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冶金与材料工程系简介 

冶金与材料工程系现有教师27人，具

有高级职称2人，中级职称9人，助教16

人；研究生10人，重点本科17人；19名

“双师型”教师，“双师”教师达62.5%

以上；同时聘请金川集团公司资深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兼职教师，进一

步加强我系师资力量。 

现开设有金属与非金属矿开采技术、矿物加工技术、有色冶金技

术、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金属压力加工、铸造技术和光伏发电技

术与应用 7个专业。 

我系建有1200平方米的校内实训基地，有采矿、选矿、冶金、金

属材料与热处理、光伏等6个专业实训室和1个冶金专业仿真实训室，

在各项专业技能大赛中已获得全国及行业技能竞赛大奖3项。校外与

金川集团公司、新疆天业集团、内蒙古鄂尔多斯冶金集团、广西金川

有色金属公司及东方电气等国内知名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实现实

习就业一体化。自2011年招生以来，累计培养毕业生和委培企业员工

总计1274人，目前在校学生有790人。 

本系毕业生就业前景广阔，多数毕业生在冶金材料及新能源企业

就业，同时与兰州理工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等高校建立自考本、专升

本长期合作关系，为学生发展提供平台。2015届毕业生就业率达93.4%，

2016届毕业生就业率达94.2%。 

 专业介绍 



【金属与非金属矿开采技术】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具有矿山行业相应岗

位必备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专业和综合职业技能（能

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创业精神和健全的体魄，掌握采矿技术

专业必备的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质量意识、安全意识、成本

意识和市场意识，能从事金属矿山生产一线的矿床开采、巷道施工、

生产组织、技术管理、工程设计和安全管理等工作的高端技能型人才。 

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工程制图、高等数学、工程CAD、工

程力学、电工基础、矿山地质、矿山测量、矿山环境保护、矿山企业

管理、矿山安全技术、工程制图、工程CAD、工程力学、电工基础、

岩石力学、井巷工程、凿岩与爆破技术、金属矿露天开采、金属矿地

下开采、矿山机械、矿井通风与防尘、矿山充填技术以及金工实习、

地质实习、测量实习等实践环节。 

就业面向：矿山生产企业、国家事业单位，毕业生在采矿技术领

域一线从事“设计、施工、管理”工作。就业岗位主要是面向生产（管

理）一线的采矿工、爆破工、运输工、凿岩工、测量工等职业岗位人

员。 

【矿物加工技术】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选矿技术专业必备的理论专业知识，掌握浮

选、磁选、重选等选矿基本技术及相关工序的生产技术与加工的技能

操作，能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能适应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需要

的一线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矿石学基础、碎矿与磨矿、重力选矿、

浮游选矿、化学选矿、选矿辅助设备、磁电选矿、矿石可选性试验、

选矿厂设计、金工实习、课程设计等，以及实践环节。 

就业面向：本专业毕业生就业岗位主要是面向生产（管理）一线

的浮选工、磨矿工、脱水工等职业岗位人员。 

【有色冶金技术】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冶金行

业相应岗位必备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冶金技术岗位操

作技能（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创业精神和健全的体魄，具

备冶金技术及其管理的基础理论，熟悉冶金生产工艺流程，适应新技

术新工艺的发展要求，能在冶金领域从事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工

作，能适应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

人才。 

核心课程：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基础化学，材料科学基础，冶金

原理，冶金工业分析，重金属冶金学，轻金属冶金学，钢铁冶金学，

冶金设备，铜电解操作技术，冶金过程检测与控制，稀贵金属冶金学，

粉末冶金，冶金环境工程学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此外，完

成电工、焊工、车工、钳工的实训以及对应行业的顶岗实习，并考取

电解精炼工或货发冶炼工的技能证书。 

就业面向：本专业毕业生就业岗位主要是面向生产（管理）一线

的有色金属熔炼、有色金属电解、贵金属提炼、有色金属的深加工等

生产车间的主要操作岗位从事生产工作，还可以在生产管理岗位任职、



安全和质量检验等相关岗位从事与有色金属生产相关的工作。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技术】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够掌握金

属材料的性能分析与研究、热处理工艺及工装设计的基础理论知识和

专门知识，具有较强实际操作能力，面向生产第一线的技术应用型专

门人才。 

核心课程和主要实践环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材料科学基础，

工程力学，公差与测量技术，金属工艺学，电工电子技术，机械设计

基础，机械CAD，普通化学，物理化学，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热处

理原理与工艺，失效分析，热处理车间设备与设计，有色金属及热处

理，金属的腐蚀与防护，材料分析方法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就业面向：毕业生可以从事金属材料各项性能的分析与研究、新

产品的开发与研制；热处理车间的工艺规程及工艺装备的设计及实施；

产品质量的分析与控制；热处理设备的安装、调试、操作、维护、更

新改造及生产管理等工作。 

【光伏发电技术及应用】 

培养目标：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专业面向光伏发电系统，培养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光伏发电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的相关知识，

能运用电力存储、变流、逆变技术，熟练操作太阳电池和 LED生产设

备及其配套检测系统，具备产品的生产、管理、设备的维护与保养、

技术服务等能力，具有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和较强的创新能力、可持

续发展能力的素质，能适应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



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核心课程和主要实践环节：其中主干课程为：电路分析与测试、

电力电工技术、光学基础、半导体器件物理、太阳能电池原理与工艺、

光电子技术基础、光伏组件生产封装技术、光伏电池制造技术、光电

子器件原理及应用、太阳能光伏发电拖动技术、太阳能光伏电力控制

技术、光伏电力监测技术、太阳能电站建设与维护、太阳能光伏逆变

器设计与工程应用。 

就业面向：本专业毕业生可从事光伏发电生产设备运行;光伏发

电系统设备检测与维修;光伏系统设备安装与调试;相关工作岗位有

光伏发电系统机械结构组件安装，太阳能 LED 灯具制造、调试、安

装。太阳能发电厂、电站的系统安装调试、咨询与管理维护；在太阳

能产品的企业从事生产、检测、管理、销售及维护。存储、逆变系统

电子电路应用、太阳电池及 LED 生产工艺、技术管理。 

【金属压力加工】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金属材料

压力加工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有色金属熔铸与加工技术、有色金属

熔铸及加工设备的工作原理的专业型有用人才。适应机械制造业及相

关的航空航天、汽车、轻工、仪表、冶金等工程领域的金属材料压力

加工行业的技术操作、工艺开发、生产调度、设备维护、产品检验分

析及营销等岗位工作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核心课程和主要实践环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材料科学基础，

工程力学，公差与测量技术，金属工艺学，电工电子技术，机械设计



基础，机械 CAD，普通化学，物理化学，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热处

理原理与工艺，失效分析，热处理车间设备与设计，有色金属及热处

理，金属的腐蚀与防护，材料分析方法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就业面向：毕业生可进入各钢企、制造企业、汽车厂，以及家电

等企业。可从事金属材料的制备、加工成型、热处理、表面处理等工

艺操作及控制；可到政府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和各类材料生产和使用企

业从事质量控制与检测、材料的生产和开发、材料性能改进等技术工

作；材料加工企业安全技术管理及技术经济分析工作；材料加工企业

的设备管理工作；从事材料相关的市场营销工作。 

【铸造技术】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金属铸造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金属铸造工

艺技术、金属铸造设备的工作原理及设备的维修等基本知识，通过现

场实习，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同时应具有铸造专业领域的就业

能力，能够按企业要求顺利完成岗位工作任务；有主动适应企业产品

结构调整及产业升级的能力的人才。 

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铸造工艺学、铸造设备及自动化、金

属及合金的熔炼与铸造、金属塑性加工、造型材料、金属材料性能检

测及数据整理、特种铸造、金工实习等，以及实践环节。 

就业面向：本专业毕业生就业岗位主要是面向金属铸造、质量检

测和生产管理等工作。随着近十年来我国的铸造行业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铸件产量持续平稳增长的基础下,向”优质,高效,环保,科技创新”

的趋势发展.铸造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工作环境也

http://www.dxsbb.com/news/list_37.html
http://www.dxsbb.com/news/list_37.html


有了很大的改善。 

 地矿与建筑工程系简介 

地矿与建筑工程系现有专任教

师 32人，其中副教授 1人，硕士研

究生 14人，另外聘请金川公司等单

位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现场操作经

验的专家 8人。师资队伍结构合理，特色鲜明，实力雄厚，教师共发

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论文 23篇，撰写专业教材五部。 

目前开设有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园林工程、

矿山地质、矿山测量、电子商务技术和物联网应用技术共 8 个专业。 

在实训室建设方面，我系设有建筑工程技术实训室、地质实训室、工

程造价实训室、园林工程实训室和电子商务智能服务中心。在金川公

司、海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紫金矿业

有限公司、八冶建设集团公司等大中型企业设有实习基地，并联合兰

州理工大学、兰州交通大学设有建筑工程自考本专业，为学生发展提

供平台。2015届毕业生就业率为 92%，2016届毕业生为 94.6%。 

 专业介绍 

【建设工程管理】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以工程项目管

理为主线，熟练掌握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和建筑工程经济等基本专业知

识，并具备相应施工管理技能，德智体全面发展，能在国内外工程建

设领域从事项目管理的高端技能型人才。 



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施工组织

设计、建筑工程质量管理、工程计量与计价、建筑工程资料管理、建

筑工程项目管理。建筑施工图识读与绘制、混凝土结构构件配筋图绘

制、建筑施工工种实训、建筑施工组织设计实训、建筑工程质量验收

实训、建筑工程资料软件运用实训、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实训。 

职业面向：本专业毕业生就业岗位主要是面向生产建筑施工企业、

建筑工程监理单位、建筑行业资讯、设计单位等相关的企事业单位。

主要岗位定位安全员、资料员、质检员等。 

【建筑工程技术】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具有建筑工程施工行

业相应岗位必备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工程测量和施工

组织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创业精神和健全的体魄，能从事建

筑施工企业生产一线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等岗位的工作，能适应

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建筑结构、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建筑

工程监理概论、建筑工程质量验收、建筑工程施工组织。测量实训、

力学实训、钢筋工艺实训、砌筑工艺实训、抹灰工艺实训、模板工艺

实训、架子工艺实训。 

职业面向：本专业毕业生就业岗位主要是面向生产建筑施工企业、

建筑工程监理单位、建筑行业资讯、设计单位等建筑相关的企事业单

位。 

 



【矿山地质】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运用现代地质理论和

先进科技手段，从事矿山地质职业领域地质技术及管理工作。具有进

行地质资料收集与整理、分析、制图、预测预报、地质说明书和地质

报告编写、储量管理等矿山地质技术与管理的能力。能胜任矿井水文

地质、储量管理、矿井地质勘查等岗位的高端技能型人才。 

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地球科学概论、水文地质学、普通地

质学、构造地质学、古生物地层学、岩石矿物学、矿井地质、矿床地

质、采矿概论、矿山测量技术、固体矿床勘查技术、矿山企业管理、

金属矿床露天开采、金属矿床地下开采等。以及实践环节。 

职业面向：矿山地质专业毕业生主要从事煤矿、固体矿山等汗液

地质技术及管理领域工作。主要就业岗位有矿井地质岗、矿井水文地

质岗、储量管理岗、矿井地质勘查岗。 

【矿山测量】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素养和科学文化素养，掌握必备的矿山测量专业理论知识，具有熟练

的专业技能，具备矿山开发各阶段所需的测绘工作项目管理、组织实

施、内外作业和各类型测量方案设计等职业核心能力，在矿山资源勘

查、规划设计、矿山建设、生产、管理等企事业单位测绘领域第一线，

能胜任矿山测绘工作管理、项目组织实施、测绘技术工作的高端技能

型人才。 

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测绘基础、工程测量、矿山测量技术、



矿山地质、采矿技术、EXCEL测绘程序编写、MATLAB科学计算、地理

信息系统技术应用、CASS 软件、数字测图、控制测量、测量误差与

数据处理、CNSS定位测量、计算机测绘程序设计等。以及实践环节。 

职业面向：矿山测量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矿产资源勘查、矿山规

划设计、矿山建设、矿产开发和矿产资源管理等矿业行业和工程建设

行业，主要从事地形测量、控制测量、工程测量、矿产资源开发与矿

山建设测量等工作。主要职业岗位为矿山测量员等其他相近测量岗位。 

【园林工程技术】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生态学、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风景

园林规划与设计等方面的知识，能在城市建设、园林、林业部门和花

卉企业从事风景区、森林公园、城镇各类园林绿地的规划、设计、施

工、园林植物繁育栽培、养护及管理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园林计算机辅助绘图、园林规划设计、

园林建筑材料与构造、园林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园林工程造价。园

林植物认识、园林地形测绘、园林图纸抄绘与初步设计实训、园林计

算机绘图项目实训、园林规划设计项目实训、园林施工组织与管理项

目实训、园林工程造价项目实训。 

职业面向：园林设计公司、园林工程建设施工企业、园林绿化行

政管理部门和园林养护工作。从事岗位主要有园林工程设计员、园林

工程施工员和园林绿化管理员。 

 

【工程造价】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德智体美等

方面全面发展，面向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工程造价咨询、招标代理、

工程监理、工程项目管理等中介机构等的工程造价岗位，在牢固掌握

工程造价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的基础上，从事施工图预算、工程量清

单计价、工程结算编制等工作，能吃苦耐劳、具有奉献精神的高端技

能型人才。 

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工程造价概论、建筑工程预算、工程

量清单计价、工程结算、造价软件应用。房屋测绘、建筑材料检测实

训、建筑工程预算编制、装饰工程预算编制、水电安装工程预算编制、

工程量清单报价编制、造价计量计价软件的应用、工程造价综合实训。 

职业面向：主要在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工程造价咨询、招标代

理、工程监理等机构进行工程造价工作。主要职业岗位为造价员，以

及相近岗位招标员、资料员。 

【电子商务技术】 

培养目标：根据甘肃省及周边地区互联网经济发展对电子商务技

术人才的需求，长期与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协会及多家企业合作，共同

开发课程，进行企业真实的项目教学。电子商务技术专业主要培养德、

智、体、美全面协调发展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新、创业精神，

熟悉电子商务概述、UI 设计、网页设计和网站数据库基础知识的，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从事网页美工、电子商务网站设计、

网站设计师、移动商务网站开发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专业主要学习课程：电子商务干论、



C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商务物流、电子商务技术基

础、网络营销、网上支付与计算、电子商务网站建设、电子商务英语、

图形图像处理等以及实践环节。 

职业面向：毕业后可从事电子商务网站建设和维护、网站美工、

网页设计、网络营销、微商设计、跨境电商、运营管理等相关工作岗

位。 

【物联网应用技术】 

培养目标：具有物联网工程布线、传感器安装与调试、自动识别

系统的安装与调试和软件产品编程能力；具有系统联调、工程验收、

硬件设计与维修、软件编程与维护、实施方案设计、系统操作培训以

及项目现场管理等技能，能够进行物联网工程项目的运行维护、管理

监控、优化及故障排除。 

专业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模拟、数字电子技术、传感器与

检测技术、RFID射频识别技术与应用、C 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电路

基础，计算机网络基础，网页设计与制作，计算机组装与维护，物联

网技术导论，现代通信技术，传感器及 WSN 技术，智能设备，网联网

工程布线，物联网工程设计与实施等。 

就业面向：面向物联网设备制造、项目实施和系统集成工程技术

人员、现场应用工程师、设备（安装/维护/调试）工程师、技术支持

工程师等工作。就业领域在各行业中优势明显，就业去向主要为：中

国移动、中国电信等各大运营商，信息技术领域的公司，也可在城市

规划与建设部门、环境检测管理部门、城市公共事业单位以及智能社



区等从事管理工作。 

 化学工程系简介 

化学工程系，目前设有应用化工技术、

应用化工技术（化工设备维修方向）、安

全健康与环保（工业环保与安全技术方

向）、精细化工技术、酒店管理、食品营

养与卫生六个专业。现有教师 21 人，其中具有副教授 1 人，讲师 9

人，助教 11人，研究生 9人，重点本科 9 人；其中专业带头人 3人，

骨干教师 6 人，11 名“双师型”教师。拥有专用和共享实验、实训

室 10 余间，包括无机化学实验室、分析化学实验室、物理化学实验

室、有机化学实验室、化工工艺实验室等。 

2016 年我系积极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主动联系相关企业单位

前来招聘，其中有金川集团公司、新疆中泰、青海盐湖等大中型企业。

带领学生参加宣讲会 60多场次。组织学生多次去化工企业参观实习。

与此同时，我系还积极开展与就业相关的活动，如：模拟面试大赛、

学生就业指导会等，为我系学生的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我系师生

的共同努力下，2016 届毕业生就业率达 92.6%，为企业输送技术型人

才 500 多人。 

我系将继续坚持以就业为向导，紧密围绕职业岗位（群）所需的

技能为原则，借鉴先进的职业教育模式，以培养技术应用性人才为己

任，为社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专业介绍 



【应用化工技术（应用化工方向）】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 德、智、

体、美等全面发展，具有化学工程与化学工艺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较强的实验操作技能，具有化工生产操作、产品质量分析与检

测、设备的安装运行和维护能力、化工工艺生产组织管理能力，能够

从事生产运行、分析检测、生产技术管理等应用型技能型人才。 

主要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工业分析、化工制

图、化工原理、化工容器与设备、化学工艺学、电工学、化工仪表及

自动化等。 

主要实践环节：无机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设备仿真实训、

工业分析实验、生产实习、毕业设计、毕业实习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化工、炼油、冶金、轻工、医

药、环保等各类化工企业及相关行业从事生产运行、技术开发、生产

技术管理等工作。 

【应用化工技术(化工设备方向)】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远大理想、

高尚思想品德，具有实践能力、创新精神，身心健康，具备化工设备

维修技术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从事化工机械设备的

设计、制造、运行、维修及管理等工作的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基础化学、化工制图、工程力学、机械设计基础、化

工原理、、化工容器及设备、通用零部件的制造、装配与维修、管道

安装、维护与检修、化工泵的运行维护与检修、压缩机的运行维护与

http://www.weeeeb.com/w/%E5%B7%A5%E7%A8%8B%E5%8A%9B%E5%AD%A6


检修、换热设备的运行维护与检修、风机的运行维护与检修等。 

主要实践环节:基础化学实验、设备维修实训、设备仿真实训、

工业分析实验、生产实习、毕业设计、毕业实习等。 

就业方向:可在石油化工、化肥、精细化工、食品、制药、染料、

炼焦等企事业单位从事设备拆装、操作、故障诊断及排除和设备管理

等工作，可在化工设计及科研单位从事设备设计工作；也可在化工机

械单位进行化工设备的制造、检验工作。 

【安全健康与环保】 

培养目标:主要培养具备污染物监测、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

治等技术以及环境质量评价、环境规划与管理的基本能力，具备专门

的安全及化工方面的知识，能从事安全（尤其是化学安全）领域的设

计、应用、预测、分析、评价、管理、监察的综合性、复合型高等职

业技术人才。       

主要课程:化工原理、环境工程、环境监测、工业分析、压力安

全技术、化工安全检测技术原理、安全人机工程学、安全治理与法规

等。 

主要实践环节:环境监测实训、压力安全技术实训、设备仿真实

训、工业分析实验、生产实习、毕业设计、毕业实习等。     

就业方向 :本专业毕业生可在化工、石油、能源、医药、环保、

生物制药等企事业单位从事以下工作： 1 .安全技术与管理；2 .安

全防护产品制造； 3 .工业企业安全生产工艺、标准及安全操作规程

的制订； 4 .安全培训、安全咨询、安全监督； 5 .事故调查和事故



分析； 6 .企业安全监督管理和相关文件的起草。 

【精细化工技术】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精细化工技术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

本技能，在精细化学品开发与应用技术领域从事生产、技术、管理等

工作的高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基础化学及分析化学、化工容器与设备、化工单元操

作、化工仪表及自动化、精细化学品化学、精细化学品检验技术、精

细合成化学、精细化工工艺、日用化学品工艺、涂料化学与工艺学、

化工安全技术等。 

主要实践环节:基础化学实验、设备仿真实训、工业分析实验、

生产实习、毕业设计、毕业实习等。 

就业方向:从事精细化工；医药、农药、火炸药化工；轻化工；

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化工生产、分析、检验；工艺设计、技术改造；生

产管理等技术应用性工作。 

【食品营养与卫生】 

培养目标：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健康的心理素质、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较扎实的文化基础知识；具有获取新知识、新技能的意识和能

力，能适应不断变化的职业社会；了解人群膳食状况、营养保健评价

与指导的原则和流程，严格执行服务规范，遵守各项相关法规，并能

解决一般性专业问题。 

主要课程：基础化学、生物化学、食品化学、中医营养学基础、

微生物与食品微生物、仪器分析、食品卫生学、临床医学总论、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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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学、现代分离技术、食品分析、人体营养、、食品加工与保藏、

微生物与食品微生物。 

主要实践环节：食品化学实验、仪器分析实习、现代分离技术实

习、食品分析实习、有机分析实习。 

就业方向：研究食品质量安全保障、进行食品质量安全检测、开

展公民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组织健康食品加工生产都需要营养、食

品与健康的专业人才。其就业领域包括：医院、卫生防疫、食品质量

检测、幼教、食品加工与销售、饮食业等。 

【酒店管理】 

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和酒

店业发展需要，具备现代酒店服务与管理专业需要的基本素质、专业

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酒店第一线服务型人才和基层管理工作者。 

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职业生涯规划、职业道德与法律、心

理健康、哲学与人生、语文、数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体育、

应用语文、形体训练、酒店中餐服务、酒店西餐服务、酒店客房服务、

酒店前厅服务、酒店服务礼仪、酒水知识与服务技能、茶艺与茶文化、

菜品知识、康乐服务与管理、酒店文化、酒店管理、职场健康与安全、

跨文化交流、酒店实用心理学、酒店插花、咖啡制作、市场营销、会

展服务等。      

职业面向：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星级酒店、大型餐饮企业，

从事酒店服务与管理工作，能担任客房服务员、餐厅服务员、前厅接

待员、礼宾员、行李员、调酒师、茶艺师、咖啡师等服务以及基层管



理岗位的工作。 

 机电工程系简介 

机电工程系现有在读学生 1056名，专

任教师 29 人。其中，专业带头人 6 名，

骨干教师 8人，具备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

4 人，中级以上职称 12 人，硕士以上学

历 8 人，20 名骨干教师具备“双师”资格，分别持有国家高级焊接

技师、国家汽车维修技师、国家无线电调试技师、国家数控应用工程

师、国家电子维修技师、国家数控加工中心技师等技能鉴定证书，有

多名教师主持参与省级、市级及学院科研课题的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 

机电工程系目前主要开设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矿山机电、

数控技术、焊接技术及其自动化、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工业机

器人技术七个专业课程。已建设完成了机加工实训车间、焊接实训车

间、数电实训室、模电实训室、电气配盘实训室、电机拖动实训室、

PLC实训室、单片机实训室、机械原理实训室、制图实训室、现代化

电工实训室等 11个实训车间及实训室，目前正在筹建汽修实训基地；

同时与金川集团公司、兰石集团、新疆天业集团等多家知名企业签订

了顶岗实习协议。2014 年机电工程系首届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78.5%、

2015年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3.7%，2016年毕业生就业率预计达到 90%，

就业率稳步增长并逐步跻身于省内同类专业的较高水平。 

 专业介绍 

【数控技术】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数控原理、数控编程和数控加工等方面的专

业知识及操作技能，从事数控程序编制、数控设备的操作、调试、维

修和技术管理，数控机床加工程序的编制、数控机床的操作、调试和

维修，数控设备管理的高级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基础、数控

加工技术、数控加工编程与操作、数控原理与系统、CAD/CAM 应用、

数控机床使用及维修、数控机床电气控制、工业企业管理 、制图测

绘、PLC 实训、机加工实习、CAM 实训、数控机床操作技能实训、专

业课程的课程设计、毕业实习（设计）等，以及学院的主要特色课程

和实践环节。 

就业方向：主要面向机械、模具、电子、电气、轻工等行业，从

事设计、制造、工艺、设备维护、销售等相关工作。 

【电气自动化技术】 

培养目标：具备电工技术、电子技术、控制理论、自动检测与仪

表、信息处理、系统工程、计算机技术与应用和网络技术等较宽广领

域的工程技术基础和一定的专业知识，能在运动控制、工业过程控制、

电力电子技术、检测与自动化仪表、电子与计算机技术、信息处理、

管理与决策等领域从事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运行、科技开发及

研究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电机及电力拖动基础、电力电子

变流技术、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自动控制原理、过程控制及仪表、

计算机网络与通信、计算机控制技术、运动控制系统、传感器与检测



技术、PLC原理及应用、数字信号处理、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嵌入式

系统技术、运筹学。 

就业方向：主要从事与电气工程有关的系统运行、自动控制、电

力电子技术、信息处理、试验分析、研制开发、经济管理以及电子与

计算机技术应用等领域的工作。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培养目标：具有工程技术及管理知识的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

注重应用能力的培养，掌握自动化及智能化焊接技术的知识与技能，

使学生具备中、高等复杂程度焊接工艺设计、结构设计、现场施工、

设备运行操作及维修、技术检验和生产组织管理等能力，满足基础建

设领域人才的需要。培养焊接结构设计师、焊接工艺师、焊接技师、

焊接检验师等技术与管理专门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机械设计基础、金属学与热处理、

机械制造基础、焊接工艺学、焊接质量管理、结构生产工艺与工装、

工程力学、焊接方法及设备、钢结构设计、焊接结构、工程材料与热

加工、焊接自动化控制、常用金属材料焊接、实用焊接方法与操作、

弧焊设备的使用与维护、典型焊接结构生产、焊接产品质量检测、焊

接生产管理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人才适应于船舶、化工设备、锅炉、天然气管

道等以焊接工艺为主的制造行业，从事焊接企业、车间焊接工艺技术

与管理，包括焊接结构制造工艺实施、焊接结构设计,焊接质量检测

与分析,焊接设备制造,焊接设备操作,营销及售后服务等工作，面向



机械冶金、石油化工、车辆船舶、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行业企业，

从事焊接工艺编制、焊接结构设计、焊接检验、焊接生产管理等工作。 

【矿山机电技术】 

培养目标：培养能从事煤矿机电设备设计选型、安装、运行、维

护、检修及管理工作的高级技术应用性人才，具备矿山机电系统及设

备造型设计、安装、调试、维修及管理能力。 

专业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矿山供电、矿山机械、采掘机械、

电机学与电机拖动、矿山机电设备控制、矿山电气安全、机电一体化

设备、电力电子技术、电工基础、机械制图、流体力学与流体机械、

液压传动、金工实习、电子工艺训练、机械测绘、矿山机械设备调试

及维修、矿山设备电气控制课程设计等。 

就业方向：主要从事矿山企业、矿山设备制造、矿山设备维修和

工程技术部门的相关工作。 

【机电一体化技术】 

培养目标：具有机械、电子、液（气）压一体化技术基本理论，

掌握机电一体化设备的操作、维护、调试和维修，掌握应用机电一体

化设备加工的工艺设计和加工工艺的基该方法和基本技能的中级工

程技术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电工技术、电子技术、机械设计

基础、机械加工机床、数控加工工艺、互换性与测量技术、液压与气

动技术、检测技术、数控技术、数控编程、电气控制技术、机电传动

控制、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电器控制及 PLC、计算机绘图（cad）、工



程力学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人才可在模具设计、制造、机械加工、塑料、

五金、电子产品、计算机生产等企业从事数控机床的加工工艺设计编

程，数控机床的调试、维护及加工操作，从事生产和技术管理工作，

也可以从事国内外数控设备的营销工作。也可在机械设计、制造与装

备行业、模具制造业，轻工、家用电器、电子制造业从事设计、制造、

技术改造、产品营销、设备管理与维护等工作。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培养目标：具有汽车检测、维修基本理论，掌握汽车制造、汽车

销售、汽车维修、汽车售后服务等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的中级工程技

术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汽车构造、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汽车电器与检修、发动机电控与检修、自动变速器与维修、汽车空调

技术、汽车故障诊断与排除、汽车新技术、汽车维修企业管理、汽车

评估、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维修、机械设计基础、液压与气压传动、

工程力学、微机原理及应用、计算机应用基础、机械制图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人才具备初步的汽车设计能力并能从事汽车制

造、检测、维修、营销、管理、服务等方面工作，具有较强的实际工

作能力。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可以培养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

人才，能适应汽车维修、汽车安全检测、汽车质量评估、汽车销售、

汽车制造生产、汽车维修车间技术管理、汽车已有新技术开发应用等

多种岗位。 



【工业机器人技术】 

培养目标：掌握使用工业机器人为主的工业控制、自动化应用等

必备知识，具备从事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安装、调试、维护、系

统集成的综合职业能力，适应工业机器人操作、工业机器人调试、工

业机器人生产线维护、工业机器人设备集成和改造等职业岗位任职要

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应用型人才。 

专业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机器人机械系统、机器人控制技

术、机器人视觉与传感技术、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编程、现场总线技术

及其应用、典型电气控制设备专项训练、自动生产线的集成与控制、

嵌入式控制系统专项训练、机器人机械系统专用周、机器人技术综合

实训、电工电子实训等。 

就业面向：面向机器人及其关联设备制造企业，从事机器人及其

相关机电设备的应用、编程、调试和系统集成;2)面向机器人及其关

联设备销售企业(主要代理公司)，从事机器人及其相关机电设备的应

用、编程、调试和维护;3)面向拥有机器人及其关联设备的公司(主要

自动化企业)，从事机器人及其相关机电设备的运行维护和系统集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