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职业教育星级专业评估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自评报告  
 

 

 

 

 

 

 

 

2021 年 9 月 30 日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                  高等职业教育星级专业评估                         自评报告 

 1 

一、学校概况 

1.学校概况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是教育部批准的辽宁省第一所职业本科大

学，位于锦州市滨海新区。学校 2003 年 4 月经省政府批准转制为锦

州商务职业学院，2010 年 2 月经省政府批准更名为辽宁理工职业学

院，2019 年 12 月经教育部批准晋升为本科高校，2020 年 6 月经教

育部批准更名为辽宁理工职业大学。 

办学规模。2003 年经省政府批准我校办学规模为 3000 人，2010

年省政府批准我校办学规模为 5000 人。2020 年教育部批准我校办

学规模为 12000 人。目前学校全日制在校生 7500 余人，其中本科生

2726 人、专科生 4827 人。预计到 2025 年本专科在校生达到 12000

人。目前已有 15 届专科毕业生 1.7 万余人。学生就业率连续 13 年

在 96%以上。 

办学基础条件。学校现已形成校园占地 49 万多平方米，校舍总

建筑面积 24 万多平方米，教学仪器设备价值 5200 万余元、图书馆

藏书 66 万余册，校内实训室 159 个，校园绿化面积 40%，基本形成

满足 8000 名在校生规模的花园式美丽校园。 

教师队伍。18 年来逐步形成由高校退休教授、应往届本硕学历

毕业生、企业行业专家和社会贤达组成的优秀教师队伍，现有专任

教师 456 人、兼职教师 208 人。专任教师中高职职称教师 197 人，

博士硕士研究生教师 236 人，双师型教师 184 人。辽宁省教学名师

6 人、辽宁省优秀教师 2 人、辽宁省专业带头人 2 人、辽宁省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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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 5 人。教师积极参加教学竞赛和教育教学改革，获得辽宁省教

学成果奖 9 项、国家级竞赛奖项 7 项、省级竞赛奖项 67 项。 

专业建设。学校坚持以专业（群）建设为龙头，根据社会需求

设专业、依托产业建专业、校企合作办专业的原则，建立健全专业

动态调整机制。目前学校开设 9 个本科专业、29 个专科专业，已形

成装备制造类、土木建筑类、电子信息类、财经商贸类、旅游与现

代服务类为主体的协调发展的专业格局。 

产教融合。学校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积

极推进校企合作工作，与国内知名的规模企业建有产业学院 3 个、

开办订单班（定向班）21 个、开设现代学徒制专业 1 个、建立专业

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3 个。学校还与 88 家企业建立校外实践基地，

为学生实习和就业搭建广阔平台。 

教学教育改革。学校坚持深化“三教”改革，以“教学做一体

化”教学模式和“岗课赛证”融合课程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学校建设校级精品课 16 门、开放线上课 14 门、校企共建课程 13 门、

出版规划教材 2 部、其他教材 97 部、编写校本教材 4 部。学校是教

育部“1+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开展 24 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

项目。实践教学环节，学校注重课堂+课外融通，建立校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创新创业团队和专业社团共 67 个平台，强化学生实践技能

训练和培养，使得学生竞赛奖项喜报频传，获得国家级奖 13 项、省

级奖 185 项，其中一等奖 12 项。 

教学科研。学校重视发挥教学科研引领创新作用，不断提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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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水平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近五年共完成国家及省部

级市级各类科研课题 180 余项，获市级以上奖励 6 项。建立校级应

用技术协同创新平台 4 个，推动技术成果转化落地，完成科技成果

转化 10 余项，获锦州市科技攻关进步奖 1 项、锦州市青年科技奖 1

项。 

社会服务。学校积极发挥职业院校社会培训职能，获批“辽宁

省职业技能培训基地”“辽宁省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机构”，开展 18 个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获批“辽宁省 2021 年度职业教育与继续

教育突破项目”，积极开展 24 个工种的职业培训政府补贴项目和 3

个专业的大学生专业转化项目。 

2.专业概况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设立于 2015 年，归属于

软件学院。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已有 3 届毕业生。现有 3个年级 8个

教学班，在校生 302 人。 

现有专任教师 17 人，其中高级职称 7 人，讲师或中级工程师 9

人，助教 1 人；博士学历 2 人，硕士学历教师 13 人，双师素质教师

12 人。本专业教师既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又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

获得省级信息化教学大赛二等奖 2项，省级教学能力大赛三等奖 1项，

市级青年教师讲课大赛优秀奖 1 项。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 4 项，省级

教改立项 9 项。 

经过多年发展，本专业已形成了鲜明的人才培养特色，“渐进式

学工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取得显著成效，学生的创新精神及实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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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显著提升，本专业已经与中嘉博众集团、北京中软国际、东软集团、

北京方正宽带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国内顶级 IT 企业签署合作协议，

实施“订单式培养”，学生的就业率及就业质量位于省内高校同类专

业的前列。本专业组建了专业社团、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学生创新

创业实践活动成果丰硕。三年来，在省级职业技能大赛中获一、二、

三等奖共计 10 余项，年度就业率均超过 93.8%，10%以上的毕业生年

薪超过 10 万元，学生平均月薪超过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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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建设工作基本情况 

1.培养目标 

1.1 培养目标的制定 

本专业根据学校《“十三五”发展规划》及本院的实际情况确定

如下办学方向与定位：学校实施“依法治校、政治建校、人才强校、

文化铸校、质量立校、创新兴校、安全护校、创建名校”战略，坚持

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让人民满意的办学宗旨，以“立足辽西，服务

辽宁”为办学方向，充分发挥校企协同育人的办学特色，确立人才培

养的中心地位，以深化“三教改革”为动力，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

进学生全面协调发展，着力培养实践能力突出、职业技能过硬，具有

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

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计算机

网络技术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信息和通信工程技术人员、信息通信网络维护人

员、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人员、网站设计开发等职业群，能够从事

网络售前技术支持、网络应用开发、网络系统运维、网络系统集成、

网页设计制作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1.2 培养目标的执行 

人才培养方案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开设课程、开课时间、学时、

考核方式”等均能和人才培养方案保持高度相符；能严格落实教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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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通过上公开课、示范课和老师之间互相听课，互相学习，共同提

高。根据学校的相关规定，实施了“青蓝工程”，安排老教师担任新

进和青年教师的授课导师，指导青年老师备课及上课，迅速提高青年

老师的授课水平及教学效果。精心挑选教材，专业教材优选“十二五”

或“十三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教育部规划教材。牢固树立人才培养

质量是学校生命线的意识，学校建立教学监控体系保障质量。学校成

立督导评估处，实行教学管理和教学监控相分离，按照人才培养要求，

规范教学各环节，监控教学全过程。建立起督导听课、专家评课、同

行互评等制度，逐步建立并完善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  

1.3 培养目标的达成 

以培养信息产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为核心,以特色实践教学

为手段,以社会服务为导向,以技术研究为纽带,将教学工作和技术研

发工作与服务地方经济有机地结合。多年来，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

以提高育人质量为重点，不断强化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形成了产教

融合背景下独具特色的“渐进式学工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1）落实学校人才培养工作顶层设计与改革项目 

在学校的规划和指导下，学院专任教师全员参与学校的校企联合

培养、翻转课堂教学、试题库制度、理实一体化等教学改革，并根据

学院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调适，使各项改革项目得以顺利推行，取得

理想的效果。 

（2）组织结构合理、职能全面覆盖的教学团队 

本专业拥有一支高职称、高学历的师资队伍，专业带头人学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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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高，学术梯队已经形成，教学科研进展顺利。现有专业教师 17 人，

其中高级职称 7人，讲师或中级工程师 9 人，助教 1 人；博士学历 2

人，硕士学历教师 13 人。高级职称教师比例为 41.2％。硕士及以上

学历教师比例为 88.2％。双师素质教师 12 人，比例为 70.6%。 

（3）形成了教学工作得以有效展开的保障制度 

第一，在教师绩效考核中优先考核教学工作。鼓励教师同时做好

教学工作及研究工作。在学院的教师绩效考核中，只要教师完成规定

的教学工作量，即可获得绩效考核任务指标比重的 50%。如果教师在

教学中积极改革、获得突出效果，则可获得额外奖励。同时，学院加

强对教师教学的管理，如果教师在教学方面出现教学差错与教学事

故，将导致教师考核时被一票否决。第二，组建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由本专业教授、行业专家及企业工程师组成，集体研讨本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修改，以及本专业的建设方案。 

2.培养规格 

素质目标 

综合素质 专项素质分解 课程设置 素质测评 

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树立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

国情感、国家认同感、中华民族自

豪感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合格（积极申请加

入中国共产党） 

崇尚宪法、遵守法律、遵规守纪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合格（遵守学校的

规章制度） 

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

职业素养 

崇德向善、诚实守信、爱岗敬业，

具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高等数学 合格 

尊重劳动、热爱劳动 军事训练与国防教育 合格（完成军训） 

质量意识、绿色环保意识、安全意 形势与政策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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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信息素养、创新精神 

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公共英语 合格 

职业生涯规划意识 就业创业指导 合格 

良好的身

心素质和

人文素养 

健康的体魄和心理、健全的人格 
体育 

心理健康教育  

合格（积极参加各

项文体活动） 

良好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和自我

管理 
德育特色 合格 

 

知识目标 

综合知识 专项知识分解 课程设置 知识测评 

公共基础

知识 

思想政治理论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合格 

科学文化基础知识 
计算机应用基础 

就业创业指导 
合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德育特色 

形势与政策 
合格 

专业知识 

计算机网络技术相关的法律

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

防、文明生产等相关知识 
计算机网络基础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合格 

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 

TCP/IP 协议簇知识 
合格 

数据库知识 数据库应用技术 合格 

程序设计知识 
程序设计基础 

Python 应用开发 
合格 

信息技术、信息安全知识 
PHP 网站开发技术 

网络安全技术 
合格 

网络操作系统知识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管理 

Linux操作系统管理 
合格 

网络设备配置知识 路由交换技术 合格 

网络规划与设计的基本知识 网络系统集成 合格 

网络工程设计安装规范 网络安装与布线 合格 

网络管理的基础理论知识 网络运行与维护 合格 

网络虚拟化知识 SDN技术 合格 

网站开发 网页设计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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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布局技术 

web 交互设计设计 

 

能力目标 

职业综

合能力 
专项能力分解 课程设置 能力测评 

基本素

质能力 

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为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音视频处理技术 

网站动画设计 
合格 

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网站图像处理 合格 

专业基

础能力 

信息技术应用和维护能力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计算机应用基础 

合格（可选择获得工信

部“计算机网络设备调

试员”职业技能级证书） 

程序设计能力 
程序设计基础 

Python 应用开发 
合格 

网络系

统搭建 

与规划

能力 

网络设备安装调试能力 网络安装与布线 合格（可选择获得工信

部“信息通信网络线务

员”职业技能级证书） 网络系统规划设计能力 
计算机网络基础 

网络系统集成 

项目管理能力 网络构建工程实训 合格 

网络设

备配置 

与管理

能力 

 

网络操作系统部署能力 

Windows Server操作

系统管理 

Linux操作系统管理 合格 

网络工程设计与实施能力 
路由交换技术 

SDN 技术 

网络安全配置能力 
网络运行与维护 

网络安全技术 

合格（可选择获得工信

部“信息通信网络运行

管理员”职业技能级证

书） 

网站开

发建设 

与设计

能力 

网络应用开发能力 

网络应用开发实训 

PHP网站开发技术 

web交互设计设计 

合格（可选择获得全国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

技术资格水平考试“网

络工程师”证书） 数据库管理能力 数据库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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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开发能力 

网页设计 

网页布局技术 

网站平面设计实训 

合格（可选择获得全国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

技术资格水平考试“网

页制作员”证书） 

 

3.课程体系 

本专业在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执行过程中，始终以提升职业道德

素质为引领，将素质教育培养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按照突出应

用性、实践性的原则，以模块的形式充分体现稳定与灵活相结合的特

点重构课程体系。以技能和技术的培养为重点，突出实践教学环节，

加大实践的教学时数和投入比例。根据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型

人才的要求，对课程体系进行调整，压缩理论课时，增加实践课时，

按职业岗位群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构建模块化的课程体系。 

课程模块包括六大模块，基础理论模块、基本能力模块、专业能

力模块、专业拓展模块、综合素质模块、实践模块。其中基础理论模

块、基本能力模块、专业能力模块、实践模块的课程为必修课程，专

业拓展模块、综合素质模块课程为选修课程，适应学生个性发展需求。 

第一模块，基础理论模块。该模块占教学总学时的 21%。具体包

括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就业创业指导、计算机应用基础、高等数学、大学英语等课

程。 

第二模块，基本能力模块。该模块占教学总学时的 8%。具体包

括计算机网络基础、程序设计基础、Windows Server操作系统管理、

网络安装与布线、数据库应用技术、PHP 网站开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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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模块，专业能力模块。该模块占教学总学时的 12%。具体包

括路由交换技术、网页设计、网络运行与维护、Linux 操作系统管理、

网络系统集成、SDN技术课程。 

第四模块，专业拓展模块。该模块占教学总学时的 5%。具体包

括网络安全技术、网页布局技术、Python 应用开发、web 交互设计

设计等课程。 

第五模块，综合素质模块。该模块占教学总学时的 5%。具体包

括演讲与口才、礼仪、美术鉴赏等课程。 

第六模块，实践模块。该模块占教学总学时的 49%。具体包括网

络构建工程实训、网络应用开发实训、网站平面设计实训、专项技能

实训、计算机网络技术综合实训、顶岗实习、毕业设计。 

本专业人才培养总学时为 2552 学时。其中公共课学时为 656，

占总学时的 26%。实践性教学学时为 1732，占总学时 68%。顶岗实习

时间为 6个月。各类选修课程学时为 256，占总学时 10%。 

4.师资队伍 

4.1 队伍结构 

本专业拥有一支高职称、高学历的师资队伍，专业带头人学术水

平高，学术梯队已经形成。现有专业教师 17 人，其中高级职称 7人，

讲师或中级工程师 9 人，助教 1 人；博士学历 2 人，硕士学历教师

13 人。高级职称教师比例为 41.2％。硕士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为

88.2％。双师素质教师 12 人，比例为 70.6%。聘请企业兼职教师 7

人，7人是高级职称。本专业现有学生 302 人。本专业的专业教师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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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比为：1：17.7。 

4.2 师资建设措施与效果 

（1）加大引进力度，满足教学需要。 

教师总数为 17 人，引进高职级教师 2名，工程师 3 人。 

（2）加速教师培养，提高教学水平。 

目前现有副高级以上职称 7 人，高级职称比例为 41.2％。中级

职称 9 人，助教 1人。硕士及以上学历教师 15 人，比例为 88.2％。

本专业教师在辽宁省信息化教学能力大赛中荣获二等奖 2 项。近 3 年

获批国家级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立项 4 项，获批省级教改立项 9 项。 

（3）加速教师转型，扩大外聘师资。 

通过鼓励专任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顶岗实践、合作研究等方式，

加速教师转型。要求新进教师到企业顶岗实践每年 1个月以上；要求

40 岁以下、无企业工程实践经历的在编教师到企业顶岗实践累计半

年以上，并考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通过以上方式，大大提高教师的

实践能力和水平。目前本专业双师双能型教师增至 12 人。 

加大校企合作力度，聘请校企合作单位的企业工程师到校内进行

实践课的讲授。目前外聘企业工程师 7 人。 

（4）加强师德建设，引领立德树人。 

3 年来，我院被评为“辽宁省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辽宁理工

职业大学 “先进党支部” 等集体荣誉称号；多名教师被评为 “优

秀教师”、 “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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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教学基本条件 

5.1 增加教学投入，改善办学条件 

（1）教学设施满足教学需要情况 

本专业现有实训室 8 个，现有电脑 437 台，交换机 40 台，智能

黑板 6 块，电脑桌椅 300 多台，2 套光纤实训装置、2 套综合布线实

训装置，8 套华三网络实训设备。面积 800 平方米。满足教学及实践

需要。 

校内实训室建设情况一览表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实训项目 
设备总值

（万元） 

实训室面积

（m2） 

1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实训室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90 75 

2 
数据库应用开发实训室 

MySQL 数据库技术实训 

 
27.46 150 

3 
网络优化配置实训室 

网络优化配置 

 
26.583 75 

4 信息安全管理实训室 信息安全管理 32.643 100 

5 WEB 项目开发实训室 WEB 开发 50.033 150 

6 网络虚拟实训室 防火墙技术实训 26.583 75 

7 综合布线实训室 综合布线 17.08 135 

8 网络工程实训室 网络工程实训 75.79 135 

（2）教学、科研设施的开放程度及利用情况 

所有实训室面向学生全部开放，实训室利用率达 95%以上。 

5.2 加强课程建设，引进优质资源 

（1）课程建设规划与执行 

有课程建设规划，并认真落实执行，转动课堂改革覆盖大部分课

程，每门课程均有课程标准并严格执行。本专业建成校级精品课 2 门。 

（2）教学信息化条件及资源建设 

网络工程实训室配备有一套网络实验管理系统；2021 年引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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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教育技术集团“慕课平台”、“课程实践平台”、“项目实训平台”各

一个，网络教学资源库 1 个。 

（3）教材建设与选用 

优先选用国家规划教材、国家级精品教材、权威出版社教材，本

专业出版职业特色教材 2 部，校本实训教材 3部。优先选用国家规划

教材、合作企业教材，满足应用型 IT人才培养需要。 

专业教材建设一览表 

序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主编 

1 计算机应用基础教程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田驰 

2 C 语言程序设计技能教程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姚瑶 

5.3 扩大基地建设，引进社会资源 

2016 年，与中嘉博众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学生实施校企联合订

单式培养，并在沈阳软件园建立实训实习基地，实训容量超过 1000

工位。截止到目前，本专业共建有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13 个，可充分

满足培养目标需要。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现有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序号 基地名称 协议签订状态 

1 西格玛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是 

2 沈阳广发银行 是 

3 滕泰科技发展（大连）有限责任公司 是 

4 苏州品卓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是 

5 北京畅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是 

6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是 

7 大连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是 

8 北京方正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是 

9 中嘉博众集团 是 

10 大连东软教育集团 是 

11 河北华讯科技有限公司 是 

12 沈阳博通聚联科技有限公司 是 

13 辽宁维森信息技术公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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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规范实习管理，实现校企共管 

本专业每年为学生提供实习岗位十余种，企业 20 多家。并制定

了《实习管理制度》，学生的实习考核由企业管理人员和学校实习指

导教师共同评价，实现校企共抓共管，确保学生能保质保量完成实习

任务。 

６.专业建设成效 

6.1 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模式 

近年来，学院不断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打通学校教育与社会

教育的壁垒，构建学校—企业—社会一体化的开放的教育体系，使专

业教育和职业教育无缝对接，学校教育和社会需求融为一体，真正实

现了学习、实践、实训、实习、就业一体化。 

为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就业质量，形成了“渐进式学工结合”

的人才培养特色。即，学生在三年的学习中，要多次到企业参加实践，

校内教育和校外实践交替进行。经过多年探索，形成了“抓住一条主

线，实现两个对接，做好三个结合，夯实四项建设”的“1234”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特色。 

（1）抓住“一条主线” 

“一条主线”指提高学生的实践及创新能力。计算机网络技术专

业把培养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专业建设与学

生培养的始终，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评价方式、师资队伍建设、实

习与实训体系、校企合作体系、设施配备等各个方面都以此为核心。 

（2）实现“两个对接” 

“实现两个对接”指通过在校教育、企业实训等方式实现学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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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与员工身份对接、专业教育与社会需求对接，实现学生的职前教育、

入职教育与职后教育一体化衔接。我们通过整合学校教育与企业教

育，实现学工结合、校企共赢，使学校、学生与企业需求“零距离”，

学生就业“无障碍”。 

订单式培养与企业实训相结合：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与中嘉博众

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在沈阳设立实践教育基地，部分学生在最后一年

到沈阳实训基地进行实训。通过实施校企联合培养，使学生在“5R”

环境中快速成长。 

“渐进式学工交替”的培养模式：为使学生尽早明确自己的职业

目标，尽早了解企业文化及社会需求，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将学校的

教学和社会需求融为一体，本专业采用多次企业实践的人才培养模

式。即学生在学习期间，根据教学需要，多次到企业参加培训或实践，

一年级学生到企业实践 1 周，二年级学生到企业实践 2个月，三年级

学生到企业实习半年，并在企业完成毕业设计。这样使学生从入学开

始就深入了解企业规范和企业文化，掌握当前的新技术，实现学生的

学习实践一体化、实习就业一体化，使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融为一体，

学生与员工的身份对接，学校与企业无缝对接。 

（3）做好“三个结合” 

“做好三个结合”指学生在学习期间要实现“学与练的结合、课

上与课下结合、校内与校外结合”。具体措施如下： 

课程内容：在理论够用的原则上，突出实践性。实施启发式教学，

注重因材施教，坚持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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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能力导向案例项目式驱动的教学方法。 

评价方式：突破常规的多元评价考核体系。 

实验教学与校内实训机制：为学生提供“用武之地”。 

企业实训与企业教育：使学生在入职时“平缓着陆”。 

（4）夯实四项建设 

“抓实四项建设”指课程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及课程

建设、实践基地建设。 

课程体系建设。建立了以专业基础平台课程群、核心课程群和专

业方向相结合的课程体系结构。设计了 3 个方向选修模块供学生自主

选择。课程体系具有系统性、多样性、动态性、实践取向性等特征和

优点。同时课程建设突出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增加课内实践学时比

例。 

师资队伍建设。实行以专职教师为核心、专职与兼职教师相结合、

高校与企业教师相结合等多元化师资来源，构建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

机制和教师培训机制。目前研究生以上学历教师占 82.3%，双师型教

师占 59%。 

教材及课程建设。根据计算机学科发展快的特点，学院不断加强

教材建设，根据技术变化及时调整教学内容，近年来，共出版教材 2

部。完成校级精品课 2 门。 

实践基地建设。目前，我们与中嘉博众集团、东软教育集团、北

京方正宽带等多家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并设立了企业学生实习

实训基地，现已形成了有效的双赢合作机制，可充分满足学生实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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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培养需要。 

6.2 学生获奖 

活动（竞赛）名称 
获奖学生姓名或

团队名称 
奖励名称 获奖时间 

获奖

级别 
获奖等级 

2019 年辽宁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 

朱建伟、刘小玉、

杨佳明 

（高职组）《软件测试》赛

项二等奖 
2019 年 5 月 省级 二等奖 

2019 年辽宁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 

梁超、苗广聪、刘

新琪 

（高职组）《计算机网络应

用》赛项二等奖 
2019 年 5 月 省级 二等奖 

第十四届“挑战杯”辽

宁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 

任兆艺、王玺达、

赵浩然 

“挑战杯”辽宁省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2019 年 6 月 省级 二等奖 

2020 年辽宁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刘新琪、何祥鑫、

付林永 

《计算机网络应用》赛项三

等奖 
2020 月 5 月 省级 三等奖 

2020 年辽宁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苗广聪、刘柏、赵

晟博 

《计算机网络应用》赛项三

等奖 
2020 月 5 月 省级 三等奖 

2020 年辽宁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徐义恒 

《移动应用开发》赛项二等

奖 
2020 月 5 月 省级 二等奖 

2020 年挑战杯辽宁省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赵浩然 

2020 年挑战杯辽宁省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铜奖 
2020 年 9 月 省级 三等奖 

第十五届“挑战杯”辽

宁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 

郭林、殷佳明 
“挑战杯”辽宁省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2021 月 5 月 省级 三等奖 

第八届“发现杯”全国

大学生互联网软件设计

大赛 

张亦柏、鞠惠竹、

张清涵、刘嘉夷、

李姿锦 

“发现杯”全国大学生互联

网软件设计大赛三等奖 
2021 年 6 月 

国家

级 
三等奖 

辽宁省第十八届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学生技能比

赛 

徐义恒 
《移动应用开发》赛项一等

奖 
2021 年 5 月 省级 一等奖 

辽宁省第十八届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学生技能比

赛 

郭林 
《网络系统管理》赛项三等

奖 
2021 年 5 月 省级 三等奖 

辽宁省第十八届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学生技能比

赛 

黄敬业、孙嘉伟、

李虹谕 
《软件测试》赛项三等奖 2021 年 5 月 省级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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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1.人才培养规格与特色需要进一步提升。 

1.1 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与实践，专业层面已经形成了培养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共识，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规

格等有了较为全面且深入的认识。但是针对产业不断升级改造，如何

满足专业的就业需求，具有专业鲜明特色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模式还不够优化，体现学生个性需求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

还不完全适应人才培养需求，这是我们创建卓越专业必须破解的难

题。 

1.2 原因分析 

构建科学合理的具有鲜明专业特色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模式需要长期实践和探索，通过“拿来主义”的方式只解决了暂时适

应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基本问题。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其他学

校趋同，体现专业特色不明显，满足不同学生需求有所欠缺，还没有

完全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人才培养的动态机制。教师了解产业、

行业发展的前沿信息不多，跟进社会和行业需求的发展不及时，少数

教师仅忙于完成教学任务，没有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研究上来。

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把握需要一个过程；如何体现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及特色发展，如何正确掌握和适应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的办学规律，更是一个较长的探索过程。 

1.3.改进措施 

继续加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根据学校

办学定位及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准确定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通过深

入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强与行业、企业的联系，探索针

对岗位群需要、以能力为本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案。加强

对毕业生及用人单位的跟踪调研工作，不断修正人才培养规格，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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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技能培养为主线优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

改革考核评价机制，使人才的培养过程能够有效满足培养目标的要

求。按照先确定人才培养模式，再进行课程、教材、教学内容等改革

的顺序，逐步深化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综合改革。着力为辽西北

地区乃至全省信息技术行业培养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师资队伍的结构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2.1 存在的问题 

师资队伍结构不尽合理。目前，虽然专业教师总量能够满足教学

需要，但缺少高层次专业带头人和省级及以上高水平的技术技能大

师。教师的团队意识还不强，团队协作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缺少方

向明确、结构合理、相对稳定、水平较高的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师

资队伍的梯队结构不够完善。 

2.2 原因分析 

受办学条件所限，对教师的引进力度不够。学校一直在加强高层

次人才的引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至今仍缺乏本专业的省级以上

高水平技术技能大师。学校地处辽西北地区，缺少区位优势，学校办

学条件、教师收入等方面与发达地区和高水平的大学相比还有一定差

距。虽然学校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中，注重教师总体收入水平的不断

提升，但对高层次人才和和高水平技术技能大师的吸引力还不够。 

2.3 改进措施 

一是进一步加强团队建设。以专业带头人培养、引进为核心，加

大高层次人才和高水平的技术技能大师的引进力度。创造人才成长的

良好氛围，建立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的人才集聚机制，加快高层次人

才和高水平技术技能大师的引进。 

二是加强教师培养工作。进一步完善教师培养制度，继续抓好新

教师的岗前培训工作。继续推进“青蓝工程”，重视并切实发挥老教

师和骨干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引导青年教师过好教学关。鼓

励青年教师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学历进修、参加科研和社会实践活动，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                  高等职业教育星级专业评估                         自评报告 

 21 

提高教师的学历层次、教学能力、科研服务水平。支持教师到生产一

线实践锻炼，要求青年教师至少参加一年企业生产实践，参与企业技

术革新、技术研发项目，尽快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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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二、专业代码    610202 

三、招生对象    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四、学制与学历  三年、专科 

五、职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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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资格证书和

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举例 

电子信息大类

（61） 

 

计算机类

（6102） 

 

互联网和相

关服务 

（64）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65） 

 

信息和通信工

程技术人员

（2-02-10） 

信息通信网络

维护人员

（4-04-01） 

信息通信网络

运行管理人员

（4-04-04） 

 

网络技术支持、 

网络系统运维、 

网络系统集成、 

网站设计开发 

 

网络工程师、网页

制作员、网络管理

员、计算机网络设

备调试员、信息通

信网络运行管理

员、信息通信网络

线务员 

 

 

六、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

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

展的能力；掌握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信息和通信工程技术人员、信息通信网络维护人员、信息通信网络运行

管理人员、网站设计开发等职业群，能够从事网络售前技术支持、网络应用开发、网络系统

运维、网络系统集成、网页设计制作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 

（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树立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国家认同感、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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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豪感；崇尚宪法、遵守法律、遵规守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崇德向善、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具有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具有质量意识、绿色环保意识、

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创新精神；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能够进行有效的人

际沟通和协作，与社会、自然和谐共处；具有职业生涯规划意识。 

（3）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人文素养。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理、健全的人格，能够掌握

基本运动知识和一两项运动技能；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和

自我管理能力。 

2.知识。 

（1）公共基础知识 

    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2）专业知识 

    熟悉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文明生产等相关

知识；了解信息技术、信息安全基础知识；掌握数据库的基本知识和程序设计基本知识；掌

握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和 TCP/IP 协议簇知识；掌握网络操作系统的基本知识；熟悉计算机

网络系统的结构组成及网络设备性能特点；掌握网络规划与设计的基本知识；熟悉网络工程

设计安装规范；掌握网络管理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软件定义网络的基本理论及网络虚拟化

知识；掌握网站开发的基本流程和相关 HTML、CSS、Javascript和 PHP等知识。 

3.能力。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为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沟通能力。 

（3）具备本专业必需的信息技术应用和维护能力。 

（4）掌握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能力； 

（5）能够对网络设备、网络安全设备、服务器设备和无线网络进行安装与调试; 

（6）能够熟练操作常用网络操作系统，在 Windows和 Linux平台上部署常用的网络应

用环境； 

（7）能够根据用户需求规划和设计网络系统，并部署网络设备，对网络系统进行联合

调试； 

（8）能够设计、实施中小型网络工程和数据中心机房； 

（9）能协助主管管理工程项目，撰写项目文档、工程报告等文档； 

（10）具有计算机网络安全配置、管理与维护能力； 

（11）具有网络应用系统设计、开发及维护能力和数据库管理能力； 

（12）具有网站开发和系统平台设备配置部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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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职业资格证书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国家职业资格认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行

业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发证： 

（1）计算机网络设备调试员（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级/三级） 

（2）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员（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级/三级） 

（3）信息通信网络线务员（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级/三级） 

2.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人事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证: 

（1）网络管理员 

（2）网页制作员 

（3）网络工程师 

八、毕业要求 

在校期间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及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修完培养方案中的全部

课程及实践环节，并取得规定学分；达到大学生体质测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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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核心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 路由交换技术 学时 48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熟知路由器与交换机的基本功能及相关理论知识； 

（2）熟练运用配置命令查看交换机及路由器的各类参数及配置信息； 

（3）熟练掌握交换机命令的基本配置； 

（4）熟练掌握路由器命令的基本配置。 

2.能力目标 

（1）能够根据组网需求绘制出网络拓扑结构图； 

（2）能够合理规划 IP 地址并绘制 IP地址规划表； 

（3）能够配置生成树协议和 PPP协议； 

（4）能够利用路由器与交换机进行组网，搭建实际网络环境； 

（5）能够完成静态路由和动态路由的基本配置； 

（6）能够完成 VLAN的划分和通信。 

3.素质目标 

（1）为人诚实，与工作伙伴和睦相处； 

（2）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善于服务客户及沟通，追求上进； 

（3）有良好的团队意识及合作、协调、沟通能力； 

（4）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 

教学内容 

1.单元一  交换机及路由器简介 

2.单元二  VLAN及交换机级连 

3.单元三  Telnet路由器与交换机 

4.单元四  生成树协议 

5.单元五  802.1x认证 

6.单元六  PPP协议 

7.单元七  静态路由 

8.单元八  RIP动态路由 

实训项目 

项目一  vlan及 vlan间通信 

项目二  路由器、交换机的远程登录 

项目三  生成树计算实例 

项目四  PPP协议的 PAP验证及 MP捆绑 

项目五  静态路由配置实例 

项目六  RIP动态路由配置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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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网络系统集成 学时 64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掌握网络系统结构和综合布线系统结构； 

（2）熟悉综合布线产品，熟悉综合布线的相关标准，熟悉设计方式和

规范； 

（3）掌握网络配线端接技术； 

（4）掌握工作区、水平、管理间、垂直、设备间、进线间与建筑物出

入口各子系统的施工； 

（5）掌握光纤熔接技术； 

（6）掌握安装规范和技术，熟悉综合布线从设计到施工安装到测试验

收的工作流程； 

（7）具备项目管理能力； 

（8）能承担综合布线系统设计、现场安装施工、现场项目管理、测试

验收等工作任务。 

2．能力目标 

（1）能设计中小型综合布线系统方案； 

（2）能绘制各种综合布线图； 

（3）能对材料和设备正确选型，并能作出预算方案； 

（4）能根据技术规范完成从楼宇子系统到工作区子系统的安装任务； 

（5）能编制施工方案，对施工项目从人员、技术、安全、进度和质量

等方面进行管理和监理； 

（6）能根据设计方案和验收标准对工程进行测试和验收。 

3．素质目标 

（1）重视职业道德和职业意识教育的渗透，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个人

品格和行为习惯； 

（2）培养爱岗敬业精神、团队协作精神和创业精神； 

（3）培养学生树立质量意识、节约意识、安全意识、环保意识、文明

施工等职业意识。 

教学内容 

1.单元一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 

2.单元二  配线端接技术 

3.单元三  工作区子系统施工 

4.单元四  水平子系统施工 

5.单元五  干线子系统施工 

6.单元六  管理间与设备间施工 

7.单元七  综合布线工程测试与验收 

实训项目 

项目一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 

项目二  配线端接技术 

项目三  工作区子系统布线 

项目四  水平子系统布线 

项目五  干线子系统布线 

项目六  设备间子系统布线 

项目七  管理间子系统布线 

项目八  建筑群子系统布线 

项目九  光纤熔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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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Linux操作系统管理 学时 48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认识网络操作系统； 

（2）掌握 Linux系统的安装与配置； 

（3）掌握 Linux的基本应用； 

（4）掌握 Linux系统管理； 

（5）掌握 Linux网络应用。 

2.能力目标 

（1）能够独立安装 Linux操作系统； 

（2）能够在 Linux用户界面进行命令的输入操； 

（3）能够对 Linux的文件系统进行操作； 

（4）能够在 Linux操作系统下进文件的查看与编辑； 

（5）能够进行用户与群组管理 

（6）能够对 Linux操作系统进行磁盘管理； 

（7）能够进行网络环境的配置； 

（8）能够进行多种服务器的配置。 

3.素质目标 

（1）为人诚实，与工作伙伴和睦相处； 

（2）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善于服务客户及沟通，追求上进； 

（3）有良好的团队意识及合作、协调、沟通能力。 

教学内容 

1.单元一  认识操作系统 

2.单元二  Linux的组成及特点 

3.单元三  Linux操作系统安装 

4.单元四  Linux用户界面 

5.单元五  文件系统及文件操作 

6.单元六  文件的查看与编辑 

7.单元七  用户与群组管理 

8.单元八  磁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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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项目 

项目一  RHEL5的安装 

项目二  RHEL5用户界面的使用 

项目三  文件和目录操作 

项目四  文件查看和编辑 

项目五  用户与组群管理 

项目六  磁盘管理 

项目七  文件包管理 

项目八  内存管理 

项目九  网络环境配置 

项目十  FTP服务器的配置与应用 

项目十一  DNS服务器的应用 

项目十二  Apache服务器的配置 

项目十三  DHCP服务器的配置 

项目十四  Sendmail服务器的配置 

项目十五  Samba服务器的配置 

课程名称 网络运行与维护 学时 48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掌握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的基本概念； 

（2）掌握 OSI七层模型的基本概念以及各层的基本功能及协议； 

（3）掌握 TCP/IP协议模型的基本概念以及各层的基本功能及协议； 

（4）了解数据通信的理论基础与网络模型； 

（5）掌握局域网的基本概念；掌握以太网的组网技术以及网络设备的

配置能力； 

（6）掌握虚拟局域网技术（VLAN），以及 VLAN的基本配置方法； 

（7）掌握静态路由和动态路由的基本概念，掌握路由器的配置方法； 

（8）了解实现广域网的连接方法。 

2.能力目标 

（1）具备网络规划设计基本能力； 

（2）具备融合网络管理与维护能力； 

（3）具备网站建设与管理能力； 

（4）具备网络产品技术支持服务能力； 

（5）具备网络设备配置的能力。 

3.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 

（2）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勇于创新、敬业乐业的工作作风； 

（4）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 

教学内容 

1.单元一  网络的拓扑结构 

2.单元二  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 

3.单元三  局域网技术 

4.单元四  网络互联技术  

5.单元五  无线局域网基础 

6.单元六  网络设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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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项目 

项目一  绘制计算机网络拓扑图 

项目二  OSI参考模型 

项目三  TCP/IP参考模型 

项目四  交换机基本配置 

项目五  VLAN划分与通信 

项目六  路由器配置与远程登录 

项目七  配置静态路由 

项目八  配置动态路由 

项目九  无线局域网设备配置 

项目十  配置 AP设备 

 

 

 

 

 

课程名称 网页设计 学时 48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掌握 HTML各个标记及其属性的书写方法； 

（2）掌握 Dreamweaver软件的使用方法； 

（3）掌握站点管理和网站规划的相关知识； 

（4）掌握网页中水平线、日期、图像对象的主要属性与设置方法； 

（5）掌握网页中超级链接、E-mail链接、锚点链接等的设置方法； 

（6）掌握表格的创建、结构调整与美化方法； 

（7）掌握 Dreamweaver中应用表单设计网页的方法； 

（8）全面掌握网站及网页的制作思路和设计方法。 

2．能力目标 

（1）具有使用 Dreamweaver 软件制作网页的能力； 

（2）具有使用 HTML语言中的标记及属性制作网页的能力； 

（3）能够熟练对文本、图像、超链接、表格等网页元素进行操作； 

（4）能够熟练运用表格进行网页布局； 

（5）能够独立进行网页表单的设计； 

（6）能够在网页中根据要求设置行为； 

（7）能够按照要求创建站点，完成网站网页的发布和调试； 

（8）具有网站开发和网页设计的综合能力。 

3．素质目标 

（1）具有勤奋学习的态度，严谨求实、创新的工作作风； 

（2）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 

（3）具有高度责任心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4）具有一定的科学思维方式和判断分析问题的能力； 

（5）具有较强的网页设计创意思维、艺术设计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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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1.单元一  网页设计基础知识 

2.单元二  HTML语言基础 

3.单元三  初识 Dreamweaver 

4.单元四  站点管理及网站规划 

5.单元五  文本及段落格式设置 

6.单元六  图像及多媒体编辑 

7.单元七  表格制作 

8.单元八  表单设计 

实训项目 

项目一  编写 HTML语言网页 

项目二  撰写网站规划 

项目三  制作 NBA篮球网页 

项目四  制作有奖竞猜网页 

项目五  天猫网栏目导航设计 

项目六  制作个人简历网页 

项目七  制作用户注册页面 

项目八  制作商务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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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SDN技术 学时 48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熟知 SDN技术原理； 

（2）了解以太网工作原理； 

（3）熟悉常用网络设备的工作原理和软件的调试方法； 

（4）掌握 TCP/IP协议、IP子网划分及 VLSM等基本原理； 

（5）掌握静态路由、OSPF、ACL和 NAT等不同协议的工作原理。 

2.能力目标 

（1）能够熟练操控品牌网络设备、网络平台、网络软件； 

（2）能够熟练掌握锐捷、思科、华三网络设备的操作命令； 

（3）能够完成 IP地址、VLAN、三层交换机之间路由协议的规划； 

（4）能够完成静态路由、OSPF、ACL和 NAT等不同协议的配置； 

（5）具有规划、实施、管理中小型企业网络的能力。 

3.素质目标 

（1）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素质； 

（2）培养团队合作、协调沟通的职业素质； 

（3）培养自学、交流、创新的专业态度。 

教学内容 

1.单元一  以太网工作原理 

2.单元二  TCP/IP协议 

3.单元三  IP地址及 VLAN规划 

4.单元四  思科、锐捷设备配置命令 

5.单元五交换机配置 

6.单元六静态路由 

7.单元七  单区域 OSPF 

8.单元八 ACL技术 

9.单元九静态 NAT技术 

10.单元十  动态 NAT技术 

实训项目 

项目一校园网网络搭建与实施 

项目二  静态路由配置 

项目三  单区域 OSPF配置 

项目四标准访问控制列表配置 

项目五  扩展访问控制列表配置 

项目六静态 NAT地址转换配置 

项目七 利用动态 NAT实现局域网访问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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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教学计划表 

教学计划表 

课

程

结

构

名

称 

课

程

性

质 

课程编

码 
课程名称 

课

程

类

型 

考

核

方

式 

学

分 

学

时 

理

论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学期周学时分配 

第一学

年 

第二学

年 

第三学

年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公
共
基
础
课 

必
修 

000007 

毛泽东思想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A 
考

试 
4 64 56 8   4         

000008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A 

考

试 
3 48 48 0 3           

000009 德育特色 A 
考

查  
1 16 16 0 1           

000012-

(1-4) 
体育 B 

考

查  
3 96 8 88 2 2 1 1     

000010 心理健康教育  A 
考

查 
2 32 22 10   2         

000006-

(1-2) 
就业创业指导 A 

考

查 
2 32 22 10 

0.

5 
    1     

000011-

(1-4) 
形势与政策 A 

考

查 
1 32 32 0 

0.

5 

0.

5 

0.

5 

0.

5 
    

000013 
计算机应用基

础 
B 

考

试 
3 48 24 24 3           

000014 
军事训练与国

防教育 
B 

考

查 
2 32 8 24             

000002 高等数学 A 
考

试 
4 64 64 0   4         

000001-

1 
公共英语 1 A 

考

试 
2 32 32 0 2           

000001-

2 
公共英语 2 A 

考

查 
2 32 32 0   2         

选

修 
  

全校统一公布

选课科目 
A 

考

查 
8 

12

8 

12

8 
0 2 2 2 2     

专
业
基
础
课 

必
修 

010301 
计算机网络基

础 
A 

考

试 
2 32 28 4 2           

010103 程序设计基础 B 
考

试 
2 32 20 12 2           

010304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

统管理 

B 
考

查 
2 32 20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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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05 
网络安装与布

线 
B 

考

查 
2 32 16 16   2         

010607 
数据库应用技

术 
B 

考

试 
3 48 24 24     3       

010406 
PHP网站开发技

术 
B 

考

查 
2 32 16 16     2       

专
业
核
心
课 

必
修 

010407 路由交换技术 B 
考

试 
3 48 24 24   3         

010309 网页设计 B 
考

试 
3 48 24 24   3         

010409 
网络运行与维

护 
B 

考

试 
3 48 24 24     3       

010313 
Linux操作系统

管理 
B 

考

试 
3 48 24 24     3       

010411 网络系统集成 B 
考

试 
4 64 32 32     4       

010412 SDN 技术 B 
考

试 
3 48 12 36       3     

专
业
拓
展
课 

选
修 

010603 
计算机组装与

维护 
B 

考

查 
2 32 16 16 2           

010414 网站图像处理 B 
考

查 
2 32 16 16 2 

  
        

010415 
音视频处理技

术 
B 

考

查 
2 32 16 16 2 

  
        

010416 网站动画设计 B 
考

查 
2 32 16 16 2 

  
        

010307 网络安全技术 B 
考

查 
2 32 16 16     2       

010319 网页布局技术 B 
考

查 
2 32 16 16     2       

010322 
Python 应用开

发 
B 

考

查 
2 32 16 16     2       

010420 
web交互设计设

计 
B 

考

查 
2 32 16 16     2       

实
践
性
教
学
环
节 

 
 

010421 
网络构建工程

实训 
C 

考

查 
2 32 0 32       2     

010422 
网络应用开发

实训 
C 

考

查 
2 32 0 32       2     

010423 
网站平面设计

实训 
C 

考

查 
2 32 0 32       2     

010424 专项技能实训 C 
考

查 
10 

16

0 
0 

16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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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25 
计算机网络技

术综合实训 
C 

考

查 
25 

40

0 
0 

40

0 
        25   

010426 创新实践     2                   

010427 
顶岗实习及毕

业设计（论文） 
    20 

60

0 
0 

60

0 
          30 

合计  
14

0 

25

52 

82

0 

17

32 
24 25 

22

.5 
24 25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