握 Windows 操作系统的特征和用法。

并会使用操作系统工具 
多媒体教学、理论讲解、实践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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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与更新 
建立安装、卸载与更新的概念，掌握正

规的操作流程,掌握 Windows 安装 
多媒体教学、理论讲解、实践练习 

配置与管理 
熟悉 Windows 工具和命令,掌握备份的

概念和操作 
多媒体教学、理论讲解、实践练习 

网络基础 
网络的基础知识，掌握基本网络设备的

特征和用途 
多媒体教学、理论讲解、实践练习 

因特网 
因特网技术、协议、邮件协议。掌握网

页浏览器的特征,安装调制解调器 
现场演示、实践练习，现场指导 

共享与安全 
风险的概念和来源，并知道一些安全维

护方法 
现场演示、实践练习，现场指导 

预防性维护 
预防性维护的概念,掌握预防性维护产

品和用法,掌握预防性维护技术 
现场演示、实践练习，现场指导 

故障排除 

常见的故障类型,知道常见故障的解决

方法,清楚在故障排除中，如何获得帮助

资源 

现场演示、实践练习，现场指导 

绿色 IT 
绿色 IT 的概念，并知道一些绿色 IT 技

术 
多媒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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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训环境和条件： 

企业应提供与课程教学内容相符的顶岗实践工作环境。 

教学方法： 

本课程的理论教学部分结合实物讲解，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案例分析，目的是使学生对计算机的整体结构有

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认识和理论基础。实践教学部分放在实践工作岗位里进行教学，企业老师先讲解和操作，学生先

跟着老师练习，基本掌握后，自己练习并逐步实践应用到工作中。每次实践课程老师首先应明确本次课的任务，然

后讲解具体完成每个任务的步骤，一个任务讲解完后，留出一定的时间让学生练习。 

师资要求 ： 

学校教师师资要求：课程的主讲教师要求具有计算机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对计算机组成与维护技术有较全面深

入的认识，要求教学团队成员即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要求具有较强的实践经验。 

企业指导教师师资要求：企业指导教师应由具备工程师及以上职业资格的技术技能业务骨干来承担。企业指导

教师应进行职业教育教学理念和教育教学方法的学习，具备先进的职业教育教学理念，掌握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

具备较高的实践教学及综合执教能力。 

学习评价： 

    计算机组成与维护课程考核采取学校理论考核与企业实践考核相结合、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以随工实践考核为主，并提供详细的随工考核记录。 

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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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广州市金禧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开展现代学徒制教工。 

技能证书 ： 

    课程结束后，学生可参加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服务分会《ITSS 工程师》认证。 

 

 

核心课程 3 职业资格认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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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协议的应用 

理解以太网帧结构、IP 编址 

理解 ICMP 协议和 ARP 协议 

理解传输层协议、数据转发过

程 

多媒体教学 

现场实训 

VLAN 

跨交换机 VLAN 配置 

理解 Hybrid 接口的灵活应用 

VLAN 间路由 

展示、多媒体教学 

现场实训 

冗余链路技术 

STP 和 RSTP 的应用 

MSTP 基础配置 

链路聚合 

展示、多媒体教学 

现场实训 

路由协议 

RIP 协议的进阶配置 

OSPF 协议的进阶配置 

RIP 和 OSPF 协议的互操作 

多媒体教学 

现场实训 

网络特性 DHCP 原理与配置 

FTP 原理与配置 

Telnet 原理与配置 

网络地址转换 

访问控制列表 

AAA 

多媒体教学 

现场实训 

广域网 

HDLC 和 PPP 协议配置 多媒体教学 

现场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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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说明： 

实训环境和条件： 

企业应提供与课程教学内容相符的顶岗实践工作环境。 

教学方法： 

采用以学生为主体，任务驱动教学的方法。 

提供一网络实验室，一人一机，安装有 eNSP 软件，模拟网络管理员对网络维护管理的真实工作任务，教导学

生掌握任务的解决方法。 具体方法如下：    

1. 理论讲解与实物展示相结合，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 实践教学为主，理论教学为辅，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3. 走向市场，走进互联网，了解最新产品，掌握最新技术。 

4. 利用学徒制，实现工学结合。 

5. 开展基于多媒体网络环境的互动式教学，既创造了良好的教学环境，又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 

师资要求： 

由学校和企业明确指导教师选拔标准，本课程的校内教师应由讲师及以上职称骨干教师承担，企业指导教师应

由具备工程师及以上职业资格的技术技能业务骨干来承担。企业指导教师应进行职业教育教学理念和教育教学方法

的学习，具备先进的职业教育教学理念，掌握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具备较高的实践教学及综合执教能力。 

 

课程考核： 

1、期末考核评价及方式 

   期末考核采用机试方式。 

2、教学过程评价 

   教学过程对学生的评价是通过学生提交的实验（训）报告体现。 

3、课程成绩形成方式 

   （1）平时成绩（20％）：出勤率，课堂表现。 

   （2）实验成绩（20％）：实验报告。 

   （3）期末考试（60％）：期末机试成绩。 

 

校企合作： 

与广州市金禧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开展现代学徒制教学工作。 



 97 

技能证书： 

课程结束后，学生可参加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服务分会《ITSS 工程师》认证。 

 

核心课程 4 IT 项目管理 

学  期 2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30 实践学时 42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项目组织与项目团

队管理 

项目组织与项目团队管理 组建团队 

 团队项目筛选 

项目集成管理 
项目集成管理 团队项目计划编写 

 团队项目计划编写及评审 

项目范围管理 
项目范围管理 项目范围说明书编写 

 项目 WBS 表编写 

项目进度管理 

项目进度管理 项目活动排序 

 项目资源历时估算 

 项目进度计划编写 

项目成本管理 

项目成本管理 项目成本估算 

 项目成本预算 

 项目成本控制 

项目质量管理 项目质量管理 项目质量管理计划编写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计划编写 

 项目团队建设活动计划设计及实施 

项目沟通管理 
项目沟通管理 项目沟通计划编写 

 项目团队绩效报告发布 

项目风险管理 
项目风险管理 

项目风险识别、应对及风险管理计划

编写 

 项目风险应对计划编写 

项目采购管理 
项目采购管理 项目采购管理计划 

 合同管理及绩效报告 

项目总结  项目总结报告 
 

教学实施说明： 

实训环境和条件： 

校内：本课程专用校内实训基地 

校外：本课程合作企业校外实训基地 

教学方法： 

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为出发点，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采用学生自学、教师教、学让说（学生教）、小组

讨论（相互教）、兼职教师讲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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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现场教学”和大面积使用多媒体教学，在教学方法上突出启发式、讨论式、师生互动式和辩论式等形式，

使课堂气氛生动活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积极思考。 

根据课程特点，一方面与公司软件开发人员一道结合实际项目进行项目开发，同时，邀请合作企业高层技术人

员来学校讲学，讲解项目管理新动向新发展。 

 

课程考核： 

1、教学过程评价 

本课程采用形成性考核方式，对包含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各部分，均纳入教学考核内容范围。以解决以往学生

“平时不努力，临考抱书本”、“专业知识只靠背书也能考试过关”的问题。提高学生参与课程的兴趣。在成绩判定

人的选择中，我们采取教师评、学生互评、学生自评、企业参与等多种形式，将学生、企业融入到课程的各个部分，

有效促进了学生积极性。 

其中，平时项目模块 65 分，综合演示项目 25 分，出勤及平时表现 10 分。 

具体内容 成绩 考核对象 评定人 

整体管理 5 小组 学生互评 

范围管理 5 个人 自评 

进度管理 10 小组 教师 

成本管理 10 小组 教师 

质量管理 10 小组 教师 

人力资源管理 5 小组、个人 学生互评、教师 

沟通管理 5 小组、个人 学生互评、教师 

风险管理 10 小组、个人 学生互评、教师 

采购管理 5 小组、个人 学生互评、教师 

综合演示 25 小组 教师、学生、（企业） 

平时表现 10 个人 教师 

 

校企合作： 

与广州市金禧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开展现代学徒制教学工作。 

技能证书： 

课程结束后，学生可参加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服务分会《ITSS 工程师》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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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5-1 桌面服务岗位中级课程 

学  期 3 总学时 216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180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计算机系统操作

与配置 

硬件的认识、操作系统的安装，认识计

算机常用硬件，安装操作系统的能力，

常用计算机硬件、windows server 操作

系统，Linux 操作系统的安装。 

操作系统系统管理，掌握系统管理技

能，文件管理、磁盘管理、用户管理、

权限管理。 

以动手操作为主，讲解为辅。 

应用服务器学习 

FTP 应用服务器：掌握 FTP 应用服务器

的搭建、ftp 应用服务器的原理、部署

和管理 

DNS 应用服务器：掌握 DNS 应用服务器

的搭建、DNS 应用服务器的原理、部署

和管理 

APACHE 应用服务器：掌握 APACHE 应用

服务器的搭建、APACHE 应用服务器的原

理、部署和管理 

DHCP 应用服务器：掌握 DHCP 应用服务

器的搭建、DHCP 应用服务器的原理、部

署和管理 

AD 架设和管理：掌握 AD 应用服务器的

搭建 AD 应用服务器的原理、部署和管

理 

虚拟化架设和管理：掌握虚拟化应用服

务器的搭建、虚拟化应用服务器的原

理、部署和管理 

在实操过程中注意记录各种不同数据，然后进行比

较总结， 

理论与操作相结合。 

 

教学实施说明： 

实训环境和条件： 

windows XP 以上操作系统、虚拟机等 

教学方法： 

1 通过边学边实践的方式去教学。 

2 以分组的形式去完成所交任务，并通过各自团队所发现的问题，去总结改善存在的问题。使之达到强化动手能

力并增加实操能力。 

3 实践多于上课。让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相应的把这些问题收集好，当实践结束后，老师们会逐一解答。 

 

实践安排：每个课题结束后，都会相应的安排任务给学生完成。每个月末，去机房维修拆装有故障的计算机。 

校企合作：与广州市金禧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作，会安排公司每隔两个星期给学生讲解一下实际会遇到的问题

并如何更好的去解决的交流会。从而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的内容，从而达到学习无障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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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证书：课程结束后，可以报考相应的课程考试，并相应地取得证书。 

 

核心课程 5-2 网络服务岗位中级课程 

学  期 3 总学时 216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180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存储架构知识 

硬件的认识、操作系统的基本操作，认识存储常用

硬件，存储各部件功能、工作原理，了解 RAID 技

术，Raid 工作原理，数据分布方式。 

以实物形式展现，建议利用现场教学法

进行教学。 

存储配置 

存储管理软件使用，掌握管理方法，IBM、DELL 等

存储管理软件；存储日志分析，掌握如何存储日志；

使用各品牌存储日志分析过程，存储故障分析；掌

握如何判断故障部件，各品牌存储的部件故障现

象，数据备份、恢复掌握一套数据备份恢复方案，

理解数据库备份机制、恢复机制。 

可以配合实物进行讲解，或者以练习的

方式进行。 

 

教学实施说明： 

实训环境和条件： 

windows XP 以上操作系统、虚拟机、UNIX 和 Linux 等系统 

教学方法： 

1、 边讲边学，多讲多练 

首先得有慨念，才能知道是什么，怎么用；多讲的意思就是平时讲其它章节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温习之前讲的

知识；多练就是多实操，多理解。 

2、案例教学法 

在教学过程中，特别是进入“综合应用模块”时，运用此法介绍实际的作品和案例，使学生始终在积极主动的

精神状态下学习，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与日俱增。在设计项目时，要注意与前面所学的知识有联系，以帮助学生在

学习新知识的同时及时复习已学过的知识。 

3、 自主学习法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自学。为避免把学生当作灌输对象、禁锢学生的创新思维，在教学过程中，本人会有

针对性地安排学生自学，为操作性较强的教学章节布置综合设计性实验，通过给自学提纲(对综合性实验提出最基

本的要求)，提供一定的阅读材料和思考问题的线索，以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思考。这时学生的学习热情很高，他们

需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于是积极地阅读教材介绍的相关理论知识，结合给出的实例一遍遍地试验，查看自己的理解

与应用是否正确。这种“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充分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学生提供了张扬

个性的空间和条件，有利于学生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实践安排：每周都会有相应的任务让学生实操。 

技能证书：课程结束后，可以报考相应的课程考试，并相应地取得证书。 

 

 

核心课程 5-3 信息安全服务岗位中级课程 

学  期 3 总学时 216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180 



 101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信息安全保障 信息安全保障的框架、基本原理和实践。 

面对面授课为主，课外布置练习题为辅 

信息安全技术 

密码技术、访问控制、审计监控等安全技术机

制，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库和应用软件等方

面的基本安全原理和实践，以及信息安全攻防

和软件安全开发相关的技术知识和实践。 

对不同技术结合不同的场合客户不同的需

求分类讲解 

信息安全管理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信息安全风险管理、

安全管理措施等相关的管理知识和实践。 

通过举例和案例设计举一反三，加强学生的

理解 

信息安全工程 信息安全相关的工程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方法。 

面对面授课为主，课外布置练习题为辅 

信息安全标准法

规 

信息安全相关的标准、法律法规、政策和道德

规范。 

面对面授课为主，课外布置练习题为辅 

 

教学实施说明： 

实训环境和条件： 

windows XP 以上操作系统、虚拟机、UNIX 和 Linux 等系统 

教学方法： 

1、 边讲边学，多讲多练 

首先得有慨念，才能知道是什么，怎么用；多讲的意思就是平时讲其它章节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温习之前讲的

知识；多练就是多实操，多理解。 

2、案例教学法 

在教学过程中，特别是进入“信息安全技术”时，运用此法介绍实际的作品和案例，使学生始终在积极主动的

精神状态下学习，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与日俱增。在设计项目时，要注意与前面所学的知识有联系，以帮助学生在

学习新知识的同时及时复习已学过的知识。 

4、 自主学习法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自学。为避免把学生当作灌输对象、禁锢学生的创新思维，在教学过程中，会有针对

性地安排学生自学，为操作性较强的教学章节布置综合设计性实验，通过给自学提纲(对综合性实验提出最基本的

要求)，提供一定的阅读材料和思考问题的线索，以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思考。这时学生的学习热情很高，他们需要

证明自己的能力，于是积极地阅读教材介绍的相关理论知识，结合给出的实例一遍遍地试验，查看自己的理解与应

用是否正确。这种“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充分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学生提供了张扬个性

的空间和条件，有利于学生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实践安排：每周都会有相应的任务让学生实操。 

技能证书：课程结束后，可以报考相应的课程考试，并相应地取得证书。 

 

核心课程 5-4 视频服务岗位中级课程 

学  期 3 总学时 216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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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视频会议、视频

监控系统的构

架、组成、工作

原理 

安防视频监控技术的发展过程、安

防视频监控的系统构成、安防视频

监控系统的结构模式、安防视频监

控系统的层次结构 

面对面授课为主，课外布置练习题为辅 

视频会议系统的

调试与测试 

安防视频监控系统的前端设备、摄

像机概述、镜头、支架、云台、防

护罩、监控系统前端设备的选择 

结合公司项目的视频系统设计进行教学，通过举例和

案例设计举一反三，加强学生的理解。 

常见显示系统部

件构成、工作原

理 

安防视频监控系统的传输信道、视

频监控系统传输方式、无线传输、

安防视频监控系统的显示记录设

备、显示/记录设备概述、监视器、

视频编码器、录相机 

利用现场教学法进行教学，配合实物进行讲解，或者

以练习的方式进行。 

 

教学实施说明： 

实训环境和条件： 

windows XP 以上操作系统、绘声绘影、vegas,premiere、Edius、After effects、3DMAX 

MAYA 等  

教学方法： 

1、 让学生安装并熟悉教学软件 

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够熟练地操作软件。 

2、 随机分组，以小组的形式教学 

以小组的形式各自完成任务，并讲解，老师打分。 

3、 以视频讲学 

寻找高超视频并进行分析讲解。 

4、 采用项目教学法 

教学内容包括视频如何制作，如何剪辑等。 

实践安排：与广州市金禧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作，一些课题任务会由公司出题并给以评价。每个周末都会有相

应的实操作业。 

技能证书：课程结束后，可以报考相应的课程考试，并相应地取得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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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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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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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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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1 18 9 9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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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7 4320011 应用写作实训 2 36 26 10 √ 2

8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17 306 218 88 12 1.5 0.5 0 7 126

扩展能力

模块
6 108 54 54 4 2

1 0620157 计算机网络基础 4 72 18 54 * 4 1 620158 职业岗位认知实训 2 36 1

第2

学期

暑假

2 0620602 信息技术基础 3 54 0 54 3 2

7 126 18 108 7 0 0 0 2 36

1 0620607 计算机组成与维护 4 72 18 54 * 4 1

2 0620492 IT服务外包综合素质 4 72 18 54 4 2

3 0620064 专业英语 2 36 18 18 2 3

10 180 54 126 6 4 0 0 0 0

1 0620670
桌面（网络、信息安全、视频）服务岗位初级课

程
8 144 8 136 8 1 0620724

桌面（网络、信息安全

、视频）服务岗位实训
2 36 2 3

2 0620672
桌面（网络、信息安全、视频）服务岗位中级课

程
12 216 0 216 * 12 2 0620662 扩展能力综合实训 6 108 4 4

3 0620671
桌面（网络、信息安全、视频）服务岗位高级课

程
6 108 0 108 6 3

26 468 8 460 0 8 12 6 8 144

1 0620659 IT项目管理 4 72 30 42 * 4 1

2 0620159 职业资格认证课程 4 72 36 36 * 4 2

3 0620669 职业能力选修课（粤语或者驾驶证） 2 36 0 36 2 3

10 180 66 114 0 8 2 0 0 0

76 1368 418 950 25 25.5 16.5 6 17 306

小计

序

号

核心

课程

小计

3

专业能力

拓展模块

（专业选

修课）

小计

4

综合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5

考试

方式
学期

附件2：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二)

小计

课堂教学

学期周学时数

综合实践教学

理论 学分内容 学时 周数课程代码课程代码 学分 学时

教学模块

序

号

专业群平

台课程

(必修)

考核

方式
序号

2

单项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课程类

型

核心

课程

小计

实践

专业

（技

能）课

程

2

小计

公共基

础课程

（必修

课）

公共选修课（小计）

小计

课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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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学期内完成

小计

小计

合计合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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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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418 24.97% 

实践教学 69.8  1256 75.03%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24 432 25.81% 

专业（技能）课 53 954 56.99%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6 108 6.45% 

专业（技能）课 10 180 10.75% 

总学时/学分 93 1674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对专兼职教师数量、结构、素质等提出有关要求） 

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硕士以上学位、讲师以上职称，获得双师素质资格，熟悉桌面

服务及网络服务岗位工作流程，熟练掌握计算机网络基础、计算机组成与维护等基础知识和

技能； 

企业兼师任职要求：本科以上学历，符合企业岗位要求的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具有桌面

服务岗位、网络服务岗位、信息安全服务岗位以及视频服务岗位的工作经验和经历，具备一

定的岗位技能培训经验。 

 

 （二）教学设施 

类 

型 
实训基地（室）名称 主要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校

内 

信息安全实训室 信息安全技术基础实训 信息安全服务岗位初级课程 

软件开发综合实训室 ITSS 工程师认证课程实训 ITSS 工程师认证 

企业信息管理综合实训室 项目管理课程实训 项目管理 

数据库实训室 Oracle 数据库应用实训 信息安全服务岗位初级课程 

网络组建综合实训室 

网络基础课程实训 计算机网络基础 

综合布线实训 计算机网络基础 

计算机组装实训 计算机组成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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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操作系统实训 网络服务岗位初级课程 

信息安全技术实训 网络服务岗位初级课程 

服务器硬件维护实训 网络服务岗位初级课程 

系统管理综合实训室 

常见外设使用与维护实训 桌面服务岗位初级课程 

存储维护技术实训 信息安全服务岗位初级课程 

计算机系统运维管理实训 桌面服务岗位中级课程 

计算机机房制冷与供电系统设计与维护实训 网络服务岗位中级课程 

校

外 

广州市金禧信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综合布线实训 网络服务岗位初级课程 

常见外设使用与维护实训 桌面服务岗位中级课程 

存储维护技术实训 网络服务岗位中级课程 

高级网络综合实训 网络服务岗位高级课程 

信息安全技术实训 信息安全服务岗位高级课程 

桌面服务综合实训 桌面服务岗位高级课程 

服务器硬件维护实训 网络服务岗位高级课程 

计算机机房制冷与供电系统设计与维护实训 
桌面运维岗位高级课程 

网络服务岗位高级课程 

拓展能力综合实训 

信息安全服务岗位高级课程 

网络服务岗位高级课程 

桌面服务岗位高级课程 

视频服务岗位高级课程 

 

（三）教学资源 

根据本专业的要求编制，包括： 

1.教材选用 

（1）每门课建立课程团队，团队由校内专任教师、行业专家、企业兼师组成。每门课

程的教材由该课程团队成员指定；对于与职业岗位技能密切关联且无合适教材的课程，由课

程团队结合行业企业、岗位需求，编写课程讲义，报系部及学院教务处批准后实施。 

（2）对于专业课程，鼓励专任教师根据本校学生情况，编写并出版高质量教材。 

（3）教材原则上应该选用近三年出版、国家规划教材。 



 106 

2.图书文献配备 

图书馆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科研教研等需求，随时供师生借阅。其中专业

类图书包括物联网工程技术、网络技术、软件技术等图书。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 

（1）建设、配备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相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实训案例库、数

字教材等资源库，供学生使用。 

（2）为学生提供中国知识资源总库、读秀知识库、超星发现系统、维普期刊资源整合

服务平台、国研网、网上报告厅、中宏教研支持系统、新东方多媒体资源库等各类数据库

18个。 

（四）教学方法 

以保证教学质量为目标，以技能培养为核心，根据混合型学习理论，结合中高衔接人才

培养模式特点进行教学方法、手段与教学组织形式的设计，体现双模式融合教学模式。 

1、“一个对接” 

建议专业核心课程采用案例教学、现场教学、理实一体化教学等形式完成教学，实现教

学过程与工作过程对接。 

2、“二个结合” 

传统课堂与网络互动教学相结合； 

文字教材与多种媒体教学资源相结合； 

3、“多种形式” 

结合课程、教学资源及学生特点采用多种教学组织形式开展教学。如班级教学、分组教

学、自主学习、导师制、协作教学（总校教师和各分校教师协作）等教学组织形式。 

（五）学习评价 

1.实施以项目或技能操作等实践性过程考核代替传统课程考试的模式，采用“过程评价

+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着重突出学习效果和学生职业能力地培养； 

2.实行“以证代考”，即课程考核与岗位工作要求和国家职业资格鉴定相结合； 

3.推行“以赛促学”，学生的个性特长和特殊表现受到国家、省、市等不同奖励，可作

为基础学分使用（如技能大赛模块）。 

4. 考核形式：过程考核与终结考核相结合 

鼓励学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自主学习，根据课程的特点，过程性考核占综合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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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0%。 

（六）质量管理 

1.学校和二级院系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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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二级院系通过完善教学管理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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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通过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对生源情况、在校学业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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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群逻辑： 

物联网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其涵盖领域非常广，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端技能型人

才支撑。 

物联网体系结构主要由四个层次组成：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应用层。其中感知层

主要是通过各种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网络层主要通过传感网传输数据；平台层主要是使用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现支撑跨行业、跨应用、跨系统之间的信息协同、共享、互通的功

能；应用层主要包括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家居、智能物流、智能电力等行业应用。这

四个层次，分别涵盖了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所

以可将这四个专业组成“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 

专业群：  

名称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 

群内专业 1、物联网应用技术  2、计算机应用技术  3、软件技术 4、计算机网络技术 

核心专业 物联网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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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内 

资源共享 

（1）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无 

原因：因为两年制学徒制学生培养为企业与学校共同培养，与专业群中其他专业培养方式不同，

不采用专业平台课程。 

 

（2）专业群师资共享 

课程：计算机网络基础、信息技术基础、计算机组成与维护、IT 服务外包综合素质、专业英语、

项目管理等，均由专业群课程团队教师担任授课。 

 

（3）专业群基地共享 

广州市金禧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因为现代学徒制学生培养是由学校与广州市金禧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培养，学生实训实习

基地为该公司。该公司也可以为专业群中非现代学徒制学生提供实习基地。 

 

专业特色： 

针对二年制学徒制班的学情特点，在专业课程中强化了 IT运维服务技能，以此为主线，

系统学习桌面运维服务、网络运维服务、视频运维服务以及信息安全技术服务等模块。以业

内各种实战项目为实例，有针对性的对学生进行全面、系统、专业的训练，以适合各种 IT

运维服务公司的桌面运维服务工程师、网络运维服务工程师、视频运维服务工程师以及信息

安全技术服务工程师等岗位需求。 

 

十.【创新创业教育】 

本专业的创新创业教育主要体现在素质教育、专业技能教育和课外活动中，着重职业规

划意识、风险意识、创新意识以及吃苦耐劳意识培养。 

在职业规划意识培养方面，学院统一开设有《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指导》素质教育课

程。通过介绍社会职业和职业生涯设计的有关知识，解释就业政策，分析就业形势，传授求

职择业基本方法与技巧，帮助大学生正确自我定位，能根据自身特点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进

行职业生涯的设计，调整择业心理，做好择业准备，以正确的价值观、择业观和行为规范、

良好的心态参与求职择业活动，增强大学生适应新的就业形势的能力，指导学生如何树立正

确的创业观，介绍自主创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提出自主创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基本

能力。 

在专业技能课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风险意识、创新意识和吃苦耐劳意识。学生根据市场

需求自行寻找创业项目，研究制定项目计划、分工协作按期完成项目任务。项目实现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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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引导学生发散思维，创新性地设计实施方案和程序算法，通过不同实施方案与优化程序

算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课外活动注重融入创新创业意识教育，与企业合作，在两年的教学过程中加入创新创业

的相关活动以及宣讲。活动由企业技术骨干主讲，专任教师全程辅导，采用“情景仿真+分

组讨论”方式组织教学，讲师布置研究课题，提供给学生必要的资料，学生自主学习相关前

导课程，学生小组之间相互讨论，研究解决方案，最后完成项目任务。另外建有“创新创业

孵化器平台”，仿真演练包括场地入驻、孵化培训、技术支持、运营支持等场景，让学生体

验创业流程。 

 

十一.【学生第二课堂活动】 

1．以国学活动为切入点的体现文化素质教育的学习和其它形式活动：国学讲座、国学

经典诵读大赛、国学院清心茶艺社活动和比赛、艺术团活动、职业礼仪协会活动和相关讲座、

图书协会相关读书和文化活动、语言与演讲协会活动等。 

2．提高实战技能为宗旨的周末第二课堂： HTML5项目实战、软件测试实战案例教学、 

Java实战案例教学。 

3．以培育创新创业意识的各类竞赛活动：创之梦创新创业训练营，全国（广东省）“挑

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中国（广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青春”广东

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嬴在广州”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州青年创业大赛以及一系列

创新创业讲座和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4．各种社团活动：学院 IT服务协会、计算机协会开展系列专业活动（包括组织为非计

算机专业学生的计算机技能培训、开展计算机软硬件维修活动、智能手机使用技能培训活动、

网络知识推广普及活动等）。 

5．以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为形式的课外实践活动：信息技术系系列课程竞赛、校级职业

技能大赛、广州市属高职院校物联网应用技术竞赛、广东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高职组）、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项目广东省选拔赛、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 WEB前端开发项目广东选拔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软件测试项目广

东选拔赛。 

6．学校和合作企业组织的就业指导和专业实践活动：IT前沿技术讲座、针对特定工作

岗位的企业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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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社会志愿者活动：为社区长者开展计算机使用技能培训（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

智能手机使用技能培训活动、为社区居民开展 IT系列产品维修与服务志愿服务活动等。 

十二.【资格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 

（一）通用能力证书 

无 

（二） 建议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1.ITSS证书 

2.华为 HCNP 或 HCIE证书（或者思科同等级证书） 

3.锐捷、红帽、Oracle等知名企业的企业认证证书 

4.微软《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Master》系列项目证书中两个或以上 

5.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工种职业资格证书 

6.工业与信息化部计算机相关工种职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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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学分（创

新社会实践活动 2 学分），专业选修课 10 学分，公共选修课 6 学分， 总学分达 93 学分

（学时达 1674   ）方可毕业。 

                                             

                                              编制人：邹丽珊 

审定人：时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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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软件技术 

专业代码：6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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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广州，面向粤港澳大湾区软件产业和现代信息服务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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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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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岗位群或技术

领域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

或技能等级证

书举例 

电子信息 

（61） 

计算机类 

（6102）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 

（65） 

计算机软件工程技术人员

（2-02-10-03）；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4-04-05-01）；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

（2-02-10-09）； 

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

（2-02-10-11）； 

计算机软件测试员

（4-04-05-02）。 

 

软件开发； 

软件测试； 

软件技术支持； 

WEB 前端开发； 

人工智能系统开发； 

大数据处理。 

WEB 前端开发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中级）； 

 

程序员； 

 

软件评测师； 

 

程序设计工程

师（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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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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计算机软件工程技术人员、计算机程序设计员、计算机软件测

试员、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群，能够从事软件开发、软件测

试、软件编码、软件技术支持、WEB前端开发、人工智能系统开发、大数据处理等工作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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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文书写作和人际沟通能力； 

能熟练使用计算机与办公软件； 

具备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具有扎实的信息科学专业知识、技能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熟练掌握相关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 

具有团队合作意识。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掌握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应用文写作、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

国学精粹等知识。 

（2）专业知识 

了解软件项目开发与管理知识、软件开发相关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文明生产等知识； 

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理论和 Java 软件开发平台相关知识； 

掌握数据库设计与应用的技术和方法； 

掌握 WEB前端开发及 UI设计的方法； 

掌握软件测试技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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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具有良好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能熟练地用中文完成专业技术报告并借助辞典阅读英

文专业文献； 

具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够完成团队组织与协调管理，善于同他人密切合作； 

具有熟练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够学习、更新和使用各类办公软件完成相关工作； 

具有较高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能够参与或主持创新创业活动、职业技能竞赛和项目。 

（2）职业专门能力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具有良好的抗压能力； 

具有阅读并正确理解软件需求分析报告和项目建设方案的能力； 

具有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安装、调试、维护的实践能力； 

具有简单算法的分析与设计能力，并能用 HTML5、Java、C#等编程实现； 

具有数据库设计、应用与管理能力； 

具有软件界面设计能力； 

具有桌面应用程序及 WEB应用程序开发能力； 

具有软件测试能力； 

具有软件项目文档的撰写能力。 

（7）职业拓展能力 

具有时间管理、技术管理、流程管理的能力； 

具有销售管理、人员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基础能力； 

具有软件的售后技术支持能力； 

具有对软件产品应用、行业技术发展进行调研与分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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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开发

（ Androi

d） 

★ 

从 事 基 于

Android 移动平

台的软件分析、

设计、开发等工

作。 

1. 掌握移动软件开发技术，会用一种

以上软件开发工具； 

2. 能够根据软件编写任务，独立或合

作进行移动应用软件系统的开发； 

3. 能够开展移动端开发，管理和运营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Java 语言程序设计进

阶 

数据结构 

UML 建模与设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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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软件项目； 

4. 能够撰写各类 UML 建模与设计模

式文档； 

5. 具备团结协作、耐心细致的职业素

质以及良好的沟通能力。 

式 

MySQL 数据库 

PHP 动态网站开发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

开发 

 

2 
Web 前端

开发 

从事 Web 前端

软件的软件分

析、设计、开发

等工作。 

1. 具有前端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

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2. 具备网站规划与建设能力； 

3. 具备关系型数据库设计与管理能

力； 

4. 具备网站响应式开发能力； 

5. 具备数据交互能力。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MySQL 数据库 

PHP 动态网站开发 

前端设计技术 

前端交互技术 

Bootstrap 应用开发 

3 软件测试 

从事软件测试

用例的设计、用

例执行以及软

件缺陷分析等

工作。 

1. 测试计划编写能力； 

2. 测试用例编写能力； 

3. 基于 WEB 端的软件功能测试能力； 

4. 基于移动端的软件功能测试能力； 

5. 软件性能测试能力。 

岗位 2 所列课程 

岗位 3 所列课程 

软件测试技术 

毕业生在上述岗位入职后，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工作经验的积累，今后可以向软件设

计师、系统分析师、项目经理、高级项目经理、高级测试工程师、技术总监、项目总监、质

量总监等职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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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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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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毛泽东思想 

15、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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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作,了解身体

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健康指标、常见运

动损伤和预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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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参与体育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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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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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智慧树学习平台 

14、学生心理健康信息化

管理平台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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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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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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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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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

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觉践行中华

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

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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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悉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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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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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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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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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生涯规划

书的制定与撰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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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创业企业的类型，掌握商业计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创

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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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创新创业团队，

创业环境分析的因素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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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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书撰写的基本框架与要求；做好职业准

备，掌握求职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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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能进行个人

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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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撰写规

范的创新创业商业计划书；能依流程申请

设立企业，并进行运营管理；具备求职技

能，能快速适应职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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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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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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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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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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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际

与口

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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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具有的较强人际交往能力、语言表达技

能和语言文化素质的，提升学生的勇气、

自信和团队合作精神。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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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语言沟通、非语言沟通、

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与技

巧、人际交往障碍与克服、

几种基本人际关系沟通和

口才训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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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课程采用讲解、示范、录

音、录像、试讲、讲评、模

拟表演、观摩等多元互动的

教学模式，使学生在有效职

业情景的训练中，切实锻炼

与提高交际能力和口头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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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12 
高等

数学 

  1、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数学素质和数学文化，把数

学思想、方法延伸到其它课程的学习中。 

  2、知识目标 

  掌握微积分的基本运算,熟练线性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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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微积分、线

性代数、概率统计的基本概念，等等。 

  3、能力目标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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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成非均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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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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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注 

1 
MySQL 数据

库 

掌握数据库基本原

理，能独立进行 MySQL

的安装与配置，完成数

据库设计、创建表和查

询，能够使用 sql 语言

进行数据库高级编程。 

MySQL 数据库管理系统的

安装与配置；主题数据库

的表结构设计与完整性定

义；创建主题数据库和数

据表，定义主键和外键；

创建主题数据库的视图、

存储过程、触发器等各种

数据库对象；主题数据库

的数据录入、记录的删除

与更新；主题数据库的简

单与复杂查询、数据统计；

设置或者更改数据库用户

或角色权限 

1.主讲教师要求：具有丰富的软件开

发和项目管理经验、教学经验，具有

较强课堂组织能力，能按照课程标准

制定详细的授课计划，精心设计教学

过程，做到因材施教。 

2.实训硬件要求：CPU 主频>2GHz，内

存容量>2GB，硬盘 40G 以上，宽带网

络环境。 

3.实训软件要求：Win7 以上操作环

境，OFFICE2010 以上版本，MySQL 数

据库 5.7 以上。 

4.教学方法要求：探究法、项目驱动

法、启发法、归纳法、角色扮演法。 

5.学习方法要求：分组讨论法、项目

驱动法、模仿法。 

 

2 
JAVA 语言程

序设计 

掌握 Java 程序设计基本

语法、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的思路与方法，能熟

练运用开发工具开发简

Java 开发环境的搭建，

Java 语言基本语法，Java

面向过程程序设计，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异常

1.主讲教师要求：同上。 

2.实训硬件要求：同上。 

3.实训软件要求：Win7 以上操作环

境 ， OFFICE2010 以 上 版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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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应用程序，培养学

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编

程和调试能力 

处理 EClipse3.3 以上，JDK1.5 以上。 

4.教学方法要求：同上 

5.及学习方法要求：同上。 

3 数据结构 

掌握数据间的各种逻辑

结构、物理结构及相关

算法，根据实际问题的

需要选择合适的数据结

构并设计相应算法。 

线性表，栈和队列，树和

二叉树、图，查找与排序。 

1.主讲教师要求：同上。 

2.实训硬件要求：同上。 

3.实训软件要求：jdk1.5 以上，

Eclipse3.3 以上。 

4.教学方法要求：同上 

5.及学习方法要求：同上。 

 

4 
Java Web 应

用开发 

能够掌握 JSP和Servlet

技术并开发简单的 Java 

Web 项目、使用 Tomcat

服务器发布和运行 Java 

Web 项目 

Java Web 环境搭建；JSP

语法、JSP 内置对象、

JavaBean；Java 访问数据

库的方法；Servlet 入门

与配置、Servlet API；JSP

开发模式；应用 Java Web

开发 B/S 应用系统的技术 

1.主讲教师要求：同上。 

2.实训硬件要求：同上。 

3.实训软件要求：jdk1.5 以上，

Eclipse3.3 以上、tomcat5.0 以上、

MySQL 数据库 5.7 以上。 

4.教学方法要求：同上。 

5.学习方法要求：同上。 

 

5 
UML 建模与

设计模式 

加深面向对象软件技术

的理解，掌握 UML 建模

语言、需求建模、软件

架构建模和应用建模的

方法和技巧，培养学生

阅读阅读软件模型和设

计软件的能力 

面向对象设计概念；UML

设计工具；用力图、类图、

顺序图、状态图、活动图、

协作图、构件图、部署图

的概念和设计方法；面向

对象设计原则；设计模式

简介；常用设计模式 

1.主讲教师要求：同上。 

2.实训硬件要求：同上。 

3.实训软件要求：jdk1.5 以上，

Eclipse3.3 以上、Visio2007 以上、

JUDE、MySQL5.7 以上。 

4.教学方法要求：同上。 

5.学习方法要求：同上。 

 

6 
JAVA 语言程

序设计进阶 

能较熟练地运用 Java

类库中的常用编程资

源，了解枚举、注解等

新特性，开发出有一定

实用价值的应用程序，

并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

下基础。 

Java 多线程编程，Java 类

库简介，Java 类集，Java

输入输出，Java 新特性，

Java 数据库编程。 

1.主讲教师要求：同上。 

2.实训硬件要求：同上。 

3.实训软件要求：jdk1.5 以上，

Eclipse3.3 以上、MySQL 数据库 5.7

以上。 

4.教学方法要求：同上。 

5.学习方法要求：同上。 

 

7 

移动互联网

应用软件开

发 

Android 移动开发入门，

能 够 安 装 和 配 置

Android 开发环境，掌

握 Android 开发基础知

识，熟悉 Android 程序

的开发流程，能进行简

单移动 App 的开发。 

Android 移动开发基本概

念、Android 开发环境的

搭建、用户界面设计、事

件 处 理 、 资 源 访 问 、

Activity 和 Intent 的使

用 、 数 据 存 储 、

ContentProvider的使用。 

1.主讲教师要求：同上。 

2.实训硬件要求：同上。 

3.实训软件要求：jdk1.5 以上，

Android studio 、MySQL 数据库 5.7

以上。 

4.教学方法要求：同上。 

5.学习方法要求：同上。 

 

8 

移动互联网

应用软件开

发进阶 

让有一定 Android 基础

的学生能掌握 Android

的高级开发技术，提升

技 术 能 力 胜 任 基 于

Android 平台的手机软

件研发、测试、维护等

工作任务。 

Android UI 设计进阶、

Service 后 台 服 务 、

Android 进程与多线程、

Android 网络通信、广播

机制、多媒体应用、图形

图像处及动画设计、LBS

定位服务。 

1.主讲教师要求：同上。 

2.实训硬件要求：同上。 

3.实训软件要求：jdk1.5 以上，

Android studio 、MySQL 数据库 5.7

以上。 

4.教学方法要求：同上。 

5.学习方法要求：同上。 

 

9 
前端设计技

术 

掌握 HTML5 和 CSS3基础

知识，熟悉常见 HTML5

网页设计基础、HTML基础、

CSS 基础、CSS 高级技术和

1.主讲教师要求：同上。 

2.实训硬件要求：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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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平台开发工具，能使

用 html5设计静态网页，

使用 CSS3 美化网页。 

CSS 布局技术、HTML5 技

术、CSS3 

 

3.实训软件要求：Dreamweaver。 

4.教学方法要求：同上。 

5.学习方法要求：同上。 

1

0 

前端交互技

术 

掌握 JavaScript 语言基

本编程思想，熟练利用

JavaScript、 JQuery、

Ajax 控制 WEB 页面各级

元素，实现 WEB 前端的

验证、动态展示。 

JavaScript 基础、数组、

函数的使用、面向对象编

程、BOM、DOM、事件使用、

正则表达式、Ajax 技术、

jQuery 插件使用 

 

1.主讲教师要求：同上。 

2.实训硬件要求：同上。 

3.实训软件要求：Google chrome75

以 上 、 IOS Simulator11 以 上 、

Hbuilder1.9.9 、 BootStrap4.1 、

JQuery3.4.1、 JQueryMobie1.4.5、

PHP7.2、MySQL8.0、Apache2.4.2。 

4.教学方法要求：同上。 

5.学习方法要求：同上。 

 

1

1 

软件测试技

术 

掌握软件测试的理论知

识，掌握主流的测试技

术和方法，能承担软件

测试的工作任务，具备

良好的逻辑思维与分析

能力、测试计划的制定

能力、测试用例的设计

能力、测试代码及文档

编写能力、较强的团队

合作和沟通能力。 

软件开发过程和软件质量

保证方法；软件测试工作

流程和测试分类；测试策

略和测试环境的搭建；测

试管理；白盒测试和黑盒

测试用力设计；单元测试

和系统测试；功能测试工

具；性能测试工具；测试

技巧；测试报告和权限测

试报告 

1.主讲教师要求：同上。 

2.实训硬件要求：同上。 

3. 实 训 软 件 要 求 ： EClipse3 、

Junit3/4、博为峰测试管理平台 TP、

博为峰测试工具 TW。 

4.教学方法要求：同上。 

5.学习方法要求：同上。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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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提高学生在业

务组织能力和实际操作

能力方面的技能以及创

新思维创业实践的综合

能力，逐渐适应软件技

术相关岗位工作。 

1.学习企业各种规范与制

度，学习企业文化，了解

企业软件产品、技术与管

理手段。 

2.确定系统设计报告，与

设计人员进行沟通交流 

3.分配工作，搭建开发环

境 

4.根据系统设计文档进行

Java 软件开发、WEB 前端

软件开发、Android 软件开

发 

5.根据需求文档，设计白

盒测试用例，执行白盒测

试，发现 BUG 并修正代码 

6.提交代码，编译，打包

应用程序，编写发布说明，

部署发布 

7.参与系统测试，编写测

试报告，修正缺陷，回归

测试。 

在计算机、系统集成、软件开发、电

子信息等相关企业进行不少于 9 周的

企业教学。 

 

1

3 

毕业（顶岗）

实习与毕业

论文 

通过专业顶岗实习

与毕业论文撰写，提高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

1．行业通用知识与能力的

应用与提高。包括常用办

公软件和工具软件的使

在软件技术相关相关岗位（软件开发、

软件测试、WEB 前端开发、软件技术

支持、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

 



 121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以及实际动手能力，

同时提高学生在业务组

织、实际操作方面的技

能以及创新创业实践能

力，逐渐适应社会和职

业岗位工作。 

用，阅读并正确理解需求

分析报告和项目建设方

案，熟练查阅各种资料并

进行文档管理，基本的营

销和策划等。2．关键岗位

能力的强化与深化。包括

桌面应用系统、WEB 前端

应用系统的设计、开发、

测试与实施。3．职业道德

与职业素质的培养。包括

敬业精神，团队精神，责

任意识，沟通表达能力，

良好的心理素质，适应岗

位变化的能力，创新能力

等。 

岗位）上进行专业顶岗实习，完成实

习周记、实习总结和毕业论文。 

 

（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学  期 1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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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 Java 开发环境模块 技术特点、开发环境、程序模式训练 

模块二 Java 语法基础模块 
标识符，关键字，常量，变量，数据类型，运算符与表达式编

程训练 

模块三 Java 编程基础模块 
if 语句、switch 语句 while 语句、for 语句、break 语句、continue

语句、循环嵌套、方法及数组编程训练 

模块四 Java 面向对象基础模块 类的属性，方法，构造方法，创建对象案例训练 

模块五 Java 面向对象编程模块 类的封装性、类的继承性、类的多态性、接口编程训练 

模块六 异常处理模块 异常机制、异常的类层次、异常的捕获、异常的抛出编程训练 
 

教学实施说明： 

1.任务驱动。 

课堂教学中，以任务驱动教学法为主，通过任务的解决实现必备知识、技能的学习与训练。通过任务来驱动课

堂教学，在任务解决的过程中实现师生互动，并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进行引导。 

2.贯彻职业素质与职业道德的培养。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潜移默化和行为养成，从程序的书写格式、必要的注释、标识符命名约定规则、规范的数

据封装、帮助文档的生成、异常处理、程序包的整理等多个方面向学生展现一名软件从业人员的工作过程和工作规

范，并从严要求学生遵循相应的原则和规范。 

3.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开展线上线下教学。 

本课程建有网络课程，通过把多种教学资源上网，把课堂向课后延伸，使学生的学习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

此外，多家合作企业还提供了多种教学资源，为学生的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和扩充性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4.人才培养质量描述。 

本课程列入学院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保证项目，课程教学过程按照项目年度工作计划实施。课程人才培养质量评

价目标指标为岗位匹配度及能力达成度。学生在课程结束时的课程评分，达到或超过年度工作计划提出的匹配度及

达成度值，则认为达到课程人才培养质量目标，获得本课程学分。 

 

核心课程 2 UML 建模与设计模式 

学  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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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一 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 
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制订软件开发计划、面向对象分析、

面向对象设计 

模块二 UML 设计工具使用 ROSE 与 Power Designer 的安装与设置、基本操作 

模块三 
业务建模：用例图、活动图、

状态图 
绘制图书管理系统用例图、活动图、状态图 

模块四 
静态建模：类、类图及类的关

系 
寻找并抽象出图书管理活动中的类及其之间的关系 

模块五 
借/还书动态建模：顺序图、协

作图 

系统架构设计：绘制图书管理系统的顺序图和协作图、借/

还书业务对象图、用户管理组件图 
 



 123 

教学实施说明： 

1.任务驱动。 

课堂教学中，以任务驱动教学法为主，通过任务的解决实现必备知识、技能的学习与训练。通过任务来驱动课

堂教学，在任务解决的过程中实现师生互动，并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进行引导。 

2.贯彻职业素质与职业道德的培养。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潜移默化和行为养成，从程序的书写格式、必要的注释、标识符命名约定规则、规范的数

据封装、帮助文档的生成、异常处理、程序包的整理等多个方面向学生展现一名软件从业人员的工作过程和工作规

范，并从严要求学生遵循相应的原则和规范。 

3.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开展线上线下教学。 

 

核心课程 3 MySQL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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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及表的创建 MySQL 数据库及表的创建与维护训练 

模块二 数据插入、删除、修改、查询 SQL 语句的运用训练 

模块三 视图、存储过程、触发器 数据库高级管理训练 

模块四 数据库安全管理 数据库备份和恢复、安全配置训练 

 

教学实施说明： 

1．教学设计的宗旨：以让学生掌握数据库的管理和开发为出发点,充分利用各种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着力强调课

堂教学的效果;与此同时,通过加强以上机练习为主的实践教学,注重提高学生应用数据库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采用多种方法的组合教学手段：全部教学在电脑机房上课，理论教学和实训操作相结合。授课采用投影+课件、

网络+交流讨论，以及边讲、边看、边做、边讨论等多种教学手段。实训采用专门设计的案例，学生操作为主，精

讲多练，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3.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开展线上线下教学。 

 

核心课程 4 Java WEB 应用开发 

学  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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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一 Java Web 开发准备模块 Java Web 开发概述；JDBC 数据库编程 

模块二 Java Web 基础开发模块 JSP 基础语法；JSP 内置对象；JavaBean 

模块三 Java Web 高级开发模块 文件上传；Servlet 

模块四 框架开发模块 Struts 2 基础；Struts 2 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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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说明： 

1.任务驱动教学：按照理论实践一体、课内外互补、课堂教学与上机实训相互结合的课程设计指导思想，以任务或

项目为载体组织教学内容，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实现“教、学、做”的有机融合； 

2.培养创新精神：通过班级讲授、团队学习、个体辅导、展示交流、技能大赛等手段，实现从模仿到应用到创新的

高职学生递进式培养。 

3.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开展线上线下教学。 

 

核心课程 5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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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一 

 

Android 移动开发基础 

Android 平台的基本架构；Android 开发环境的搭建；

Android 应用程序开发、调试、发布流程；Android 应用

程序项目的基本框架。 

模块二 
Android 图形用户界面程序设计 Android 常见 UI 控件的使用；Android 资源访问 

模块三 
 

Android 逻辑功能实现 

Android 事件处理；Activity 和 Intent 的使用；Android

四大组件。 

模块四 
 

Android 数据存储 

文件存储数据；SharedPreferences 存储数据；SQLite 数

据库存储数据。 
 

教学实施说明： 

1.任务驱动教学：按照理论实践一体、课内外互补、课堂教学与上机实训相互结合的课程设计指导思想，以任务或

项目为载体组织教学内容，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实现“教、学、做”的有机融合； 

2.培养创新精神：通过班级讲授、团队学习、个体辅导、展示交流、技能大赛等手段，实现从模仿到应用到创新的

高职学生递进式培养。 

3.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开展线上线下教学。 

本课程建有网络课程，通过把多种教学资源上网，把课堂向课后延伸，使学生的学习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

此外，多家合作企业还提供了多种教学资源，为学生的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和扩充性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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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课程的总学时仅指课内学习时间，课内学习时间与课外学习时间比例为 1:2。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表一、附表二） 

核心课程 6 软件测试技术 

学  期 4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45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模块一 软件测试认知 软件测试、软件缺陷、软件测试模型、软件测试管理 

模块二 项目分析 
软件质量特性分析、测试需求分析、测试任务分解、建立测试项目组、配

置服务器 

模块三 白盒测试 
程序结构分析、逻辑覆盖（语句覆盖、判定覆盖、条件覆盖、判定-条件

覆盖、条件-组合覆盖、路径覆盖）、路径测试、数据流测试 

模块四 黑盒测试 
边界值测试、等价类测试、判定表测试、因果图测试、正交试验测试、状

态迁移测试 

模块五 单元测试 测试环境搭建、单元测试内容、单元测试策略 

模块六 集成测试 基于功能的集成测试，基于调用图的集成测试、基于路径的测试 

      

教学实施说明： 

 

   采用项目教学法。教学过程围绕项目的解决策略和过程展开，即学生需完成规定的任务和规定的测试动作与步

骤，以完成测试任务的质量、数量、时间、成本作为考核基本依据。在组织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导向任务、讲解

测试要领、操作示范演练、训练与逐个指导等环节，将培养学生知识与技能单元能力的过程设计为边讲边练的过

程，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的穿插安排，做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教学内容与实践内容一体化，调动

学生学习积极性，保证教学质量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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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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2 54 18 * √ 4 1 0320007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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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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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8 12 6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1

4 0920047 职业英语1 4 72 36 36 * √ 4

5 0920004 职业英语2 4 72 36 36 * √ 4

6 2820001 国学精粹 1.5 27 18 9 1.5

7 402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 2 36 18 18 1.5 0.5

8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 1 18 9 9 1

9 0920251 交际与口才 2 36 26 10 * √ 2

10 0220018 高等数学 2 36 36 0 2

11 4320004 军事理论 2 36 36 0

27.5 495 335 160 16 8 0 2.5 10 180

扩展能力

模块
12 216 108 108 4 4 4

1 0620468 信息技术应用基础 4 72 18 54 √ 4 1

2 0620204 计算机网络基础 3 54 18 36 √ 3 2

3 0620696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3 54 27 27 4 3

10 180 63 117 4 0 3 4 0 0

1 0620186 JAVA语言程序设计 4 72 36 36 ** √ 4 1

2 0620089 数据结构 4 72 36 36 √ 4 2

3 0619992 MySQL数据库基础与应用 3 54 36 18 ** √ 4 3

4 0619895 UML建模与设计模式 2 36 27 9 ** √ 2 4

13 234 135 99 4 8 2 0 0 0 0 0

1 6206104 JAVA语言程序设计进阶 4 72 36 36 √ 4 1 2017051 企业教学 9 162 9 5

2 6206105 JAVA WEB应用开发 4 72 36 36 ** √ 4 2 2017053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业实

习报告
18 324 18 6

3 0620604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 4 72 36 36 ** 6 3 0620297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实

训
2 36 6 3

4 0620165 软件测试技术 4 72 27 45 ** 4

5 2017050 前端设计技术 4 72 36 36 4

6 2017052 前端交互技术 4 72 36 36 4

24 432 207 225 0 4 14 8 0 0 29 522

1 0620651 中华传统礼仪 1 18 12 6 1 1 0620297
WEB前端开发职业技能实践

（中级考证）
3 54 9 5

2 0620652 国学经典导读与数字化资源开发与应用 1.5 27 18 9 2 2 0620298
全国信息技术水平考试实践

（程序设计工程师JAVA考

证）

3 54 9 5

3 0620657 云计算技术 2 36 36 0 √ 2 3 0620299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

资格实践（软件评测师考

证）

3 54 9 5

4 0620658 PHP动态网站开发 4 72 36 36 4

5 0620659 Bootstrap应用开发 4 72 36 36 8

6 0620064 计算机专业英语 2 36 27 9 √ 2

7 0619469 大数据技术 2 36 18 18 √ 2

8 x201301 图形图像处理 2 36 0 36 ▲ 2

9 0620246 软件性能测试 2 36 9 27 2

10 0620296 .NET程序设计 2 36 9 27 2

12.5 225 138 87 0 1 2 6 8 3 54

99 1782 986 796 24 25 25 24.5 8 42 756

核心

课程

考试

方式
内容

基本素质

与能力）

序

号
课程代码 学分 学时 周数

学

期
学分 学时 理论 实践

核心

课程

考核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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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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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教育按学校校历安排。

序

号

1

2

3

4

5

课程类

型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2

小计 小计

公共选修课（小计）

小计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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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基

础课程

（必修

课）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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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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  986 38.85% 

实践教学 86.2  1552 61.15%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37.5 675 26.60% 

专业（技能）课 76 1368 53.90% 

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 12 216 8.51% 

专业选修（技能）课 15.5 279 10.99% 

总学时/学分 141 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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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具有软件开发相关专业硕士学位或者相当于硕士学位的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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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编写教案、实

训指导书，制作课件，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的能力，有每 3年累计不少于 6个月的

企业实践经历。 

专业带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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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

匠精神，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技术职称，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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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设施主要包括能够满足正常的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所需的专业教室、校内实训室和

校外实训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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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教室基本条件 

专业教室一般配备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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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明显，保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实训室类别 主要承担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条件 

WEB前端开

发技能类实

训室 

支持图形图像处理、

html5+CSS3、JavaScript

程序设计、UI界面设计、

Bootstrap应用开发、

NodeJS应用开发、Vue应

用开发、WEB前端综合实

战等课程的教学与实训 

前端设计技术 

前端交互技术 

Bootstrap应用开发 

PHP动态网站开发 

图形图像处理 

配备服务器（安装

adobe Photoshop、

Visual Studio Code

开发环境）、投影设备、

白板、计算机，可运行

Chrome浏览器的测试

终端、wifi环境 

Java软件开

发技能类实

训室 

支持 Java程序设计、

MySQL数据库、Java Web

应用开发、Java EE企业

级应用开发、Java开发综

合实战等课程的教学与实

训 

Java语言程序设计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Java语言程序设计进阶 

Java Web应用开发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进阶 

UML建模与设计模式 

软件测试技术 

软件性能测试 

配备服务器（安装

MyEclipse、MySQL 

Server相关软件及开

发工具）、投影设备、

白板、计算机等 

3.校外实习基地基本要求： 

实习基地名称 主要承担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条件 

广东华际友天

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面向金融行业的商业

智能 

 

软件技术专业企业教

学（华际友天公司）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习基

地；能提供软件开发、软件测

试、软件编码、软件技术支持、

WEB前端开发等实习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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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中软职业

技能培训有限

公司 

WEB 前端软件开发 
软件技术专业企业教

学（中软国际公司） 

广东红松网络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

开发 

软件技术专业企业教

学（红松公司） 

广州维动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

开发 

软件技术专业企业教

学（维动公司） 

广州市金禧信

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系统技术支持岗位顶

岗实习 

软件技术专业企业教

学（金禧公司） 

 

（三）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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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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教材、

图书文献及教学资源等。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1）每门课建立课程团队，团队由校内专任教师、行业专家、企业兼师组成，每门课程

的教材由该课程团队成员指定。 

（2）对于专业课程，鼓励专任教师根据本校学生情况，编写并出版高质量教材。 

（3）教材原则上应该选用近三年出版、国家规划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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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政策法规资料，有关软件开发的技术、标准、方法、操作规

范以及实务案例类图书等。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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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库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能满

足教学需要。为学生提供中国知识资源总库、读秀知识库、超星发现系统、维普期刊资源整

合服务平台、国研网、网上报告厅、中宏教研支持系统、新东方多媒体资源库等各类数据库

18个。 

 

（四）教学方法 

本专业教学方法着重培养学生具备面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计算机软件工程专业能

力，兼备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创新意识、团队合作意识，以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教

学方法上，应重视以下基本思想： 

（1）重视实践与应用，树立工程性、创新性的教学理念； 

（2）多种教学方法融合，引导学生了解、挖掘自身专业兴趣爱好、特长； 

（3）结合企业实际软件工程项目运作及工程环境进行教学训练。 

教学方法从传统的“以教为主”转变为“以学为主”，积极开展小组合作学习、项目探究

学习等教学活动，具体可采用案例教学法、项目驱动法等，通过任务驱动方式的工程设计和

软件开发技术等方面的专业训练，使学生掌握软件分析设计的实用方法和主流开发技术；通

过与 IT 企业的密切合作，使学生尽早适应企业环境和文化，培养学生较强的就业能力和规范

的软件工程师职业素养。 

 

（五）学习评价 

把握专业培养目标，学习评价指标与课程目标充分相结合，培养能够从事软件开发、软

件测试、软件编码、软件技术支持、WEB 前端开发、人工智能系统开发、大数据处理等工作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因此，学习评价标准可以概括为职业素养、知识标准（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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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人文科技综合素）、能力标准（职业能力、创新能力）。 

评价原则包括： 

（1）知识与能力评价相结合原则； 

（2）思想道德素质与身心素质评价相结合原则； 

（3）过程与终结评价相结合原则； 

（4）自我评价和集体评价相结合原则。 

评价方法，根据不同课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1）考核方法的多样化。以能力为标准，注重过程性评价。以课堂实训为主、多种形

式并用。 

（2）引入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通过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促进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和技能水

平的发展，实现培养目标。 

（3）引入企业对员工的评价体系。 

建议考评指标如下： 

1、考核方式与成绩占比 

① 出勤率: 10 % 

② 课堂参与: 加分项 

③ 案例讨论与实践: 20 % 

④ 作业及实验: 20 % 

⑤ 期末考查: 50 % 

2、评分标准 

（1）课堂参与度 (30%) 包括：课前预习、全勤，占 10%，积极回答问题+参与课堂讨论

+作业，占 20% 

（2）小组活动（20%） 包括：报告 占 10% 、展示占 10%  

注：根据不同课程进行互动评价：包括小组评价与自我评价，企业（职业）评价  

（3）期末考查 (50%) 

多元化的形成性的学习评价主体表 

职业素养 知识标准 过程评价 
小组与自我

评价 
企业（职业）评价 

职业行

为规范 

诚实守

信意识 

知识

目标 

能力

目标 

课堂

参与 

作业及 

实验 

案例实践讨

论与汇报（分

组、个人） 

根据实训课程的需

要引入企业评价、

职业资格认证 

        

        

 

学习评价细分表 

序号 评分体

系 

评分标准 考核要求 评分构成 分数占比 

1 出勤 缺勤一次减 3 分 三次缺勤扣 10

分 

随机点名 10 

2 课堂参 根据课堂参与给予加分 最高不超过 10 期末总分不超过 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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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分 100 分 

3 作业及

实验 

根据作业完成情况，评

定不同的分值  

作业及实验的

次数 

主要考查专业知

识、工具性知识 

20 

 

（六）质量管理 

软件技术专业是学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的试点专业，在质量管理上遵从学校的人才培

养工作质量标准。 

1. 课程质量管理 

课程质量管理采用常态性改进与阶段性改进相结合的模式。常态性改进是在课程教学过

程中的问题分析与改进工作，阶段性改进是在一门课程结束后的问题分析与改进工作，这两

方面的相关情况都由任课教师记录在《课程诊改总结表》并在学期末提交给专业负责人。专

业负责人会同课程组全体教师审核《课程诊改总结表》并明确课程下一步的改进措施。 

2. 专业质量管理 

专业质量管理除了处理日常教学运行特殊情况外，以周期性工作为主。依据校本专业人

才培养工作质量标准，每个学期末的专业质量保证工作分三个阶段推进：一是专业团队填写

《专业质量评价表》，提出自评报告；二是专业团队填写《专业质量改进工作监控表》和《质

量监控与改进工作报告》，自主完成质量保证工作报告；三是以《专业质量保证评价表》为

评价工具，学校内部第三方对专业质量提升工作作出评价。专业质量保证工作的关注点放在

“能否找到问题，并有效提出改进措施”上。 

3. 以目标达成度为抓手的课程和专业质量管理 

在专业质量保证信息化系统的支持下，开展以目标达成度为抓手的质量管理。引入《悉

尼协议》“学生中心、结果导向、持续改进”的质量保证理念，直接收集与分析学生的学习

成效数据，发现需要改进的教学环节并及时修正。对人才培养目标作结构性分解，构建多级

指标体系，并根据每一项指标对上一级指标的贡献度来赋予权重。不再分解的底层指标的目

标达成落实到一到几门课程中，并根据每门课程的贡献度赋予权重。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从全体学生的学习情况数据获得底层指标的目标达成度，进而估算出上层指标的目标达成

度。根据所得的目标达成度数据，从教学条件、教学标准、教学改革、教学团队、教学管理

等方面提出改进对策与改进后的目标效果。 

 

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组群逻辑： 

物联网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其涵盖领域非常广，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端技能型人

才支撑。 

物联网体系结构主要由四个层次组成：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应用层。其中感知层

主要是通过各种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网络层主要通过传感网传输数据；平台层主要是使用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现支撑跨行业、跨应用、跨系统之间的信息协同、共享、互通的功

能；应用层主要包括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家居、智能物流、智能电力等行业应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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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层次，分别涵盖了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所

以可将这四个专业组成“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 

专业群：  

名称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 

群内专业 1、物联网应用技术     2、计算机应用技术      3、软件技术    4、 计算机网络技术  

核心专业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群内 

资源共享 

（2） 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⑥ 信息技术应用基础，72 课时。 

⑦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 ，54 课时。 

⑧ 计算机网络基础，54 课时。 

 

（2）专业群师资共享 

软件技术教学团队、计算机网络技术教学团队、计算机应用技术教学团队。 

 

（3）专业群基地共享 

软件开发综合实训室、企业信息管理综合实训室 

软件测试综合实训室、软件开发实训室 

数据库实训室、网络综合实训室 

网络组建综合实训室 

 

 

专业特色： 

与广东华际友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维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中软职业技能

培训有限公司、广东红松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具有深厚行业背景的 IT 龙头企业合作，

使用构建体验式教育与传统创业教育相结合的新型体验式创业教育体系模式，在“三个创业

平台（创业构思平台，创业实施平台，创业反思平台）”思想的指导下，探索“职业情境、

项目引领、能力递进” 人才培养模式，融“创业课程，创业实践”于教学内容，采用“创

业思维激发式”的教学方式，实施“基于软件产品开发过程”的课程体系，构造“项目载体，

能力递进”的实践教学体系与实践条件，打造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培养不仅熟练掌握软件

开发技术、软件产品设计技术，而且具备软件运维能力、软件公司运作能力、软件市场调查

分析拓展能力，具有创业意识，满怀创业激情，具备创业技能，准备随时在信息行业提供创

新服务的软件市场创业开拓型人才。 

 

十.【创新创业教育】 

（一）培养思路 

    建立创业课程、创业实践和创业研究互为依托的软件人才创业教育模式，提出切实支持

大学生在校园环境下进行创业实践的教育思路，让创新和创业性的教育思路切实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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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阶段 

    通过提高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来推动创新型现代化国家建设，大力推进创新创业

教育和促进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以此加快建设创新型的国家，落实以教育促进创业的教育

战略。 

（三）培养措施 

通过在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中引入创新创业型的课程体系，极大地改观当前学生在现有

课堂中学习不到创业技能和创业知识的现状，通过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完成

培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从而真正落实素质教育。 

 

十一.【学生第二课堂活动】 

（1）以国学活动为切入点的体现文化素质教育的学习和其它形式活动。 

学生们每年都参加学院国学经典诵读大赛、国学院清心茶艺社活动和比赛、艺术团活动、

职业礼仪协会活动和相关讲座、图书协会相关读书和文化活动、语言与演讲协会活动等。 

（2）以培育创新创业意识、提高实战技能为宗旨的周末第二课堂：包括公司的《IOS 开

发》、公司的《HTML5 项目实战》、公司的《Java 实战演练》。创之梦创新创业训练营组织

学生参加省市院各级创业大赛、举办过系列创新创业讲座和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各级创新创

业相关比赛有：《全国（广东省）“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中国（广东省）“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青春”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嬴在广州”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广州青年创业大赛》。 

（3）学生的各种社团活动、文体活动。 

学院 IT 服务协会、计算机协会开展系列专业活动，包括组织为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计

算机技能培训、开展计算机软硬件维修活动、智能手机使用技能培训活动、网络知识推广普

及活动等等。 

（4）学生参与以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为形式的课外实践活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

组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项目广东省选拔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选拔赛

——物联网应用技术》、《广州市属高职院校物联网应用技术竞赛》、《广东省大学生计算机设

计大赛（高职组）》、广东省高校杯软件设计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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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社会志愿者活动。 

 

十二.【资格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 

（一）通用能力证书 

   高等学校职业英语能力认证证书 

 

（二）建议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WEB前端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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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相关职业资格、技能、水平证书 

①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之《程序员》证书 

②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之《软件评测师》证书 

③全国信息技术水平考试之《程序设计工程师技术水平（Jav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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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 学分（创

新社会实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15.5   学分，公共选修课  12  学分， 总学

分达  141 （学时达   2538   ）方可毕业。 

 

                                             

                                              编制人：唐世文 

审定人：时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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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计算机网络技术（三年制） 

专业代码：610202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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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立足广州、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内的 IT 网络公司、信息技术公司、知名系统集成

和网络设备制造商等企业，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专业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掌握

计算机网络护技术，网络安全技术，网站开发及运维技术，虚拟化及云计算技术；能够从事

中、小型计算机网络工程的设计、组建、管理与维护，信息安全管理、网站开发及运维等工

作，具备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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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子 信 息

大类（61） 

计 算 机 类

（6102） 

信息系统集

成 服 务

（6531） 

计算机网络工程

技 术 人 员

（2-02-10-04） 

信息安全工程技

术 人 员

（2-02-10-07） 

网络构建、管理、维

护工程师； 

网络安全管理工程

师 

华为、思科、红

帽中高级认证； 

中国信息安全认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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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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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文书写作和人际沟通能力，能熟练使用计算机与办公软件，具备

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具有扎实的信息科学专业知识、技能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熟练掌握相关

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具有信息安全意识。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掌握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应用文写作、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

国学精粹、中国饮食文化等知识。 

（2）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掌握数据通信基础，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TCP/IP 协议，网络工程的设

计、施工、验收，主流网络设备的调试、安装、组网，网站设计、运维、管理以及信息安全

基础、网络攻防、渗透测试、信息安全管理等知识和技能。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具有良好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能熟练地用中文完成专业技术报告并借助辞典阅读英

文专业文献。 

具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够完成团队组织与协调管理，善于同他人密切合作。 

具有熟练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够学习、更新和使用各类办公软件完成相关工作。 

具有较高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能够参与或主持创新创业活动、竞赛和项目。 

 

（2）职业专门能力 

中小型网络组建及网络设备的调试能力。熟练配置主流网络交换机与路由器的配置，具

有中小型网络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和验收能力； 

网站开发、管理与运营能力。熟练应用市场上主流网页制作工具的使用，能够制作简单

的动态网页，具备基本的网站管理与运维能力； 

网络安全产品的配置与管理、网络安全评估能力。熟练运用各种网络安全产品如防火墙、

计算机病毒、IDS、PKI、攻防技术等配置与管理，能制定企事业单位的网络安全管理方案等。 

 

（8）职业拓展能力 

具有项目管理与风险控制能力，能独立撰写招标文件、项目文件等。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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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培养 

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网络

构建、

管理、

维护

工程

师★ 

主要从事网络系统工程中的综合布线；设备

的选型、安装与配置；技术咨询与技术支持

等工作。 

1、具有中小型网络交换与路由的

配置与管理、常见网络故障的排

除能力； 

2、掌握综合布线设计与验收规

范，能完成中小型网络系统的设

计、安装与验收； 

3、熟悉调试思科、华为等主流交

换机、路由器、防火墙等产品，

能编写技术方案； 

4、正确阅读并理解相关领域的英

文资料。 

1、HCIA数通进阶

及综合实训 

2、信息安全原理

与应用（HCIA安

全) 

3、网络操作系统

的应用与配置 

4、综合布线技术

与工程 

5、HCIP 路由和交

换 

2 

网络

安全

管理

工程

师 

网络终端的安全管理维护;信息安全系统的

维护和故障恢复;网络安全体系建设、系统

安全评估与加固;保障终端、系统、网络与

信息的安全性、完整性和可用性;信息安全

培训。 

1、遵照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和标准

工作，防范黑客入侵并进行分析

和防范； 

2、熟练运用各种安全产品和技

术，设置防火墙、防病毒、IDS、

PKI、攻防技术等。 

3、能进行安全制度建设与安全技

术规划、日常维护管理、信息安

全检查与审计系统账号管理与系

统日志检查等； 

4、正确阅读并理解相关领域的英

文资料。 

1、HCIA数通进阶

及综合实训 

2、信息安全原理

与应用（HCIA安

全) 

3、网络操作系统

的应用与配置 

4、网络攻防技术

（HCIP安全） 

5、网络协议分析 

6、Web 应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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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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毛泽东思想 

18、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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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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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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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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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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作,了解身体

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健康指标、常见运

动损伤和预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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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参与体育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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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智慧树学习平台 

17、学生心理健康信息化

管理平台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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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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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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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

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觉践行中华

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

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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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悉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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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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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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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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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生涯规划

书的制定与撰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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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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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职业准

备，掌握求职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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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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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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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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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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能力目标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能进行个人

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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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撰写规

范的创新创业商业计划书；能依流程申请

设立企业，并进行运营管理；具备求职技

能，能快速适应职场环境。 

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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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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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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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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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际

与口

才 

 

具有的较强人际交往能力、语言表达技能

和语言文化素质的，提升学生的勇气、自

信和团队合作精神。 

 

 

语言沟通、非语言沟通、

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与技

巧、人际交往障碍与克服、

几种基本人际关系沟通和

口才训练 

 课程采用讲解、示范、录音、

录像、试讲、讲评、模拟表

演、观摩等多元互动的教学

模式，使学生在有效职业情

景的训练中，切实锻炼与提

高交际能力和口头表达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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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等

数学、

经济

数学 

  1、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数学素质和数学文化，把数

学思想、方法延伸到其它课程的学习中。 

  2、知识目标 

  掌握微积分的基本运算,熟练线性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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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微积分、线

性代数、概率统计的基本概念，等等。 

  3、能力目标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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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成非均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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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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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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HCIA 数通入门/HCIA

数通进阶及综合实训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

握华为认证 HCIA 数通考

试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能

通过 HCIA 数通认证考

试。 

网络基础知识，流行网

络的基本连接方法，基

本的网络建造，基本的

网络故障排除，华为路

由交换设备的安装和调

试。 

项目化教

学、华为

认 证 教

材、线上+

线下 

 

2 HCIP 路由和交换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

握华为认证 HCIP 考试中

有关路由和交换方面的

基础知识，为后续的学习

和考证打好基础。 

理解 OSPF、BGP 协议原

理，并掌握基于 VRP 平

台下，使用 OSPF、BGP

组建大型网络的方法；

理解 IGMP、PIM-SM/DM

协议原理，并掌握使用

这些组播协议组建组播

网络的方法  ；理解

VLAN、GVRP、QinQ、STP、

RSTP 和 MSTP 的工作原

理；掌握应用 STP、RSTP

和 MSTP 避免交换网络

环路的方法。 

项目化教

学、华为

认 证 教

材、线上+

线下 

 

3 
信息安全原理与应用

（HCIA 安全）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

握华为认证 HCIA 安全考

试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能

通过 HCIA 安全认证考

试。 

网络安全基础知识，防

火墙基础知识和部署，

防火墙访问控制列表技

术，防火墙动态地址转

换 技 术 ， 防 火 墙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技术，华赛安

全产品介绍。 

项目化教

学、华为

认 证 教

材、线上+

线下 

 

4 
网络操作系统的应用

与配置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

握 Linux 操作系统的安

装、管理、开发等方面的

知识和技能。 

Linux 的发展历史、

Linux 的安装、文件管

理、用户管理、软件包

管理、磁盘管理、进程

管理等基础知识，并对

Linux下软件开发、Shell

脚本编程、网络服务器

配置。 

项目化教

学、线上+

线下 

 

5 综合布线技术及工程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

握综合布线系统的设计、

施工和验收等方面的知

识和技能。 

综合布线设计、测试和

验收，综合布线的常用

器材和基本操作，网络

配线技术，光纤工程，

综合布线各子系统布线

和综合布线实训，并附

项目化教

学、线上+

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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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

计和验收规范。 

6 
Web 应 用 开 发

（PHP+MySQL）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

握基于mysql的PHP网站

开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为后续的学习打下基础。 

网站功能需求分析、网

站版面设计、网站版面

切图、数据库设计、网

站后台功能开发、网站

前后台整合、网站测试、

网站发布、网站验收等。 

项目化教

学、线上+

线下 

 

7 
网络攻防技术（HCIP

安全）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

握计算机网络攻防的基

本知识和技能，为后续的

学习和考取华 为认证

HCIP 安全打下基础。 

网络攻防概论、密码学

基础知识、网络侦察技

术、网络扫描技术、拒

绝服务攻击、特洛伊木

马、口令攻击技术、网

络监听技术、缓冲区溢

出攻击、Web网站攻击

技术、手机攻防技术等。 

项目化教

学、线上+

线下 

 

8 网络协议分析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

握 TCP/IP 协议的构成，

协议数据格式及数据抓

取的技能，为后续的学习

打下基础。 

TCP/IP的体系结构和基

本概念。PPP、ARP、

RARP、IP、ICMP、UDP、

TCP、NAT、RIP、OSPF、

BGP、IGMP、BOOTP、

DHCP、DNS、SNMP、

HTTP、MIME、POP、

IMAP、FTP等协议的数

据抓取。 

项目化教

学、线上+

线下 

 

9 云计算技术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

握云计算技术的基本知

识和技能，为后续的学习

打下基础。 

虚拟化技术发展史、虚

拟化技术的分类、虚拟

化架构特性、主流虚拟

化技术、服务器虚拟化

应用、桌面虚拟化应用、

网络虚拟化应用、虚拟

化架构软/硬件方案等 

项目化教

学、线上+

线下 

 

 

（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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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HCIA 数通进阶及综合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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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协议的应用 

理解以太网帧结构、IP 编址 

理解 ICMP 协议和 ARP 协议 

理解传输层协议、数据转发过

程 

利用 eNSP 软件，通过抓取设备传输过程中的数据包，理

解、分析各种协议的工作原理、应用。 

VLAN 

跨交换机 VLAN 配置 

理解 Hybrid 接口的灵活应用 

VLAN 间路由 

分析不同 VLAN 技术的特点； 

利用 eNSP 软件，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应用相应的 VLAN

技术 

冗余链路技术 

STP 和 RSTP 的应用 

MSTP 基础配置 

链路聚合 

分析不同生成树协议的特点； 

利用 eNSP 软件，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应用相应的 STP

技术 

路由协议 

RIP 协议的进阶配置 

OSPF 协议的进阶配置 

RIP 和 OSPF 协议的互操作 

初步理解 RIP 协议和 OSPF 协议的工作原理； 

配置和验证两种路由协议； 

在网络中，同时应用两种路由协议，并进行双向重分发 

网络特性 

DHCP 原理与配置 

FTP 原理与配置 

Telnet 原理与配置 

网络地址转换 

在路由器上启动和应 各种网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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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控制列表 

AAA 

广域网 
HDLC 和 PPP 协议配置 

PPPoE 原理与配置 

配置 HDLC、PPP 和 PPPoE 协议 

综合应用 
综合应用 

综合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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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条件 

(1)上课地点建议安排在网络工程综合实训室（6401）； 

(2)学生计算机的要求：win7 64 位系统，内存不小于 4G，CPU I3 系列以上； 

2、校企合作： 

实训部分与广州泰克实验室、YesLab 实验室、锐捷网络、华为网络等企业兼职老师合作教学； 

3、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教学方法中采用“项目驱动”、“还原教学”、“引导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打破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格局，

学生在课堂上有充分的时间实训和讨论，形成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课程教学模式。 

4、技能证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工程师证书 

华为认证 HCIA、HCIP、HCIE 

 

核心课程 2 HCIP 路由和交换 

学  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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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架构模型设

计 

掌握网络规划的基本方法，对熟悉规划

网络的 IP 路由 

路由协议基础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OSPF 

OSPF 路由协议基础 

理解 OSPF 邻居与邻接关系 

OSPF 协议报文和链路状态通告 

建立 OSPF 邻居与邻接关系 

计算 OSPF 区域内路由 

OSPF 区域间路由 

OSPF 外部路由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BGP 协议 

BGP 概述 

BGP 工作原理 

BGP 路径选择 

BGP 路由聚合 

BGP 路由策略 

BGP 反射与联盟 

BGP 故障排除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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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控制 
路由选择工具 

路由策略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交换技术 

VLAN 技术原理与配置 

QinQ 技术原理与配置. 

生成树协议 

生成树协议与 VRRP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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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条件 

(1)上课地点建议安排在网络工程综合实训室（6401）； 

(2)学生计算机的要求：win7 64 位系统，内存不小于 4G，CPU I3 系列以上； 

2、校企合作： 

实训部分与广州泰克实验室、YesLab 实验室、锐捷网络、华为网络等企业兼职老师合作教学； 

3、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教学方法中采用“项目驱动”、“还原教学”、“引导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打破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格局，

学生在课堂上有充分的时间实训和讨论，形成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课程教学模式。 

4、技能证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工程师证书 

华为认证 HCIA、HCIP、HCIE 

 

核心课程 3 信息安全原理与应用（HCIA 安全） 

学  期 3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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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认识计算机网络

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防护，网络安全标准，虚拟机

技术 
讲授 

Windows 系统安

全加固 

服务与端口，组策略，账户与密码安全，

漏洞与后门 
讲授、演示、学 操作 

网络协议与分析 
以太网的帧格式，网络层协议格式，传

输层协议格式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计算机病毒及防

治 

计算机病毒特征，计算机病毒分类，宏

病毒和蠕虫病毒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密码技术 
古典密码技术，对称密码技术，非对称

密码技术，单向散列算法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网络攻击与防范 目的系统的探测，网络监听，口令破解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防火墙技术 
防火墙技术原理，防火墙体系结构，配

置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入侵检测技术 
入侵检测系统的基本结构，入侵检测系

统的分类，配置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VPN 技术 VPN 特定，VPN 分类，配置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Web 安全 
IIS 的安全，脚本语言的安全，Web 浏

览器的安全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无线网络安全 无线局域网标准，无线加密标准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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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条件 

  (1)上课地点建议安排在信息安全实训室（6401），； 

  (2)学生计算机的要求：内存不小于 4G，CPU 核心数不小于 4，硬盘不小于 60G；提供虚拟机环境和 Windows 

2003、Win xp、Linux 等的虚拟机镜像； 

2、校企合作：课程实施过程中建议网络攻击与防御部分的内容请广州中星或者蓝盾学院的相关老师来学校演示； 

3、教学方法与手段：本课程将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在理论上，通过范例（包括正反面例程）引入

概念、原理和方法。在实践上，充分地利用 Internet 资源，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利用网络资源的积极性，搜

集最新的网络安全技术，并应用于实践教学之中。本课程要求学生自己动手分析实例，学习基本理论和方法，结

合已有的知识，适当组织一些讨论，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达到本课程的教学目的。  在网络安全管理

中，专家们一致认为“30%的技术，70%的管理”。因此最后安排网络安全工程与管理的内容。   

4、 技能证书 

信息产业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NISP，CISP 

 

核心课程 4 网络操作系统的应用与配置 

学  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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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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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基

本知识 

Vmware 的使用 

Linux 安装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常用命令 
date、echo、uname、who 命令的基本格式，历史

命令，命令补全，获取帮助，命令别名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文件系统 
与目录管理有关的命令，文件的新建、复制、移

动与删除，文件压缩与打包，文件查找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用户管理 

用户的增加、删除与修改，组的增加、删除与修

改，文件和目录可读、可写、可执行，文件和目

录访问权限的控制方法，修改文件与目录的权

限，扩展权限，文件属性，ACL 权限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磁盘管理 新增硬盘，磁盘配额，RAID，逻辑卷 LVM 管理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软件包管理 Rpm 软件包工具，Yum 的配置与管理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网络管理 
主机名，IP 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地址和路由，

启用和停止网卡，防火墙与 SeLinux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服务器配置 

Mysql 的配置与使用，Samba 的配置与使用，NFS

的配置与使用，DNS 的配置与使用，Web 的配置

与使用，Ftp 的配置与使用，Emai 的配置与使用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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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师资：要求有中级或以上职称（职业资格），有 1 年以上 Linux 教学经验。 

2、教学设施：本课程是实训为主的课程，必须在机房上课；上课机房的要求：安装 win7 或以上的 64 位操作

系统，安装有 Vmware 版本 10 或以上，安装 centos7(64 位)虚拟机，计算机 CPU 支持硬件虚拟化，内存 8G 以上。 

3、教学资源：网络课程，聘请泰克网络实验室或 YESLAB 公司讲解与考证有关的内容。 

4、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以学到实用技能、提高职业能力为出发点，注重提高学生的动手和综合应用能

力；教学做一体，理论知识融入到技能教学中。 

5、学习评价： 

（1）考核 

平时考核：平时考核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出勤情况，由老师考核，占 20%；另一部分是实训表现和完成情况，

由小组考核，占 30%； 

期末考核：通过一个综合实训项目，考查学生对本课程的掌握情况，由老师考核，占 50%。 

（2）成绩形成 

课程成绩=平时成绩ⅹ50%+期末成绩ⅹ50% 

20、 技能证书：推荐学生考取红帽认证初、中证书。 

 

 

核心课程 5 综合布线技术及工程 

学  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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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综合布线系统

概论 

智能建筑的组成及功能 

综合布线系统的概念、组成、特点和设

计等级 

国内外主要综合布线标准 

参观综合布线工程 

综合布线系统

器材 

各种电缆、光缆性能及连接件 

电缆、光缆配线架种类、功能及作用 

线槽、线管、桥架、机柜的规格和作用 

识别掌握双绞线、光缆、同轴电缆 

识别掌握双绞线电缆连接件、光缆连接件、同轴

电缆连接件 

识别不同类型的线管、线槽、桥架、机柜 

综合布线系统

设计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原则和性能指标 

综合布线系统各子系统的设计要领、方

法、步骤 

综合布线系统的电气保护、屏蔽保护和

接地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基础、规范 

工作区、配线子系统、干线子系统、建筑群子系

统、入口设施、管理系统设计 

电气保护、屏蔽保护、接地系统、防火设计 

综合布线工程

施工与安装技

术 

综合布线工程施工步骤和施工要求 

管槽施工、机柜安装、线缆敷设技术 

模块端接和光纤连接技术 

施工步骤与施工前准备、施工工具 

管槽安装的基本要求 

金属管、金属线槽（桥架）的安装 

PVC 线槽安装、机柜安装 

电缆、光缆布放 

双绞线、信息模块的制作 

配线架端接、光纤连接 

综合布线工程

测试与验收 

双绞线链路测试技术 

光纤链路测试技术 

系统验收流程 

永久链路、信道测试 

光纤测试 

系统验收项目实施 

综合布线工程

概预算 

综合布线工程的工程量的计算原则 

综合布线工程概预算的步骤及程序、预

算的设计方式 

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工程预算定额参

考 

概算的编制依据 

概算文件、预算文件的内容 

工程概算步骤及方式、IT 行业的预算设计方式、

建筑行业的预算设计方式 

综合布线设备安装、布放线缆、缆线端接、综合

布线系统测试预算定额参考 

综合布线工程

招投标 

综合布线工程的招标 

综合布线工程项目的投标 

工程项目招标的方式与程序 

工程项目投标、分析招标文件、编制投标文件、

工程项目投标的报价 

综合布线系统

工程管理 

综合布线工程管理常识和常用工作表 

综合布线工程现场管理、器材管理、进

度和安全管理方法 

现场管理制度与要求 

技术管理、施工现场人员管理、材料管理、安全

管理、质量与成本控制管理 

施工进度控制、工程各类报表 
 

 

核心课程 6 Web 应用开发（PHP+MySQL） 

学  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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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P 基本语

法 

1.熟悉 PHP 的语法风格；2.掌握数据与运算的基本操作 

；3.掌握流程控制语句的运用；4.理解各文件包含语句的区别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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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1.掌握函数的定义及调用；2.掌握变量在函数中的使用 

；3.熟悉回调函数和匿名函数的应用；4.熟悉 PHP 内置函数的使用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数组 
1.掌握数组的定义与使用；2.掌握数组的查找与排序 

；3.掌握数组的常用函数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Web 表单生

成器 
1.掌握多维数组的数据存储；2.掌握函数与数组的综合应用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PHP 与 Web

页面交互 

1.熟悉表单的接收与处理；2.掌握超全局变量的使用；3.掌握 HTTP

的请求与响应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PHP 操 作

MySQL 数据

库 

1.了解数据库以及相关软件的特点；2.掌握 MySQL 数据库的安装及常

用操作；3.掌握 PHP 操作数据库的基本步骤；4.掌握 MySQL扩展的预

处理操作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许愿墙 
1.掌握表单在项目中的运用；2.掌握基于 PHP + MySQL 的网站开发技

术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正则表达式 
1.熟悉正则表达式的语法规则；2.掌握 PHP 中的正则表达式函数；3.

熟悉正则表达式的常见案例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文件操作 
1.掌握文件的常见操作；2.掌握目录的常见操作；3.掌握文件上传与

下载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图像技术 
1.了解 GD 库与常见的图片格式；2.掌握图像的创建与生成；3.掌握

基本形状与文本的绘制；4.掌握图像的拷贝与过滤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在线相册 
1.掌握 PHP文件与图像操作在开发中的运用；2.掌握基于 PHP + MySQL

的在线相册网站开发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面向对象编

程 

1.熟悉面向对象的思想；2.掌握类与对象的基本使用；3.掌握封装、

继承与多态的实现；4.了解常用的设计模式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会话技术 1.掌握 Cookie 技术与使用；2.掌握 Session 机制与使用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趣 PHP”

网站开发实

战 

1.掌握类与对象在项目开发中的运用；2.掌握 PHP + MySQL 技术在网

站开发中的综合应用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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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条件：计算机安装有 Apache、php、mysql 等软件； 

2、校企合作：课程实施过程中建议请广州中信教育或者蓝盾学院的相关老师来学校演示； 

3、教学方法与手段：项目教学法、案例分析、分组讨论、场景模拟、启发引导等教学方法。   

4、技能证书：全国信息技术水平考试的计算机信息处理工程师技术水平证书、 PHP 专业工程师联合证、美国 Zend 

Technologies 公司的 PHP 工程师认证、国家教育部“岗位任职合格证书”（ SIC） 、计算机二级 MySQL 证书，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工程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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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53 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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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1.5 27 18 9 1.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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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9 201300？ 交际与口才 2 36 26 10 * √ 2

10 0220018 高等数学 2 36 36 0 1

11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28 493 334 159 15.0 10 0 0.5 0 0 10 180

扩展能力

模块
10 180 90 90 0 4 4 2

1 0620468
信息技术应用基础( Fundamentals of

Information Technique)
4 72 0 72

▲ √
4 1

2 0620204
计算机网络基础(Computer Network

Fundamentals)
3 54 27 27 3 2

3 0620695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3 54 27 27 3 3

10 180 54 126 10 0 0 0 0 0

1 0620268

网络操作系统的应用与配置(Configu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Network Operation

System)

4 72 24 48 **▲ 4 1

2 0620482
综合布线技术及工程(Integrated Wiring

and Installation)
4 72 24 48 **▲ 4 2

3 0620696 Web应用开发（PHP+MySQL） 4 72 24 48 **▲ 4 3

4 0620910 网络协议分析(Network Protocol Analysis) 2 36 18 18 2 4

5 0621124 云计算技术 2 36 18 18 2 5

16 288 108 180 0 8 6 2 0 0 0 0

1 0620930 HCIA数通入门 2 36 18 18 2 1 0620622 企业教学（teaching

by enterprise）
9 162 9 5

2 0621224 HCIA数通进阶及综合实训 4 72 36 36 **▲ 4 2 0622106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

业设计（论文）
18 324 18 6

3 0621518 HCIP路由和交换 4 72 36 36 **▲ 4 3 0623590 综合训练A(HCIA数通

综合训练)9
2 36 1 3

4 0621812 信息安全原理与应用（HCIA安全） 4 72 36 36 **▲ 4 4 0625074 综合训练B(HCIA安全

综合训练 )18
2 36 1 3

5 0622106 网络攻防技术（HCIP安全） 4 72 36 36 4 5 0626558 综合训练C(HCNP数通

综合训练 )9
2 36 1 4

6 6 0628042 综合训练D(HCNP安全

综合实训)18
2 36 1 4

7 0629526 企业教学5G移动通信模

块1
4 72 3 5

8 0631010 企业教学5G移动通信模

块2
4 72 3 5

9 0632494 企业教学云计算认证模

块
4 72 3 5

10

18 324 162 162 2 4 8 4 0 0 47 846

1 0641010  中华传统礼仪 1 18 12 6 1 1

2 0633494 国学经典导读与数字化资源开发与应用 1.5 27 18 9 1.5

3 0625978 光纤链路实训 2 36 18 18 2

4 0618462 华为企业网络综合实训 2 36 18 18 2 2

5 0610946 计算机网络专业英语 2 36 18 18 2 3

6 0603430 SDN技术 2 36 18 18 2 4

7 0595914 Web安全 2 36 18 18 2 5

8 0588398 移动安全 2 36 18 18 2 6

9 0580882 数据安全 2 36 18 18 2 7

10 0573366 信息安全管理与等级保护 2 36 18 18 2 8

11 0565850 移动通信技术 2 36 18 18 2

12 0558334 HTML5混合APP开发 2 36 18 18 2

13 0550818 Windows Server配置与管理 2 36 18 18 2 8

12.5 225 113 113 1 1 10.5

94 1690 861 830 27.0 27.0 19 19.0 0 0 57 1026

专业群平

台课程

(必修)

合计

5

单项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专业能力

拓展模块

（专业选

修课13

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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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小计

小计

小计

综合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教学模块

序号

课堂教学

学期周学时数

2

核心

课程

小计

专业

（技

能）课

程

2

小计

序

号
课程代码 实践内容

学

分

合计

1

课程名称

公共基

础课程

（必修

课）

公共选修课（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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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考试

方式
学期

序

号
学时 周数

课程类

型
课程代码

核心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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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60.5 31.68% 

实践教学 —— 1855.5 68.32%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37.5 673 24.78% 

专业（技能）课 91 1638 60.31%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10 180 6.63% 

专业（技能）课 12.5 225 8.28% 

总学时/学分 151 2716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 师资队伍 

1.校内外专、兼职老师比例：1:1 

2.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9） 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和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热爱职业教

育事业，身心健康； 

（10） 具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通信工程、电子信息技术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

职称，或者具有计算机及相关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11） 熟悉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TCP/IP协议及计算机网络安全等相关技术，具备较强

的专业技术能力、实训指导能力； 

（12） 具备编写教案、实训指导书，制作课件，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研究能力。 

 

3.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7） 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职务）和在计算机网络等相关行业 3年以上工作经验； 

（8） 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水平，表达清晰，能指导学生实训，胜任课堂教学工作；具备

一定的编写教案、制作课件能力。 

（9）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热爱职业教育事业，身心健康。 

 （二）教学设施 

类 

型 
实训基地（室）名称 主要承担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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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内 

融合通信实训室 网络基础课程实训 计算机网络基础  

企业信息管理综合实训室 动态网站建设与开发实训 
Web 应 用 开 发

（PHP+MySQL） 
 

网络综合实训室 

HCIA 数通实训 HCIA 数通进阶  

HCIP 路由和交换实训 HCIP 路由和交换  

网络操作系统的应用与配置实训 
网络操作系统的应

用与配置 
 

云计算技术实训 云计算技术  

网络安全实训室 

信息安全基础、设备配置与管理 
信息安全原理与应

用 
 

渗透测试技术、网络攻防 网络攻防技术  

网络协议数据的抓包、分析 网络协议分析  

综合布线实训室 

综合布线系统 
综合布线技术与工

程 
 

光纤熔接技术 光纤链路综合实训  

校

外 

广州博立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网络构建、管理、维护，网络设备安

装调试等 
企业教学  

蓝盾股份公司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信息安全管理，渗透测试 企业教学  

360 集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信息安全管理，渗透测试 企业教学  

广东轩辕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网络构建、管理、维护，网络设备安

装调试等 
企业教学  

广州市金禧信息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 

网站建设、管理与维护维护 企业教学  

广州中星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信息安全管理，渗透测试 企业教学  

泰克网络实验室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 

网络构建、管理、维护，网络设备安

装调试等 
企业教学  

YESLAB 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 

网络构建、管理、维护，网络设备安

装调试等 
企业教学  

智汇融云信息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 

网络构建、管理、维护，网络设备安

装调试等 
企业教学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1）每门课建立课程团队，团队由校内专任教师、行业专家、企业兼师组成。每门课程的

教材有该课程团队成员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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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专业课程，鼓励专任教师根据本校学生情况，编写并出版高质量教材。 

（3）教材原则上应该选用近三年出版、国家规划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 

图书馆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科研教研等需求，随时供师生借阅。其中专业

类图书包括物联网工程技术、网络技术、软件技术等图书。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 

（1）建设、配备物联网专业相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实训案例库、数字教材等资源

库，供学生使用。 

（2）为学生提供中国知识资源总库、读秀知识库、超星发现系统、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

平台、国研网、网上报告厅、中宏教研支持系统、新东方多媒体资源库等各类数据库 18个。 

 

（四）教学方法 

本专业教学方法着重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育，综合职业能力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

和社会能力，所以在教学方法上，应重视以下基本思想：（1）重视实践与应用，注意协调发

展：（2）注意智力的多元性，做到因材施教；（3）使学生的积极性与教师的主导作用有效结

合。 

教学方法要从传统的“以教为主”转变为“以学为主”；要从机械地“满堂灌”到灵活地

“动手学”；根据不同课程，探索使用行动导向教学法、“模块式”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案例

教学法、实践教学法。 

 

（五）学习评价 

把握专业培养目标：能够根据客户需求进行物联网相关产品的配置、安装、集成与测试，

提供物联网系统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支持，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的复合型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因此，学习评价标准可以概括为道德标准、知识标准（专业知识、基础

知识、人文科技综合素）、能力标准（职业能力、创新能力）。评价原则包括：（1）知识与能

力评价相结合原则；（2）智力与情意评价相结合原则；（3）过程与终结评价相结合原则；（4）

自我评价和集体评价相结合原则。 

评价方法，根据不同课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综合评价学生成绩：（1）考核方法的

多样化。以能力为标准，注重过程性评价。以课堂实训为主、多种形式并用。（2）引入职业

资格证书制度。通过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促进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和技能水平的发展，实现培养

目标。（3）引入企业对员工的评价体系。 

 

（六）质量管理 

1.学校和系部建立专业艰涩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和监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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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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监督、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

培养规格。 

2.学校和系部完善教学管理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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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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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群逻辑： 

专业群： 

名称 信息技术专业群 

群内专业 1、物联网应用技术     2、计算机应用技术      3、软件技术    4、 计算机网络技术 

核心专业 物联网应用技术 

群内 

资源共享 

（1）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计算机网络基础和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各 54 学时。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计算机或相关

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担任。 

（2）专业群师资共享 

① 专业群内可跨专业组建课程教学团队。 

② 专业群内统一安排教学任务。 

（3）专业群基地共享 

软件开发综合实训室、企业信息管理综合实训室 

软件测试综合实训室、软件开发实训室 

数据库实训室、网络综合实训室 

信息安全实训室 

 

 专业特色： 

实施校、企、社合作办学长效机制，创新“双平台三途径”（即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校

社合作平台，通过学校、企业、社区三种途径培养人才）的人才培养模式，将技术能力与服

务素质纳入课程教学，构建“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技术课程体系。 

与华为公司、蓝盾股份公司、广州博立信息科技公司、广东轩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中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泰克实验室、锐捷网络、广州西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 IT 龙

头企业合作，以广州建设国家 IT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契机，配合广州社区信息化建设，构

建“岗位+拓展”信息服务课程体系和校、企、社“三方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打造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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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硬信息服务素质的专兼结合“双师”教学团队，在广州地区建成一批社区信息服务网点，

培养具有计算网络工程建设、运维服务，网站建设与管理，网络安全等技术的“诚信有德、

超值服务”信息服务人才。 

推行与企业岗位相结合的“学校教学+企业教学”的教学组织形式。大一、大二在校学

习专业基本知识、掌握专业核心技能，大三在校内、外实习基地开展企业教学（含校中厂），

让企业全方位浸入课程，在全真项目实训下开展训练工作，分组完成企业项目，达到岗位技

能逐步提升的目的。在具备初步的入职能力后，最后进入毕业实习阶段，学生应聘适合自身

特长的工作岗位，开展顶岗实习，实现学生综合能力与企业用人需求对接。 

主要合作企业 

 

序号 主要合作企业 合作形式 主要合作项目（内容） 

1 广州博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产教融合 

人才定制培养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顶岗实习 

现代学徒制 

每年一届的博立人才定制班 

博立奖学金 

校级重点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2 泰克实验室 
华为职业资格认证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华为认证课程嵌入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培育） 

3 蓝盾股份 

产教融合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顶岗实习 

校级重点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4 Yeslab 
华为职业资格认证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华为认证课程嵌入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培育） 

5 北京西普 
NISP 职业资格认证 

专业共建 

NISP 考试培训中心 

认证课程嵌入 

6 360 集团 

360 职业资格认证 

专业共建 

360 考试培训中心 

认证课程嵌入 

实训室共建 

7 
智汇融云信息技术（深圳）有

限公司 

课程嵌入 

职业资格认证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培育） 

资格认证课程 

 

十.【创新创业教育】 

（一）培养思路 

认真贯彻和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

办[2015]36）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粤教高

[2015]16）精神，将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作为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通过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改善创新创业实践条件，深化校企社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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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育人，加强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本专业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

力。 

（二）培养阶段 

1.意识培养阶段：围绕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启蒙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使

学生了解创新型人才的素质要求，了解创业的概念、要素与特征等，使学生掌握开展创业活

动所需要的基本知识。 

2.能力提升阶段：解析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洞察力、决策力、组织协调能力与领

导力等各项创新创业素质，使学生具备必要的创业能力。 

3.环境认知阶段：引导学生认知当今 IT 企业及行业环境，了解创业机会，把握创业风

险，掌握商业模式开发的过程，设计策略及技巧等。 

4.实践模拟阶段：通过创业计划书撰写、模拟实践活动开展等，鼓励学生体验创业准备

的各个环节，包括创业市场评估、创业融资、创办企业流程与风险管理等。 

（三）培养措施 

本专业从课程体系设计、改革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等方面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

和创业能力。具体做法如下： 

1.构建创新创业阶梯课程体系。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指导、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华

为路由交换技术、无线网络技术、信息安全原理与应用、计算机网络攻防技术、云计算技术

等课程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阶梯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嵌入创新创业知识，从意识培养、能力

提升、环境认知、实践模拟四阶段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 

2.组建本专业华为 ICT协会，每年举办一次“博立杯”华为 ICT比赛，组织学生参加省

市院各级创业大赛、举办过系列创新创业讲座和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各级创新创业相关比赛

有：《全国（广东省）“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中国（广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创青春”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嬴在广州”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广州青年创业大赛》，培养创新竞赛和创业意识。 

3.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省选拔赛信息安全、云计算等赛项” “广东

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高职组）”及创业设计类竞赛为载体，开展专业技能教育，教学

中带入产业技术和学术前沿，鼓励学生参与到老师的科研课题中，激发学生创业灵感。 

十一.【第二课堂】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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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形式活动。 

学生们每年都参加学院国学经典诵读大赛、国学院清心茶艺社活动和比赛、艺术团活动、

职业礼仪协会活动和相关讲座、图书协会相关读书和文化活动、语言与演讲协会活动等。 

（二）以培育创新创业意识、提高实战技能为宗旨的周末第二课堂。 

创之梦创新创业训练营组织学生参加省市院各级创业大赛、举办过系列创新创业讲座和

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各级创新创业相关比赛有：《全国（广东省）“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

赛》,《中国（广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青春”广东省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嬴在广州”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州青年创业大赛》。 

(三)学生的各种社团活动、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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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IT 服务协会、计算机协会开展系列专业活动，包括组织为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计算

机技能培训、开展计算机软硬件维修活动、智能手机使用技能培训活动、网络知识推广普及

活动等等。 

（四）学生参与以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为形式的课外实践活动。如组织学生参加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省选拔赛云计算技术与应用、网络应用、信息安全等分赛项的

比赛、华为 ICT 比赛、蓝盾杯广东省大学生网络攻防比赛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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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学生参加以社区实践活动为代表的社会实践活动（社区信息服务活动） 

（七）社会志愿者活动。 

到广州市白云区景泰街社区为社区长者开展计算机使用技能培训、智能手机使用技能培

训活动、为社区居民开展 IT 系列产品维修、家庭网络组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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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华为、红帽认证中、高级资质。 

2.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信息安全保障从业人员认证注册信息安全员 NISP、CISP等。 

3.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资格与水平考试网络工程师证书（或同级）。

 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工程师证书。  

5.微软《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Master》系列项目证书中两个或以上。 

6.CCTA信息技术基础架构库 ITIL 2011 Foundation国际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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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5  学分（创

新社会实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10  学分，公共选修课  12.5  学分， 总学分 

达   151   学分（学时达 2716  ）方可毕业。 

 

                                             

                                              编制人：杨得新 

审定人：时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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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计算机网络技术（三二分段） 

专业代码：610202 

二.【入学要求】 

招生对象：广州市电子信息学校计算机网络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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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立足广州、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内的 IT 网络公司、信息技术公司、知名系统集成

和网络设备制造商等企业，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专业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掌握

计算机网络护技术，网络安全技术，网站开发及运维技术，虚拟化及云计算技术；能够从事

中、小型计算机网络工程的设计、组建、管理与维护，信息安全管理、网站开发及运维等工

作，具备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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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子 信 息

大类（61） 

计 算 机 类

（6102） 

信息系统集

成 服 务

（6531） 

计算机网络工

程 技 术 人 员

（2-02-10-04） 

信息安全工程

技 术 人 员

（2-02-10-07） 

网络构建、管理、维

护工程师； 

网络安全管理工程师 

华为、思科、红帽

中高级认证； 

中国信息安全认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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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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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文书写作和人际沟通能力，能熟练使用计算机与办公软件，具备

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具有扎实的信息科学专业知识、技能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熟练掌握相关

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具有信息安全意识。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掌握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应用文写作、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

国学精粹、中国饮食文化等知识。 

（2）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掌握数据通信基础，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TCP/IP 协议，网络工程的设

计、施工、验收，主流网络设备的调试、安装、组网，网站设计、运维、管理以及信息安全

基础、网络攻防、渗透测试、信息安全管理等知识和技能。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具有良好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能熟练地用中文完成专业技术报告并借助辞典阅读英

文专业文献。 

具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够完成团队组织与协调管理，善于同他人密切合作。 

具有熟练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够学习、更新和使用各类办公软件完成相关工作。 

具有较高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能够参与或主持创新创业活动、竞赛和项目。 

 

（2）职业专门能力 

中小型网络组建及网络设备的调试能力。熟练配置主流网络交换机与路由器的配置，具

有中小型网络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和验收能力； 

网站开发、管理与运营能力。熟练应用市场上主流网页制作工具的使用，能够制作简单

的动态网页，具备基本的网站管理与运维能力； 

网络安全产品的配置与管理、网络安全评估能力。熟练运用各种网络安全产品如防火墙、

计算机病毒、IDS、PKI、攻防技术等配置与管理，能制定企事业单位的网络安全管理方案等。 

 

（9）职业拓展能力 

具有项目管理与风险控制能力，能独立撰写招标文件、项目文件等。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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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培养 

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网络

构建、

管理、

维护

工程

师★ 

主要从事网络系统工程中

的综合布线；设备的选型、

安装与配置；技术咨询与

技术支持等工作。 

1、具有中小型网络交换与路由的配置与

管理、常见网络故障的排除能力； 

2、掌握综合布线设计与验收规范，能完

成中小型网络系统的设计、安装与验收； 

3、熟悉调试思科、华为等主流交换机、

路由器、防火墙等产品，能编写技术方案； 

4、正确阅读并理解相关领域的英文资料。 

1、HCIA数通进阶及综合实

训 

2、信息安全原理与应用

（HCIA安全) 

3、网络操作系统的应用与

配置 

4、综合布线技术与工程 

5、HCIP 路由和交换 

2 

网络

安全

管理

工程

师 

网络终端的安全管理维

护;信息安全系统的维护

和故障恢复;网络安全体

系建设、系统安全评估与

加固;保障终端、系统、网

络与信息的安全性、完整

性和可用性;信息安全培

训。 

1、遵照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和标准工作，

防范黑客入侵并进行分析和防范； 

2、熟练运用各种安全产品和技术，设置

防火墙、防病毒、IDS、PKI、攻防技术等。 

3、能进行安全制度建设与安全技术规划、

日常维护管理、信息安全检查与审计系统

账号管理与系统日志检查等； 

4、正确阅读并理解相关领域的英文资料。 

1、HCIA数通进阶及综合实

训 

2、信息安全原理与应用

（HCIA安全) 

3、网络操作系统的应用与

配置 

4、网络攻防技术（HCIP安

全） 

5、网络协议分析 

6、Web 应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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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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毛泽东思想 

22、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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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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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作,了解身体

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健康指标、常见运

动损伤和预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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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参与体育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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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管理等能力。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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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智慧树学习平台 

20、学生心理健康信息化

管理平台 

21、大学生心理健康活动

与技能竞赛等校内外实践

平台 

6 
国学

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觉践行中华

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

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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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悉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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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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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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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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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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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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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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具有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目（2 学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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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生涯规划

书的制定与撰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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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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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职业准

备，掌握求职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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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能进行个人

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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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撰写规

范的创新创业商业计划书；能依流程申请

设立企业，并进行运营管理；具备求职技

能，能快速适应职场环境。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创

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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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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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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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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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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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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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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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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HCIA 数通入门/HCIA

数通进阶及综合实训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

握华为认证 HCIA 数通考

试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能

通过 HCIA 数通认证考

试。 

网络基础知识，流行网

络的基本连接方法，基

本的网络建造，基本的

网络故障排除，华为路

由交换设备的安装和调

试。 

理 论 + 实

践 
 

2 HCIP 路由和交换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

握华为认证 HCIP 考试中

有关路由和交换方面的

基础知识，为后续的学习

和考证打好基础。 

理解 OSPF、BGP 协议原

理，并掌握基于 VRP 平

台下，使用 OSPF、BGP

组建大型网络的方法；

理解 IGMP、PIM-SM/DM

协议原理，并掌握使用

这些组播协议组建组播

网络的方法  ；理解

VLAN、GVRP、QinQ、STP、

RSTP 和 MSTP 的工作原

理；掌握应用 STP、RSTP

和 MSTP 避免交换网络

环路的方法。 

理 论 + 实

践 
 

3 
信息安全原理与应用

（HCIA 安全）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

握华为认证 HCIA 安全考

试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能

通过 HCIA 安全认证考

试。 

网络安全基础知识，防

火墙基础知识和部署，

防火墙访问控制列表技

术，防火墙动态地址转

换 技 术 ， 防 火 墙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技术，华赛安

全产品介绍。 

理 论 + 实

践 
 

4 
网络操作系统的应用

与配置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

握 Linux 操作系统的安

装、管理、开发等方面的

知识和技能。 

Linux 的发展历史、

Linux 的安装、文件管

理、用户管理、软件包

管理、磁盘管理、进程

管理等基础知识，并对

Linux下软件开发、Shell

脚本编程、网络服务器

配置。 

理 论 + 实

践 
 

5 综合布线技术及工程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

握综合布线系统的设计、

施工和验收等方面的知

识和技能。 

综合布线设计、测试和

验收，综合布线的常用

器材和基本操作，网络

配线技术，光纤工程，

综合布线各子系统布线

和综合布线实训，并附

理 论 + 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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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

计和验收规范。 

6 
Web 应 用 开 发

（PHP+MySQL）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

握基于mysql的PHP网站

开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为后续的学习打下基础。 

网站功能需求分析、网

站版面设计、网站版面

切图、数据库设计、网

站后台功能开发、网站

前后台整合、网站测试、

网站发布、网站验收等。 

理 论 + 实

践 
 

7 
网络攻防技术（HCIP

安全）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

握计算机网络攻防的基

本知识和技能，为后续的

学习和考取华 为认证

HCIP 安全打下基础。 

网络攻防概论、密码学

基础知识、网络侦察技

术、网络扫描技术、拒

绝服务攻击、特洛伊木

马、口令攻击技术、网

络监听技术、缓冲区溢

出攻击、Web网站攻击

技术、手机攻防技术等。 

理 论 + 实

践 
 

8 网络协议分析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

握 TCP/IP 协议的构成，

协议数据格式及数据抓

取的技能，为后续的学习

打下基础。 

TCP/IP的体系结构和基

本概念。PPP、ARP、

RARP、IP、ICMP、UDP、

TCP、NAT、RIP、OSPF、

BGP、IGMP、BOOTP、

DHCP、DNS、SNMP、

HTTP、MIME、POP、

IMAP、FTP等协议的数

据抓取。 

理 论 + 实

践 
 

9 云计算技术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掌

握云计算技术的基本知

识和技能，为后续的学习

打下基础。 

虚拟化技术发展史、虚

拟化技术的分类、虚拟

化架构特性、主流虚拟

化技术、服务器虚拟化

应用、桌面虚拟化应用、

网络虚拟化应用、虚拟

化架构软/硬件方案等 

理 论 + 实

践 
 

 

（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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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HCIA 数通进阶及综合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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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协议的应用 

理解以太网帧结构、IP 编址 

理解 ICMP 协议和 ARP 协议 

理解传输层协议、数据转发过

程 

利用 eNSP 软件，通过抓取设备传输过程中的数据包，理

解、分析各种协议的工作原理、应用。 

VLAN 

跨交换机 VLAN 配置 

理解 Hybrid 接口的灵活应用 

VLAN 间路由 

分析不同 VLAN 技术的特点； 

利用 eNSP 软件，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应用相应的 VLAN

技术 

冗余链路技术 

STP 和 RSTP 的应用 

MSTP 基础配置 

链路聚合 

分析不同生成树协议的特点； 

利用 eNSP 软件，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应用相应的 STP

技术 

路由协议 

RIP 协议的进阶配置 

OSPF 协议的进阶配置 

RIP 和 OSPF 协议的互操作 

初步理解 RIP 协议和 OSPF 协议的工作原理； 

配置和验证两种路由协议； 

在网络中，同时应用两种路由协议，并进行双向重分发 

网络特性 

DHCP 原理与配置 

FTP 原理与配置 

Telnet 原理与配置 

网络地址转换 

访问控制列表 

AAA 

在路由器上启动和应用各种网络服务 

广域网 
HDLC 和 PPP 协议配置 

PPPoE 原理与配置 
配置 HDLC、PPP 和 PPPoE 协议 

综合应用 综合应用 综合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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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条件 

(1)上课地点建议安排在网络工程综合实训室（6401）； 

(2)学生计算机的要求：win7 64 位系统，内存不小于 4G，CPU I3 系列以上； 

2、校企合作： 

实训部分与广州泰克实验室、YesLab 实验室、锐捷网络、华为网络等企业兼职老师合作教学； 

3、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教学方法中采用“项目驱动”、“还原教学”、“引导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打破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格局，

学生在课堂上有充分的时间实训和讨论，形成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课程教学模式。 

4、技能证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工程师证书 

华为认证 HCIA、HCIP、H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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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2 HCIP 路由和交换 

学  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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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架构模型设

计 

掌握网络规划的基本方法，对

熟悉规划网络的 IP 路由 

路由协议基础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OSPF 

OSPF 路由协议基础 

理解 OSPF 邻居与邻接关系 

OSPF 协议报文和链路状态通

告 

建立 OSPF 邻居与邻接关系 

计算 OSPF 区域内路由 

OSPF 区域间路由 

OSPF 外部路由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BGP 协议 

BGP 概述 

BGP 工作原理 

BGP 路径选择 

BGP 路由聚合 

BGP 路由策略 

BGP 反射与联盟 

BGP 故障排除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路由控制 
路由选择工具 

路由策略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交换技术 

VLAN 技术原理与配置 

QinQ 技术原理与配置. 

生成树协议 

生成树协议与 VRRP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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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条件 

(1)上课地点建议安排在网络工程综合实训室（6401）； 

(2)学生计算机的要求：win7 64 位系统，内存不小于 4G，CPU I3 系列以上； 

2、校企合作： 

实训部分与广州泰克实验室、YesLab 实验室、锐捷网络、华为网络等企业兼职老师合作教学； 

3、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教学方法中采用“项目驱动”、“还原教学”、“引导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打破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格局，

学生在课堂上有充分的时间实训和讨论，形成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课程教学模式。 

4、技能证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工程师证书 

华为认证 HCIA、HCIP、H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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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3 信息安全原理与应用（HCIA 安全） 

学  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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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计算机网络

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防护，网络安全标准，虚拟机

技术 
讲授 

Windows 系统安

全加固 

服务与端口，组策略，账户与密码安全，

漏洞与后门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网络协议与分析 
以太网的帧格式，网络层协议格式，传

输层协议格式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计算机病毒及防

治 

计算机病毒特征，计算机病毒分类，宏

病毒和蠕虫病毒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密码技术 
古典密码技术，对称密码技术，非对称

密码技术，单向散列算法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网络攻击与防范 目的系统的探测，网络监听，口令破解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防火墙技术 
防火墙技术原理，防火墙体系结构，配

置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入侵检测技术 
入侵检测系统的基本结构，入侵检测系

统的分类，配置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VPN 技术 VPN 特定，VPN 分类，配置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Web 安全 
IIS 的安全，脚本语言的安全，Web 浏

览器的安全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无线网络安全 无线局域网标准，无线加密标准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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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条件 

  (1)上课地点建议安排在信息安全实训室（6401），； 

  (2)学生计算机的要求：内存不小于 4G，CPU 核心数不小于 4，硬盘不小于 60G；提供虚拟机环境和 Windows 

2003、Win xp、Linux 等的虚拟机镜像； 

2、校企合作：课程实施过程中建议网络攻击与防御部分的内容请广州中星或者蓝盾学院的相关老师来学校演示； 

3、教学方法与手段：本课程将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在理论上，通过范例（包括正反面例程）引入

概念、原理和方法。在实践上，充分地利用 Internet 资源，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利用网络资源的积极性，搜

集最新的网络安全技术，并应用于实践教学之中。本课程要求学生自己动手分析实例，学习基本理论和方法，结

合已有的知识，适当组织一些讨论，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达到本课程的教学目的。  在网络安全管理

中，专家们一致认为“30%的技术，70%的管理”。因此最后安排网络安全工程与管理的内容。   

4、 技能证书 

信息产业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NISP，C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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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4 网络操作系统的应用与配置 

学  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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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系统基

本知识 

Vmware 的使用 

Linux 安装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常用命令 
date、echo、uname、who 命令的基本格式，历史

命令，命令补全，获取帮助，命令别名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文件系统 
与目录管理有关的命令，文件的新建、复制、移

动与删除，文件压缩与打包，文件查找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用户管理 

用户的增加、删除与修改，组的增加、删除与修

改，文件和目录可读、可写、可执行，文件和目

录访问权限的控制方法，修改文件与目录的权

限，扩展权限，文件属性，ACL 权限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磁盘管理 新增硬盘，磁盘配额，RAID，逻辑卷 LVM 管理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软件包管理 Rpm 软件包工具，Yum 的配置与管理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网络管理 
主机名，IP 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地址和路由，

启用和停止网卡，防火墙与 SeLinux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服务器配置 

Mysql 的配置与使用，Samba 的配置与使用，NFS

的配置与使用，DNS 的配置与使用，Web 的配置

与使用，Ftp 的配置与使用，Emai 的配置与使用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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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师资：要求有中级或以上职称（职业资格），有 1 年以上 Linux 教学经验。 

2、教学设施：本课程是实训为主的课程，必须在机房上课；上课机房的要求：安装 win7 或以上的 64 位操作

系统，安装有 Vmware 版本 10 或以上，安装 centos7(64 位)虚拟机，计算机 CPU 支持硬件虚拟化，内存 8G 以上。 

3、教学资源：网络课程，聘请泰克网络实验室或 YESLAB 公司讲解与考证有关的内容。 

4、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以学到实用技能、提高职业能力为出发点，注重提高学生的动手和综合应用能

力；教学做一体，理论知识融入到技能教学中。 

5、学习评价： 

（1）考核 

平时考核：平时考核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出勤情况，由老师考核，占 20%；另一部分是实训表现和完成情况，

由小组考核，占 30%； 

期末考核：通过一个综合实训项目，考查学生对本课程的掌握情况，由老师考核，占 50%。 

（2）成绩形成 

课程成绩=平时成绩ⅹ50%+期末成绩ⅹ50% 

24、 技能证书：推荐学生考取红帽认证初、中证书。 

 

核心课程 5 综合布线技术及工程 

学  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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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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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布线系统

概论 

智能建筑的组成及功能 

综合布线系统的概念、组成、特点和设

计等级 

国内外主要综合布线标准 

参观综合布线工程 

综合布线系统

器材 

各种电缆、光缆性能及连接件 

电缆、光缆配线架种类、功能及作用 

线槽、线管、桥架、机柜的规格和作用 

识别掌握双绞线、光缆、同轴电缆 

识别掌握双绞线电缆连接件、光缆连接件、同轴

电缆连接件 

识别不同类型的线管、线槽、桥架、机柜 

综合布线系统

设计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原则和性能指标 

综合布线系统各子系统的设计要领、方

法、步骤 

综合布线系统的电气保护、屏蔽保护和

接地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基础、规范 

工作区、配线子系统、干线子系统、建筑群子系

统、入口设施、管理系统设计 

电气保护、屏蔽保护、接地系统、防火设计 

综合布线工程

施工与安装技

术 

综合布线工程施工步骤和施工要求 

管槽施工、机柜安装、线缆敷设技术 

模块端接和光纤连接技术 

施工步骤与施工前准备、施工工具 

管槽安装的基本要求 

金属管、金属线槽（桥架）的安装 

PVC 线槽安装、机柜安装 

电缆、光缆布放 

双绞线、信息模块的制作 

配线架端接、光纤连接 

综合布线工程

测试与验收 

双绞线链路测试技术 

光纤链路测试技术 

系统验收流程 

永久链路、信道测试 

光纤测试 

系统验收项目实施 

综合布线工程

概预算 

综合布线工程的工程量的计算原则 

综合布线工程概预算的步骤及程序、预

算的设计方式 

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工程预算定额参

考 

概算的编制依据 

概算文件、预算文件的内容 

工程概算步骤及方式、IT 行业的预算设计方式、

建筑行业的预算设计方式 

综合布线设备安装、布放线缆、缆线端接、综合

布线系统测试预算定额参考 

综合布线工程

招投标 

综合布线工程的招标 

综合布线工程项目的投标 

工程项目招标的方式与程序 

工程项目投标、分析招标文件、编制投标文件、

工程项目投标的报价 

综合布线系统

工程管理 

综合布线工程管理常识和常用工作表 

综合布线工程现场管理、器材管理、进

度和安全管理方法 

现场管理制度与要求 

技术管理、施工现场人员管理、材料管理、安全

管理、质量与成本控制管理 

施工进度控制、工程各类报表 
 

 

核心课程 6 Web 应用开发（PHP+MySQL） 

学  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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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P 基本语

法 

1.熟悉 PHP 的语法风格；2.掌握数据与运算的基本操作 

；3.掌握流程控制语句的运用；4.理解各文件包含语句的区别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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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1.掌握函数的定义及调用；2.掌握变量在函数中的使用 

；3.熟悉回调函数和匿名函数的应用；4.熟悉 PHP 内置函数的使用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数组 
1.掌握数组的定义与使用；2.掌握数组的查找与排序 

；3.掌握数组的常用函数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Web 表单生

成器 
1.掌握多维数组的数据存储；2.掌握函数与数组的综合应用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PHP 与 Web

页面交互 

1.熟悉表单的接收与处理；2.掌握超全局变量的使用；3.掌握 HTTP

的请求与响应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PHP 操 作

MySQL 数据

库 

1.了解数据库以及相关软件的特点；2.掌握 MySQL 数据库的安装及常

用操作；3.掌握 PHP 操作数据库的基本步骤；4.掌握 MySQL扩展的预

处理操作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许愿墙 
1.掌握表单在项目中的运用；2.掌握基于 PHP + MySQL 的网站开发技

术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正则表达式 
1.熟悉正则表达式的语法规则；2.掌握 PHP 中的正则表达式函数；3.

熟悉正则表达式的常见案例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文件操作 
1.掌握文件的常见操作；2.掌握目录的常见操作；3.掌握文件上传与

下载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图像技术 
1.了解 GD 库与常见的图片格式；2.掌握图像的创建与生成；3.掌握

基本形状与文本的绘制；4.掌握图像的拷贝与过滤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在线相册 
1.掌握 PHP文件与图像操作在开发中的运用；2.掌握基于 PHP + MySQL

的在线相册网站开发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面向对象编

程 

1.熟悉面向对象的思想；2.掌握类与对象的基本使用；3.掌握封装、

继承与多态的实现；4.了解常用的设计模式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会话技术 1.掌握 Cookie 技术与使用；2.掌握 Session 机制与使用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趣 PHP”

网站开发实

战 

1.掌握类与对象在项目开发中的运用；2.掌握 PHP + MySQL 技术在网

站开发中的综合应用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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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条件：计算机安装有 Apache、php、mysql 等软件； 

2、校企合作：课程实施过程中建议请广州中信教育或者蓝盾学院的相关老师来学校演示； 

3、教学方法与手段：项目教学法、案例分析、分组讨论、场景模拟、启发引导等教学方法。   

4、技能证书：全国信息技术水平考试的计算机信息处理工程师技术水平证书、 PHP 专业工程师联合证、美国 Zend 

Technologies 公司的 PHP 工程师认证、国家教育部“岗位任职合格证书”（ SIC） 、计算机二级 MySQL 证书，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工程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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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设置项目）

1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4 70 53 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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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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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2 36 18 18 2

5 402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Career

Development And Guide to Occupation）
1 18 9 9 1

6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7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15 268 191 77 7.0 6 1 0.0 8 144

扩展能力

模块
6 108 54 54 3 3

1 0620694
计算机网络基础进阶(Computer Network

Fundamentals)
3 54 27 27 3 1

2 0620695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3 54 27 27 3 2

3 0620696 网络操作系统的应用与配置进阶 3 54 28 26 **▲ 3 3

4 0620482
综合布线技术及工程(Integrated Wiring

and Installation)
3 54 28 26 **▲ 3 4

5 0620268 Web应用开发（PHP+MySQL） 3 54 18 26 **▲ 3 5

6 0620054
网络协议分析(Network Protocol

Analysis)
2 36 18 18 2 6

7 0619840 云计算技术 2 36 18 18 2 7

19 342 164 168 12 5 2 0 0 0

1 0620054 HCIA数通进阶及综合实训 3 54 28 26 **▲ 3 1

2 0619840 HCIP路由和交换 4 72 36 36 **▲ 4 2 0619412

毕业（顶岗）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8 144 8 4

3 0619626 HCIP进阶 4 72 36 36 4 3 0619198
毕业设计（论文）

（Graduation

Practice）

4 72 4 4

4 0619412 信息安全原理与应用（HCIA安全） 3 54 28 26 **▲ 3 4 0618984 综合训练A(HCIA数通综合

训练)9
2 36 1 2

5 0619198 网络攻防技术（HCIP安全） 3 54 28 26 3 5 0618770 综合训练B(HCIA安全综合

训练 )18
2 36 1 2

6 0618556 综合训练C(HCNP数通综合

训练 )9
2 36 1 3

7 0618342 综合训练D(HCNP安全综合

实训)18
2 36 1 3

17 306 156 150 3 7 7 0 20 360

1 0619412 光纤链路实训 2 36 18 18 2 1

2 0619198 华为企业网络综合实训 2 36 18 18 2 2

3 0618984 计算机网络专业英语 2 36 18 18 2 3

4 0618770 SDN技术 2 36 18 18 2 4

5 0618556 Web安全 2 36 18 18 2 5

6 0618342 移动安全 2 36 18 18 2 6

7 0618128 数据安全 2 36 18 18 2 7

8 0617914 信息安全管理与等级保护 2 36 18 18 2 8

9 0617700 移动通信技术 2 36 18 18 2

10 0617486 HTML5混合APP开发 2 36 18 18 2

11 0617272 Windows Server配置与管理 2 36 18 18 2 8

10 180 90 90 10

67 1204 655 539 22.0 21.0 23 0.0 28 504

综合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合计

4

在3个学期内完成

2

单项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专业能力

拓展模块

（专业选

修课11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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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小计

3

教学模块

序

号

课堂教学

学期周学时数核心

课程

合计

1

课程名称

公共基

础课程

（必修

课）

公共选修课（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序

号
课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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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试

方式

学

期

序

号
学时 周数

课程类

型
课程代码

核心

课程
学分 学时 实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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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55 38.35% 

实践教学 —— 1043 61.07%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23 412 24.12% 

专业（技能）课 56 1008 59.02%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6 108 6.32% 

专业（技能）课 10 180 10.54% 

总学时/学分 95 1708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13） 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和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热爱职业教

育事业，身心健康； 

（14） 具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通信工程、电子信息技术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

职称，或者具有计算机及相关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15） 熟悉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TCP/IP协议及计算机网络安全等相关技术，具备较强

的专业技术能力、实训指导能力； 

（16） 具备编写教案、实训指导书，制作课件，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研究能力；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10） 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职务）和在计算机网络等相关行业 3年以上工作经验； 

（11） 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水平，表达清晰，能指导学生实训，胜任课堂教学工作；具备

一定的编写教案、制作课件能力。 

（12）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热爱职业教育事业，身心健康； 

 （二）教学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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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合通信实训室 网络基础课程实训 计算机网络基础  

企业信息管理综合实训室 动态网站建设与开发实训 
Web 应 用 开 发

（PHP+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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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综合实训室 

HCIA 数通实训 HCIA 数通进阶  

HCIP 路由和交换实训 HCIP 路由和交换  

网络操作系统的应用与配置实训 
网络操作系统的应

用与配置 
 

云计算技术实训 云计算技术  

网络安全实训室 

信息安全基础、设备配置与管理 
信息安全原理与应

用 
 

渗透测试技术、网络攻防 网络攻防技术  

网络协议数据的抓包、分析 网络协议分析  

综合布线实训室 

综合布线系统 
综合布线技术与工

程 
 

光纤熔接技术 光纤链路综合实训  

校

外 

广州博立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网络构建、管理、维护，网络设备安

装调试等 
企业教学  

蓝盾股份公司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信息安全管理，渗透测试 企业教学  

360 集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信息安全管理，渗透测试 企业教学  

广东轩辕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网络构建、管理、维护，网络设备安

装调试等 
企业教学  

广州市金禧信息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 

网站建设、管理与维护维护 企业教学  

广州中星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信息安全管理，渗透测试 企业教学  

泰克网络实验室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 

网络构建、管理、维护，网络设备安

装调试等 
企业教学  

YESLAB 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 

网络构建、管理、维护，网络设备安

装调试等 
企业教学  

智汇融云信息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 

网络构建、管理、维护，网络设备安

装调试等 
企业教学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1）每门课建立课程团队，团队由校内专任教师、行业专家、企业兼师组成。每门课程的教

材有该课程团队成员指定。 

（2）对于专业课程，鼓励专任教师根据本校学生情况，编写并出版高质量教材。 

（3）教材原则上应该选用近三年出版、国家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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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书文献配备 

图书馆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科研教研等需求，随时供师生借阅。其中专业

类图书包括物联网工程技术、网络技术、软件技术等图书。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 

（1）建设、配备物联网专业相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实训案例库、数字教材等资源

库，供学生使用。 

（2）为学生提供中国知识资源总库、读秀知识库、超星发现系统、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

平台、国研网、网上报告厅、中宏教研支持系统、新东方多媒体资源库等各类数据库 18个。 

 

（四）教学方法 

本专业教学方法着重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育，综合职业能力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

和社会能力，所以在教学方法上，应重视以下基本思想：（1）重视实践与应用，注意协调发

展：（2）注意智力的多元性，做到因材施教；（3）使学生的积极性与教师的主导作用有效结

合。 

教学方法要从传统的“以教为主”转变为“以学为主”；要从机械地“满堂灌”到灵活地

“动手学”；根据不同课程，探索使用行动导向教学法、“模块式”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案例

教学法、实践教学法。 

 

（五）学习评价 

把握专业培养目标：能够根据客户需求进行物联网相关产品的配置、安装、集成与测试，

提供物联网系统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支持，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的复合型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因此，学习评价标准可以概括为道德标准、知识标准（专业知识、基础

知识、人文科技综合素）、能力标准（职业能力、创新能力）。评价原则包括：（1）知识与能

力评价相结合原则；（2）智力与情意评价相结合原则；（3）过程与终结评价相结合原则；（4）

自我评价和集体评价相结合原则。 

评价方法，根据不同课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综合评价学生成绩：（1）考核方法的

多样化。以能力为标准，注重过程性评价。以课堂实训为主、多种形式并用。（2）引入职业

资格证书制度。通过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促进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和技能水平的发展，实现培养

目标。（3）引入企业对员工的评价体系。 

 

（六）质量管理 

1.学校和系部建立专业艰涩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和监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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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监督、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

培养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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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和系部完善教学管理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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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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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群逻辑： 

专业群：  

名称 信息技术专业群 

群内专业 1、物联网应用技术     2、计算机应用技术      3、软件技术    4、 计算机网络技术 

核心专业 物联网应用技术 

群内 

资源共享 

（1）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计算机网络基础和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各 54 学时。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计算机或相关

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担任。 

（2）专业群师资共享 

① 专业群内可跨专业组建课程教学团队。 

② 专业群内统一安排教学任务。 

（3）专业群基地共享 

软件开发综合实训室、企业信息管理综合实训室 

软件测试综合实训室、软件开发实训室 

数据库实训室、网络综合实训室 

信息安全实训室 

 

 

专业特色： 

实施校、企、社合作办学长效机制，创新“双平台三途径”（即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校

社合作平台，通过学校、企业、社区三种途径培养人才）的人才培养模式，将技术能力与服

务素质纳入课程教学，构建“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技术课程体系。 

与华为公司、蓝盾股份公司、广州博立信息科技公司、广东轩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中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泰克实验室、锐捷网络、广州西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 IT 龙

头企业合作，以广州建设国家 IT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契机，配合广州社区信息化建设，构

建“岗位+拓展”信息服务课程体系和校、企、社“三方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打造具备

过硬信息服务素质的专兼结合“双师”教学团队，在广州地区建成一批社区信息服务网点，

培养具有计算网络工程建设、运维服务，网站建设与管理，网络安全等技术的“诚信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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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值服务”信息服务人才。 

推行与企业岗位相结合的“学校教学+企业教学”的教学组织形式。大一、大二在校学习专

业基本知识、掌握专业核心技能，大三在校内、外实习基地开展企业教学（含校中厂），让企

业全方位浸入课程，在全真项目实训下开展训练工作，分组完成企业项目，达到岗位技能逐

步提升的目的。在具备初步的入职能力后，最后进入毕业实习阶段，学生应聘适合自身特长

的工作岗位，开展顶岗实习，实现学生综合能力与企业用人需求对接。 

 

主要合作企业 

序号 主要合作企业 合作形式 主要合作项目（内容） 

1 广州博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产教融合 

人才定制培养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顶岗实习 

现代学徒制 

每年一届的博立人才定制班 

博立奖学金 

校级重点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2 泰克实验室 
华为职业资格认证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华为认证课程嵌入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培育） 

3 蓝盾股份 

产教融合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顶岗实习 

校级重点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4 Yeslab 
华为职业资格认证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华为认证课程嵌入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培育） 

5 北京西普 
NISP 职业资格认证 

专业共建 

NISP 考试培训中心 

认证课程嵌入 

6 360 集团 

360 职业资格认证 

专业共建 

360 考试培训中心 

认证课程嵌入 

实训室共建 

7 
智汇融云信息技术（深圳）有

限公司 

课程嵌入 

职业资格认证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培育） 

资格认证课程 

 

十.【创新创业教育】 

（一）培养思路 

认真贯彻和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

办[2015]36）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粤教高

[2015]16）精神，将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作为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通过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改善创新创业实践条件，深化校企社政协

同育人，加强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本专业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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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阶段 

1.意识培养阶段：围绕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启蒙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使

学生了解创新型人才的素质要求，了解创业的概念、要素与特征等，使学生掌握开展创业活

动所需要的基本知识。 

2.能力提升阶段：解析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洞察力、决策力、组织协调能力与领

导力等各项创新创业素质，使学生具备必要的创业能力。 

3.环境认知阶段：引导学生认知当今 IT 企业及行业环境，了解创业机会，把握创业风

险，掌握商业模式开发的过程，设计策略及技巧等。 

4.实践模拟阶段：通过创业计划书撰写、模拟实践活动开展等，鼓励学生体验创业准备

的各个环节，包括创业市场评估、创业融资、创办企业流程与风险管理等。 

（三）培养措施 

本专业从课程体系设计、改革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等方面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

和创业能力。具体做法如下： 

1.构建创新创业阶梯课程体系。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指导、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华

为路由交换技术、无线网络技术、信息安全原理与应用、计算机网络攻防技术、云计算技术

等课程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阶梯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嵌入创新创业知识，从意识培养、能力

提升、环境认知、实践模拟四阶段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 

2.组建本专业华为 ICT协会，每年举办一次“博立杯”华为 ICT比赛，组织学生参加省

市院各级创业大赛、举办过系列创新创业讲座和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各级创新创业相关比赛

有：《全国（广东省）“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中国（广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创青春”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嬴在广州”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广州青年创业大赛》，培养创新竞赛和创业意识。 

3.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省选拔赛信息安全、云计算等赛项” “广东

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高职组）”及创业设计类竞赛为载体，开展专业技能教育，教学

中带入产业技术和学术前沿，鼓励学生参与到老师的科研课题中，激发学生创业灵感。 

 

十一.【第二课堂】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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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形式活动。 

学生们每年都参加学院国学经典诵读大赛、国学院清心茶艺社活动和比赛、艺术团活动、

职业礼仪协会活动和相关讲座、图书协会相关读书和文化活动、语言与演讲协会活动等。 

（二）以培育创新创业意识、提高实战技能为宗旨的周末第二课堂。 

创之梦创新创业训练营组织学生参加省市院各级创业大赛、举办过系列创新创业讲座和

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各级创新创业相关比赛有：《全国（广东省）“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

赛》,《中国（广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青春”广东省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嬴在广州”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州青年创业大赛》。 

(三)学生的各种社团活动、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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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IT 服务协会、计算机协会开展系列专业活动，包括组织为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计算

机技能培训、开展计算机软硬件维修活动、智能手机使用技能培训活动、网络知识推广普及

活动等等。 

（四）学生参与以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为形式的课外实践活动。如组织学生参加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省选拔赛云计算技术与应用、网络应用、信息安全等分赛项的

比赛、华为 ICT 比赛、蓝盾杯广东省大学生网络攻防比赛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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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学生参加以社区实践活动为代表的社会实践活动（社区信息服务活动） 

（七）社会志愿者活动。 

到广州市白云区景泰街社区为社区长者开展计算机使用技能培训、智能手机使用技能培

训活动、为社区居民开展 IT 系列产品维修、家庭网络组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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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华为、红帽认证中、高级资质。 

2.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信息安全保障从业人员认证注册信息安全员 NISP、CISP等。 

3.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资格与水平考试网络工程师证书（或同级）。

 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工程师证书。  

5.微软《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Master》系列项目证书中两个或以上。 

6.CCTA信息技术基础架构库 ITIL 2011 Foundation国际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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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学分（创

新社会实践活动   2  学分），专业选修课  10  学分，公共选修课   6  学分， 总学分达 

95 学分（学时达 1708  ）方可毕业。 

 

                                             

                                              编制人：杨得新 

审定人：时东晓 

 

 

 

 



 183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计算机网络技术（五年一贯制） 

专业代码：610202 

二.【入学要求】 

招生对象：初中毕业生 

三.【修业年限】 

5年 

四.【职业面向】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广州、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内的 IT 网络公司、信息技术公司、知名系统集成

和网络设备制造商等企业，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专业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掌握

计算机网络护技术，网络安全技术，网站开发及运维技术，虚拟化及云计算技术；能够从事

中、小型计算机网络工程的设计、组建、管理与维护，信息安全管理、网站开发及运维等工

作，具备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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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子 信 息

大类（61） 

计 算 机 类

（6102） 

信息系统集

成 服 务

（6531） 

计算机网络工

程 技 术 人 员

（2-02-10-04） 

信息安全工程

技 术 人 员

（2-02-10-07） 

网络构建、管理、维

护工程师； 

网络安全管理工程师 

华为、思科、红帽

中高级认证； 

中国信息安全认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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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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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文书写作和人际沟通能力，能熟练使用计算机与办公软件，具备

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具有扎实的信息科学专业知识、技能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熟练掌握相关

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具有信息安全意识。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掌握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应用文写作、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

国学精粹、中国饮食文化等知识。 

（2）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掌握数据通信基础，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TCP/IP 协议，网络工程的设

计、施工、验收，主流网络设备的调试、安装、组网，网站设计、运维、管理以及信息安全

基础、网络攻防、渗透测试、信息安全管理等知识和技能。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具有良好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能熟练地用中文完成专业技术报告并借助辞典阅读英

文专业文献。 

具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够完成团队组织与协调管理，善于同他人密切合作。 

具有熟练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够学习、更新和使用各类办公软件完成相关工作。 

具有较高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能够参与或主持创新创业活动、竞赛和项目。 

 

（2）职业专门能力 

中小型网络组建及网络设备的调试能力。熟练配置主流网络交换机与路由器的配置，具

有中小型网络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和验收能力； 

网站开发、管理与运营能力。熟练应用市场上主流网页制作工具的使用，能够制作简单

的动态网页，具备基本的网站管理与运维能力； 

网络安全产品的配置与管理、网络安全评估能力。熟练运用各种网络安全产品如防火墙、

计算机病毒、IDS、PKI、攻防技术等配置与管理，能制定企事业单位的网络安全管理方案等。 

 

（10）职业拓展能力 

具有项目管理与风险控制能力，能独立撰写招标文件、项目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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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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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

构

建、

管

理、

维护

工程

师★ 

主要从事网络系统工

程中的综合布线；设备

的选型、安装与配置；

技术咨询与技术支持

等工作。 

1、具有中小型网络交换与路由的配置与

管理、常见网络故障的排除能力； 

2、掌握综合布线设计与验收规范，能完

成中小型网络系统的设计、安装与验收； 

3、熟悉调试思科、华为等主流交换机、

路由器、防火墙等产品，能编写技术方案； 

4、正确阅读并理解相关领域的英文资料。 

1、HCIA数通进阶及综合实训 

2、信息安全原理与应用（HCIA

安全) 

3、网络操作系统的应用与配置 

4、综合布线技术与工程 

5、HCIP 路由和交换 

2 

网络

安全

管理

工程

师 

网络终端的安全管理

维护;信息安全系统的

维护和故障恢复;网络

安全体系建设、系统安

全评估与加固;保障终

端、系统、网络与信息

的安全性、完整性和可

用性;信息安全培训。 

1、遵照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和标准工作，

防范黑客入侵并进行分析和防范； 

2、熟练运用各种安全产品和技术，设置

防火墙、防病毒、IDS、PKI、攻防技术等。 

3、能进行安全制度建设与安全技术规划、

日常维护管理、信息安全检查与审计系统

账号管理与系统日志检查等； 

4、正确阅读并理解相关领域的英文资料。 

1、HCIA数通进阶及综合实训 

2、信息安全原理与应用（HCIA

安全) 

3、网络操作系统的应用与配置 

4、网络攻防技术（HCIP安全） 

5、网络协议分析 

6、Web 应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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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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毛泽东思想 

26、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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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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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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作,了解身体

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健康指标、常见运

动损伤和预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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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参与体育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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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管理等能力。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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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智慧树学习平台 

23、学生心理健康信息化

管理平台 

24、大学生心理健康活动

与技能竞赛等校内外实践

平台 

6 
国学

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觉践行中华

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

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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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悉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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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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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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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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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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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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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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具有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目（2 学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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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生涯规划

书的制定与撰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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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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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职业准

备，掌握求职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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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能进行个人

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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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撰写规

范的创新创业商业计划书；能依流程申请

设立企业，并进行运营管理；具备求职技

能，能快速适应职场环境。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创

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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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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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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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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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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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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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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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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HCIA 数通入

门/HCIA 数通

进阶及综合

实训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

掌握华为认证 HCIA数

通考试的相关知识和

技能，能通过 HCIA 数

通认证考试。 

网络基础知识，流行网络的基本连接方

法，基本的网络建造，基本的网络故障排

除，华为路由交换设备的安装和调试。 

理论+实

践 

 

2 

HCIP 路由和

交换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

掌握华为认证 HCIP 考

试中有关路由和交换

方面的基础知识，为后

续的学习和考证打好

基础。 

理解 OSPF、BGP 协议原理，并掌握基于

VRP 平台下，使用 OSPF、BGP组建大型网

络的方法；理解 IGMP、PIM-SM/DM 协议原

理，并掌握使用这些组播协议组建组播网

络的方法 ；理解 VLAN、GVRP、QinQ、STP、

RSTP 和 MSTP 的工作原理；掌握应用 STP、

RSTP 和 MSTP 避免交换网络环路的方法。 

理论+实

践 

 

3 

信息安全原

理与应用

（HCIA 安全）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

掌握华为认证 HCIA安

全考试的相关知识和

技能，能通过 HCIA 安

全认证考试。 

网络安全基础知识，防火墙基础知识和部

署，防火墙访问控制列表技术，防火墙动

态地址转换技术，防火墙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技术，华赛安全产品介

绍。 

理论+实

践 

 

4 

网络操作系

统的应用与

配置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

掌握 Linux 操作系统

的安装、管理、开发等

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Linux的发展历史、Linux的安装、文件管

理、用户管理、软件包管理、磁盘管理、

进程管理等基础知识，并对 Linux下软件

开发、Shell脚本编程、网络服务器配置。 

理论+实

践  

5 

综合布线技

术及工程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

掌握综合布线系统的

设计、施工和验收等方

面的知识和技能。 

综合布线设计、测试和验收，综合布线的

常用器材和基本操作，网络配线技术，光

纤工程，综合布线各子系统布线和综合布

线实训，并附有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和

验收规范。 

理论+实

践 
 

6 

Web 应用开发

（PHP+MySQL

）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

掌握基于 mysql的 PHP

网站开发的基本知识

和技能，为后续的学习

打下基础。 

网站功能需求分析、网站版面设计、网站

版面切图、数据库设计、网站后台功能开

发、网站前后台整合、网站测试、网站发

布、网站验收等。 

理论+实

践 
 

7 

网络攻防技

术（HCIP 安

全）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

掌握计算机网络攻防

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为

后续的学习和考取华

为认证 HCIP 安全打下

基础。 

网络攻防概论、密码学基础知识、网络侦

察技术、网络扫描技术、拒绝服务攻击、

特洛伊木马、口令攻击技术、网络监听技

术、缓冲区溢出攻击、Web网站攻击技术、

手机攻防技术等。 

理论+实

践 

 

8 
网络协议分

析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

掌握 TCP/IP 协议的构

成，协议数据格式及数

据抓取的技能，为后续

TCP/IP的体系结构和基本概念。PPP、

ARP、RARP、IP、ICMP、UDP、TCP、NAT、

RIP、OSPF、BGP、IGMP、BOOTP、DHCP、

DNS、SNMP、HTTP、MIME、POP、IMAP、

理论+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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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打下基础。 FTP等协议的数据抓取。 

9 云计算技术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

掌握云计算技术的基

本知识和技能，为后续

的学习打下基础。 

虚拟化技术发展史、虚拟化技术的分类、

虚拟化架构特性、主流虚拟化技术、服务

器虚拟化应用、桌面虚拟化应用、网络虚

拟化应用、虚拟化架构软/硬件方案等 

理论+实

践  

 

（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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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HCIA 数通进阶及综合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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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协议的应用 

理解以太网帧结构、IP 编址 

理解 ICMP 协议和 ARP 协议 

理解传输层协议、数据转发过

程 

利用 eNSP 软件，通过抓取设备传输过程中的数据包，理

解、分析各种协议的工作原理、应用。 

VLAN 

跨交换机 VLAN 配置 

理解 Hybrid 接口的灵活应用 

VLAN 间路由 

分析不同 VLAN 技术的特点； 

利用 eNSP 软件，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应用相应的 VLAN

技术 

冗余链路技术 

STP 和 RSTP 的应用 

MSTP 基础配置 

链路聚合 

分析不同生成树协议的特点； 

利用 eNSP 软件，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应用相应的 STP

技术 

路由协议 

RIP 协议的进阶配置 

OSPF 协议的进阶配置 

RIP 和 OSPF 协议的互操作 

初步理解 RIP 协议和 OSPF 协议的工作原理； 

配置和验证两种路由协议； 

在网络中，同时应用两种路由协议，并进行双向重分发 

网络特性 

DHCP 原理与配置 

FTP 原理与配置 

Telnet 原理与配置 

网络地址转换 

访问控制列表 

AAA 

在路由器上启动和应用各种网络服务 

广域网 
HDLC 和 PPP 协议配置 

PPPoE 原理与配置 
配置 HDLC、PPP 和 PPPoE 协议 

综合应用 综合应用 综合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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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条件 

(1)上课地点建议安排在网络工程综合实训室（6401）； 

(2)学生计算机的要求：win7 64 位系统，内存不小于 4G，CPU I3 系列以上； 

2、校企合作： 

实训部分与广州泰克实验室、YesLab 实验室、锐捷网络、华为网络等企业兼职老师合作教学； 

3、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教学方法中采用“项目驱动”、“还原教学”、“引导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打破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格局，

学生在课堂上有充分的时间实训和讨论，形成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课程教学模式。 

4、技能证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工程师证书 

华为认证 HCIA、HCIP、H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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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2 HCIP 路由和交换 

学  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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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架构模型设

计 

掌握网络规划的基本方法，对

熟悉规划网络的 IP 路由 

路由协议基础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OSPF 

OSPF 路由协议基础 

理解 OSPF 邻居与邻接关系 

OSPF 协议报文和链路状态通

告 

建立 OSPF 邻居与邻接关系 

计算 OSPF 区域内路由 

OSPF 区域间路由 

OSPF 外部路由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BGP 协议 

BGP 概述 

BGP 工作原理 

BGP 路径选择 

BGP 路由聚合 

BGP 路由策略 

BGP 反射与联盟 

BGP 故障排除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路由控制 
路由选择工具 

路由策略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交换技术 

VLAN 技术原理与配置 

QinQ 技术原理与配置. 

生成树协议 

生成树协议与 VRRP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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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条件 

(1)上课地点建议安排在网络工程综合实训室（6401）； 

(2)学生计算机的要求：win7 64 位系统，内存不小于 4G，CPU I3 系列以上； 

2、校企合作： 

实训部分与广州泰克实验室、YesLab 实验室、锐捷网络、华为网络等企业兼职老师合作教学； 

3、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教学方法中采用“项目驱动”、“还原教学”、“引导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打破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格局，

学生在课堂上有充分的时间实训和讨论，形成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课程教学模式。 

4、技能证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工程师证书 

华为认证 HCIA、HCIP、H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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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3 信息安全原理与应用（HCIA 安全） 

学  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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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计算机网络

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防护，网络安全标准，虚拟机

技术 

讲授 

Windows 系统安

全加固 

服务与端口，组策略，账户与密码安全，

漏洞与后门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网络协议与分析 以太网的帧格式，网络层协议格式，传

输层协议格式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计算机病毒及防

治 

计算机病毒特征，计算机病毒分类，宏

病毒和蠕虫病毒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密码技术 古典密码技术，对称密码技术，非对称

密码技术，单向散列算法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网络攻击与防范 
目的系统的探测，网络监听，口令破解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防火墙技术 防火墙技术原理，防火墙体系结构，配

置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入侵检测技术 入侵检测系统的基本结构，入侵检测系

统的分类，配置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VPN 技术 
VPN 特定，VPN 分类，配置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Web 安全 IIS 的安全，脚本语言的安全，Web 浏

览器的安全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无线网络安全 
无线局域网标准，无线加密标准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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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条件 

  (1)上课地点建议安排在信息安全实训室（6401），； 

  (2)学生计算机的要求：内存不小于 4G，CPU 核心数不小于 4，硬盘不小于 60G；提供虚拟机环境和 Windows 

2003、Win xp、Linux 等的虚拟机镜像； 

2、校企合作：课程实施过程中建议网络攻击与防御部分的内容请广州中星或者蓝盾学院的相关老师来学校演示； 

3、教学方法与手段：本课程将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在理论上，通过范例（包括正反面例程）引入

概念、原理和方法。在实践上，充分地利用 Internet 资源，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利用网络资源的积极性，搜

集最新的网络安全技术，并应用于实践教学之中。本课程要求学生自己动手分析实例，学习基本理论和方法，结

合已有的知识，适当组织一些讨论，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达到本课程的教学目的。  在网络安全管理

中，专家们一致认为“30%的技术，70%的管理”。因此最后安排网络安全工程与管理的内容。   

4、 技能证书 

信息产业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NISP，C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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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4 网络操作系统的应用与配置 

学  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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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系统基

本知识 

Vmware 的使用 

Linux 安装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常用命令 date、echo、uname、who 命令的基本格式，历史

命令，命令补全，获取帮助，命令别名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文件系统 与目录管理有关的命令，文件的新建、复制、移

动与删除，文件压缩与打包，文件查找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用户管理 用户的增加、删除与修改，组的增加、删除与修

改，文件和目录可读、可写、可执行，文件和目

录访问权限的控制方法，修改文件与目录的权

限，扩展权限，文件属性，ACL 权限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磁盘管理 新增硬盘，磁盘配额，RAID，逻辑卷 LVM 管理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软件包管理 Rpm 软件包工具，Yum 的配置与管理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网络管理 主机名，IP 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地址和路由，

启用和停止网卡，防火墙与 SeLinux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服务器配置 Mysql 的配置与使用，Samba 的配置与使用，NFS

的配置与使用，DNS 的配置与使用，Web 的配置

与使用，Ftp 的配置与使用，Emai 的配置与使用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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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师资：要求有中级或以上职称（职业资格），有 1 年以上 Linux 教学经验。 

2、教学设施：本课程是实训为主的课程，必须在机房上课；上课机房的要求：安装 win7 或以上的 64 位操作

系统，安装有 Vmware 版本 10 或以上，安装 centos7(64 位)虚拟机，计算机 CPU 支持硬件虚拟化，内存 8G 以上。 

3、教学资源：网络课程，聘请泰克网络实验室或 YESLAB 公司讲解与考证有关的内容。 

4、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以学到实用技能、提高职业能力为出发点，注重提高学生的动手和综合应用能

力；教学做一体，理论知识融入到技能教学中。 

5、学习评价： 

（1）考核 

平时考核：平时考核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出勤情况，由老师考核，占 20%；另一部分是实训表现和完成情况，

由小组考核，占 30%； 

期末考核：通过一个综合实训项目，考查学生对本课程的掌握情况，由老师考核，占 50%。 

（2）成绩形成 

课程成绩=平时成绩ⅹ50%+期末成绩ⅹ50% 

28、 技能证书：推荐学生考取红帽认证初、中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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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5 综合布线技术及工程 

学  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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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布线系统

概论 

智能建筑的组成及功能 

综合布线系统的概念、组成、特点和设

计等级 

国内外主要综合布线标准 

参观综合布线工程 

综合布线系统

器材 

各种电缆、光缆性能及连接件 

电缆、光缆配线架种类、功能及作用 

线槽、线管、桥架、机柜的规格和作用 

识别掌握双绞线、光缆、同轴电缆 

识别掌握双绞线电缆连接件、光缆连接件、同轴

电缆连接件 

识别不同类型的线管、线槽、桥架、机柜 

综合布线系统

设计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原则和性能指标 

综合布线系统各子系统的设计要领、方

法、步骤 

综合布线系统的电气保护、屏蔽保护和

接地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基础、规范 

工作区、配线子系统、干线子系统、建筑群子系

统、入口设施、管理系统设计 

电气保护、屏蔽保护、接地系统、防火设计 

综合布线工程

施工与安装技

术 

综合布线工程施工步骤和施工要求 

管槽施工、机柜安装、线缆敷设技术 

模块端接和光纤连接技术 

施工步骤与施工前准备、施工工具 

管槽安装的基本要求 

金属管、金属线槽（桥架）的安装 

PVC 线槽安装、机柜安装 

电缆、光缆布放 

双绞线、信息模块的制作 

配线架端接、光纤连接 

综合布线工程

测试与验收 

双绞线链路测试技术 

光纤链路测试技术 

系统验收流程 

永久链路、信道测试 

光纤测试 

系统验收项目实施 

综合布线工程

概预算 

综合布线工程的工程量的计算原则 

综合布线工程概预算的步骤及程序、预

算的设计方式 

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工程预算定额参

考 

概算的编制依据 

概算文件、预算文件的内容 

工程概算步骤及方式、IT 行业的预算设计方式、

建筑行业的预算设计方式 

综合布线设备安装、布放线缆、缆线端接、综合

布线系统测试预算定额参考 

综合布线工程

招投标 

综合布线工程的招标 

综合布线工程项目的投标 

工程项目招标的方式与程序 

工程项目投标、分析招标文件、编制投标文件、

工程项目投标的报价 

综合布线系统

工程管理 

综合布线工程管理常识和常用工作表 

综合布线工程现场管理、器材管理、进

度和安全管理方法 

现场管理制度与要求 

技术管理、施工现场人员管理、材料管理、安全

管理、质量与成本控制管理 

施工进度控制、工程各类报表 
 

 

 



 196 

核心课程 6 Web 应用开发（PHP+MySQL） 

学  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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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P 基本语

法 

1.熟悉 PHP 的语法风格；2.掌握数据与运算的基本操作 

；3.掌握流程控制语句的运用；4.理解各文件包含语句的区别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函数 
1.掌握函数的定义及调用；2.掌握变量在函数中的使用 

；3.熟悉回调函数和匿名函数的应用；4.熟悉 PHP 内置函数的使用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数组 
1.掌握数组的定义与使用；2.掌握数组的查找与排序 

；3.掌握数组的常用函数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Web 表单生

成器 
1.掌握多维数组的数据存储；2.掌握函数与数组的综合应用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PHP 与 Web

页面交互 

1.熟悉表单的接收与处理；2.掌握超全局变量的使用；3.掌握 HTTP

的请求与响应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PHP 操 作

MySQL 数据

库 

1.了解数据库以及相关软件的特点；2.掌握 MySQL 数据库的安装及常

用操作；3.掌握 PHP 操作数据库的基本步骤；4.掌握 MySQL扩展的预

处理操作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许愿墙 
1.掌握表单在项目中的运用；2.掌握基于 PHP + MySQL 的网站开发技

术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正则表达式 
1.熟悉正则表达式的语法规则；2.掌握 PHP 中的正则表达式函数；3.

熟悉正则表达式的常见案例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文件操作 
1.掌握文件的常见操作；2.掌握目录的常见操作；3.掌握文件上传与

下载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图像技术 
1.了解 GD 库与常见的图片格式；2.掌握图像的创建与生成；3.掌握

基本形状与文本的绘制；4.掌握图像的拷贝与过滤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在线相册 
1.掌握 PHP文件与图像操作在开发中的运用；2.掌握基于 PHP + MySQL

的在线相册网站开发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面向对象编

程 

1.熟悉面向对象的思想；2.掌握类与对象的基本使用；3.掌握封装、

继承与多态的实现；4.了解常用的设计模式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会话技术 1.掌握 Cookie 技术与使用；2.掌握 Session 机制与使用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趣 PHP”

网站开发实

战 

1.掌握类与对象在项目开发中的运用；2.掌握 PHP + MySQL 技术在网

站开发中的综合应用 

讲授、演示、学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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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条件：计算机安装有 Apache、php、mysql 等软件； 

2、校企合作：课程实施过程中建议请广州中信教育或者蓝盾学院的相关老师来学校演示； 

3、教学方法与手段：项目教学法、案例分析、分组讨论、场景模拟、启发引导等教学方法。   

4、技能证书：全国信息技术水平考试的计算机信息处理工程师技术水平证书、 PHP 专业工程师联合证、美国 Zend 

Technologies 公司的 PHP 工程师认证、国家教育部“岗位任职合格证书”（ SIC） 、计算机二级 MySQL 证书，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工程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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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9 10 （单独设置项目）

1 德育 10 160 160 2 2 2 2 2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14 252

1-

5,7-

2 语文 14 224 224 4 4 2 2 2 2 222000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动 2 36 3

3 数学 14 224 224 4 4 2 2 2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3 54 3 1,7

4 英语 14 224 224 4 4 2 2 2

5 公共艺术 2 32 32 1 1

6 历史 2 32 32 1 1

7 计算机应用基础 4 64 16 48 4

8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0 53 17 * √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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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0220009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11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2 36 18 18 2

12 402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Career

Development And Guide to Occupation）
1 18 9 9 1

13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14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75 1228 1103 125 19 15 9 9 8 0 7 6 1 19 342

扩展能

力模块
6 108 54 54 3 3

1 计算机网络基础入门 8 128 32 96 8 1 计算机网络基础入门实训 1 31 1 1

2 网络布线与端接 4 64 16 48 4 2 网络技术综合实训 3 93 3
3、4、

5

3 工程制图 4 64 16 48 4 3

4 HCNA数通入门 10 160 40 120 4 6 4

5 网络操作系统 10 160 40 120 6 4 5

6 网站综合案例 8 128 32 96 8 6

7
计算机网络基础进阶(Computer Network

Fundamentals)
3 54 27 27 3 7

8 0620695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3 54 27 27 3 8

9 0620696 网络操作系统的应用与配置进阶 3 54 28 26 **▲ 3 9

10 0620482
综合布线技术及工程(Integrated Wiring  and

Installation)
3 54 28 26 **▲ 3 10

11 0620268 Web应用开发（PHP+MySQL） 3 54 18 26 **▲ 3 11

12 0620054 网络协议分析(Network Protocol Analysis) 2 36 18 18 2 12

13 0619840 云计算技术 2 36 18 18 2 13

63 1046 340 696 8 4 8 12 12 0 12 5 2 0 4 124

1 图形图像处理 4 64 4 1 计算机一级考试备考 1 31 1 2

2 程序设计基础 8 128 4 4 2
毕业（顶岗）实习

（Graduation
8 144 8 10

3 0620055 HCIA数通进阶及综合实训 3 54 28 26 **▲ 3 3 毕业设计（论文）（Graduation

Practice）
4 72 4 10

4 0619841 HCIP路由和交换 4 72 36 36 **▲ 4 4
综合训练A(HCIA数通综合训

练)9
2 36 1 8

5 0619627 HCIP进阶 4 72 36 36 4 5
综合训练B(HCIA安全综合训

练 )18
2 36 1 8

6 0619413 信息安全原理与应用（HCIA安全） 3 54 28 26 **▲ 3 6
综合训练C(HCNP数通综合训

练 )9
2 36 1 9

7 0619199 网络攻防技术（HCIP安全） 3 54 28 26 3 7
综合训练D(HCNP安全综合实

训)18
2 36 1 9

29 498 156 150 0 4 4 4 0 0 3 7 7 0 21 391

1 专业英语 2 32 32 2 1

2 电子电工基础 4 64 16 48 4 2

3 智能技术应用 6 96 24 72 6 3

4 网络新媒体应用 7 112 28 84 7 4

5 0619414 光纤链路实训 2 36 18 18 2 5

6 0619200 华为企业网络综合实训 2 36 18 18 2 6

7 0618986 计算机网络专业英语 2 36 18 18 2 7

8 0618772 SDN技术 2 36 18 18 2

9 0618558 Web安全 2 36 18 18 2

10 0618344 移动安全 2 36 18 18 2

11 0618130 数据安全 2 36 18 18 2

12 0617916 信息安全管理与等级保护 2 36 18 18 2 8

13 0617702 移动通信技术 2 36 18 18 2

14 0617488 HTML5混合APP开发 2 36 18 18 2

15 0617274 Windows Server配置与管理 2 36 18 18 2 8

41 700 298 402 0 4 6 2 7 0 10

214 3580 1951 1427 22.0 21.0 23 44 857

教学模块

序

号

合计

2

小计

小计

在3个学期内完成

合计

课程名称

公共选修课（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4

专业能

力拓展

模块

（专业

选修课

11选

5）

小计

小计

2

单项技

能模块

(专业必

修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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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方式
学期

序

号

1

周

数

课程类

型
课程代码

核心

课程
学分 学时 实践内容 学分

学期周学时数序

号

综合技

能模块

（专业

必修

课）

学时

公共基

础课程

（必修

课）

基本素

质与能

力）

核心

课程
课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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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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51 45.24% 

实践教学 —— 2284 52.96%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94 1570 36.40% 

专业（技能）课 113 1935 44.86%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6 108 2.50% 

专业（技能）课 41 700 16.23% 

总学时/学分 254 4313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对专兼职教师数量、结构、素质等提出有关要求）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17） 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和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热爱职业教

育事业，身心健康； 

（18） 具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通信工程、电子信息技术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

职称，或者具有计算机及相关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19） 熟悉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TCP/IP协议及计算机网络安全等相关技术，具备较强

的专业技术能力、实训指导能力； 

（20） 具备编写教案、实训指导书，制作课件，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研究能力；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13） 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职务）和在计算机网络等相关行业 3年以上工作经验； 

（14） 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水平，表达清晰，能指导学生实训，胜任课堂教学工作；具备

一定的编写教案、制作课件能力。 

（15）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热爱职业教育事业，身心健康； 

 （二）教学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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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合通信实训室 网络基础课程实训 计算机网络基础  

企业信息管理综合实训室 动态网站建设与开发实训 Web 应用开发

（PHP+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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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综合实训室 

HCIA 数通实训 HCIA 数通进阶  

HCIP 路由和交换实训 HCIP 路由和交换 
 

网络操作系统的应用与配置实训 网络操作系统的应

用与配置 
 

云计算技术实训 云计算技术  

网络安全实训室 

信息安全基础、设备配置与管理 信息安全原理与应

用 
 

渗透测试技术、网络攻防 网络攻防技术  

网络协议数据的抓包、分析 网络协议分析  

综合布线实训室 

综合布线系统 
综合布线技术与工

程 
 

光纤熔接技术 光纤链路综合实训  

校

外 

广州博立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网络构建、管理、维护，网络设备安

装调试等 

企业教学 
 

蓝盾股份公司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信息安全管理，渗透测试 企业教学 
 

360 集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信息安全管理，渗透测试 企业教学 
 

广东轩辕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网络构建、管理、维护，网络设备安

装调试等 

企业教学 
 

广州市金禧信息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 

网站建设、管理与维护维护 企业教学 

 

广州中星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信息安全管理，渗透测试 企业教学 
 

泰克网络实验室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 

网络构建、管理、维护，网络设备安

装调试等 

企业教学 
 

YESLAB 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 

网络构建、管理、维护，网络设备安

装调试等 

企业教学 
 

智汇融云信息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 

网络构建、管理、维护，网络设备安

装调试等 

企业教学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1）每门课建立课程团队，团队由校内专任教师、行业专家、企业兼师组成。每门课程的教

材有该课程团队成员指定。 

（2）对于专业课程，鼓励专任教师根据本校学生情况，编写并出版高质量教材。 

（3）教材原则上应该选用近三年出版、国家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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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书文献配备 

图书馆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科研教研等需求，随时供师生借阅。其中专业

类图书包括物联网工程技术、网络技术、软件技术等图书。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 

（1）建设、配备物联网专业相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实训案例库、数字教材等资源

库，供学生使用。 

（2）为学生提供中国知识资源总库、读秀知识库、超星发现系统、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

平台、国研网、网上报告厅、中宏教研支持系统、新东方多媒体资源库等各类数据库 18个。 

 

（四）教学方法 

本专业教学方法着重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育，综合职业能力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

和社会能力，所以在教学方法上，应重视以下基本思想：（1）重视实践与应用，注意协调发

展：（2）注意智力的多元性，做到因材施教；（3）使学生的积极性与教师的主导作用有效结

合。 

教学方法要从传统的“以教为主”转变为“以学为主”；要从机械地“满堂灌”到灵活地

“动手学”；根据不同课程，探索使用行动导向教学法、“模块式”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案例

教学法、实践教学法。 

 

（五）学习评价 

把握专业培养目标：能够根据客户需求进行物联网相关产品的配置、安装、集成与测试，

提供物联网系统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支持，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的复合型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因此，学习评价标准可以概括为道德标准、知识标准（专业知识、基础

知识、人文科技综合素）、能力标准（职业能力、创新能力）。评价原则包括：（1）知识与能

力评价相结合原则；（2）智力与情意评价相结合原则；（3）过程与终结评价相结合原则；（4）

自我评价和集体评价相结合原则。 

评价方法，根据不同课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综合评价学生成绩：（1）考核方法的

多样化。以能力为标准，注重过程性评价。以课堂实训为主、多种形式并用。（2）引入职业

资格证书制度。通过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促进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和技能水平的发展，实现培养

目标。（3）引入企业对员工的评价体系。 

 

（六）质量管理 

1.学校和系部建立专业艰涩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和监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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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监督、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

培养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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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和系部完善教学管理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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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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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群逻辑： 

专业群：  

名称 信息技术专业群 

群内专业 1、物联网应用技术     2、计算机应用技术      3、软件技术    4、 计算机网络技术 

核心专业 物联网应用技术 

群内 

资源共享 

（1）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计算机网络基础和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各 54 学时。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计算机或相关

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师担任。 

（2）专业群师资共享 

① 专业群内可跨专业组建课程教学团队。 

② 专业群内统一安排教学任务。 

（3）专业群基地共享 

软件开发综合实训室、企业信息管理综合实训室 

软件测试综合实训室、软件开发实训室 

数据库实训室、网络综合实训室 

信息安全实训室 

 

 

专业特色： 

实施校、企、社合作办学长效机制，创新“双平台三途径”（即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校

社合作平台，通过学校、企业、社区三种途径培养人才）的人才培养模式，将技术能力与服

务素质纳入课程教学，构建“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技术课程体系。 

与华为公司、蓝盾股份公司、广州博立信息科技公司、广东轩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中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泰克实验室、锐捷网络、广州西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 IT 龙

头企业合作，以广州建设国家 IT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契机，配合广州社区信息化建设，构

建“岗位+拓展”信息服务课程体系和校、企、社“三方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打造具备

过硬信息服务素质的专兼结合“双师”教学团队，在广州地区建成一批社区信息服务网点，

培养具有计算网络工程建设、运维服务，网站建设与管理，网络安全等技术的“诚信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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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值服务”信息服务人才。 

推行与企业岗位相结合的“学校教学+企业教学”的教学组织形式。大一、大二在校学习专

业基本知识、掌握专业核心技能，大三在校内、外实习基地开展企业教学（含校中厂），让企

业全方位浸入课程，在全真项目实训下开展训练工作，分组完成企业项目，达到岗位技能逐

步提升的目的。在具备初步的入职能力后，最后进入毕业实习阶段，学生应聘适合自身特长

的工作岗位，开展顶岗实习，实现学生综合能力与企业用人需求对接。 

主要合作企业 

 

序号 主要合作企业 合作形式 主要合作项目（内容） 

1 广州博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产教融合 

人才定制培养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顶岗实习 

现代学徒制 

每年一届的博立人才定制班 

博立奖学金 

校级重点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2 泰克实验室 
华为职业资格认证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华为认证课程嵌入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培育） 

3 蓝盾股份 

产教融合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顶岗实习 

校级重点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4 Yeslab 
华为职业资格认证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华为认证课程嵌入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培育） 

5 北京西普 
NISP 职业资格认证 

专业共建 

NISP 考试培训中心 

认证课程嵌入 

6 360 集团 
360 职业资格认证 

专业共建 

360 考试培训中心 

认证课程嵌入 

实训室共建 

7 
智汇融云信息技术（深圳）有

限公司 

课程嵌入 

职业资格认证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培育） 

资格认证课程 

 

十.【创新创业教育】 

（一）培养思路 

认真贯彻和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

办[2015]36）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粤教高

[2015]16）精神，将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作为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通过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改善创新创业实践条件，深化校企社政协

同育人，加强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本专业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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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阶段 

1.意识培养阶段：围绕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启蒙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使

学生了解创新型人才的素质要求，了解创业的概念、要素与特征等，使学生掌握开展创业活

动所需要的基本知识。 

2.能力提升阶段：解析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洞察力、决策力、组织协调能力与领

导力等各项创新创业素质，使学生具备必要的创业能力。 

3.环境认知阶段：引导学生认知当今 IT 企业及行业环境，了解创业机会，把握创业风

险，掌握商业模式开发的过程，设计策略及技巧等。 

4.实践模拟阶段：通过创业计划书撰写、模拟实践活动开展等，鼓励学生体验创业准备

的各个环节，包括创业市场评估、创业融资、创办企业流程与风险管理等。 

（三）培养措施 

本专业从课程体系设计、改革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等方面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

和创业能力。具体做法如下： 

1.构建创新创业阶梯课程体系。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指导、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华

为路由交换技术、无线网络技术、信息安全原理与应用、计算机网络攻防技术、云计算技术

等课程作为创新创业教育的阶梯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嵌入创新创业知识，从意识培养、能力

提升、环境认知、实践模拟四阶段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 

2.组建本专业华为 ICT协会，每年举办一次“博立杯”华为 ICT比赛，组织学生参加省

市院各级创业大赛、举办过系列创新创业讲座和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各级创新创业相关比赛

有：《全国（广东省）“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中国（广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创青春”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嬴在广州”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广州青年创业大赛》，培养创新竞赛和创业意识。 

3.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省选拔赛信息安全、云计算等赛项” “广东

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高职组）”及创业设计类竞赛为载体，开展专业技能教育，教学

中带入产业技术和学术前沿，鼓励学生参与到老师的科研课题中，激发学生创业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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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形式活动。 

学生们每年都参加学院国学经典诵读大赛、国学院清心茶艺社活动和比赛、艺术团活动、

职业礼仪协会活动和相关讲座、图书协会相关读书和文化活动、语言与演讲协会活动等。 

（2）以培育创新创业意识、提高实战技能为宗旨的周末第二课堂。 

创之梦创新创业训练营组织学生参加省市院各级创业大赛、举办过系列创新创业讲座和

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各级创新创业相关比赛有：《全国（广东省）“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

赛》,《中国（广东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青春”广东省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嬴在广州”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州青年创业大赛》。 

(3)学生的各种社团活动、文体活动。 

学院 IT 服务协会、计算机协会开展系列专业活动，包括组织为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计算

机技能培训、开展计算机软硬件维修活动、智能手机使用技能培训活动、网络知识推广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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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等等。 

（4）学生参与以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为形式的课外实践活动。如组织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广东省选拔赛云计算技术与应用、网络应用、信息安全等分赛项的比

赛、华为 ICT 比赛、蓝盾杯广东省大学生网络攻防比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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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加以社区实践活动为代表的社会实践活动（社区信息服务活动） 

（7）社会志愿者活动。 

到广州市白云区景泰街社区为社区长者开展计算机使用技能培训、智能手机使用技能培

训活动、为社区居民开展 IT 系列产品维修、家庭网络组建等。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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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华为、红帽认证中、高级资质。 

2.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信息安全保障从业人员认证注册信息安全员 NISP、CISP等。 

3.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资格与水平考试网络工程师证书（或同级）。

 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工程师证书。  

5.微软《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Master》系列项目证书中两个或以上。 

6.CCTA信息技术基础架构库 ITIL 2011 Foundation国际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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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学分（创

新社会实践活动   2  学分），专业选修课  41  学分，公共选修课   6  学分， 总学分达 

254     学分（学时达 4313  ）方可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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