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540302） 

二、招生对象 

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三、学制  

基本修学年限三年 

四、培养目标 

（一）培养目标 

与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局等交通建设知名企业深度合作，紧密对接四川省构建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对高职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人才的重大需求，面向隧道测量、隧道施工、隧道工程管理、隧道

试验检测等一线岗位需求，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隧道建设行业从业人员必备

理论基础，熟悉相关建设规范与标准，掌握隧道测量、隧道施工、隧道工程管理、隧道

试验检测与监控等操作技能，适应岗位工作能力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校内培

养目标能胜任技术员工作，职业发展目标为工程师。 

（二）培养规格 

1．专业基础、专业技能与工作能力要求 

（1）具备高职专科学生对语言文字、数理逻辑、信息处理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基

本能力。 

（2）熟悉工程建设法律、法规以及行业常用标准、规范，能够按照标准、规范要

求参与隧道工程建设。 

（3）具有识读和绘制隧道等工程结构设计图的能力，能熟练应用计算机完成工程

结构图样设计。 

（4）熟悉隧道设计、施工相关知识，能组织和实施隧道工程测量、施工放样等工

作。 



（5）熟悉隧道施工的工艺流程，能指导和组织隧道施工（包括新奥法施工、盾构

法施工等）。 

（6）熟悉隧道试验检测、监控量测相关知识，能进行隧道相关试验和质量检测。 

（7）熟悉工程造价的原理和软件操作，具有现场工程计量、编制隧道工程概预算

和合同管理的能力。 

（8）熟悉隧道运营管理、安全评价相关知识，能进行隧道运营管理和应急管理。 

（9）具备较强的自我学习和创新能力、工作的适应能力和职业岗位的转换能力。 

（10）具有吃苦耐劳、团结协作、善于沟通、诚实守信的良好素养。 

2．学分要求 

总学分140学分。其中，公共基础课程34学分，专业课程100学分，全院任选课程6

学分。 

3．证书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可考取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颁发的公路施工现场管

理人员（施工员）；考取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颁发的工程测量工和建材化学分

析工；考取 Autodesk公司颁发的 AutoCAD认证工程师技能证书；考取人社部颁发的试

验检测助理工程师等职业（执业）资格证书；考取由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和各地

方建设行政主管机关颁发的造价员职业（执业）资格证书；考取建设部门或交通部门颁

发的监理员职业（执业）资格证书；考取各地县、区安监部门颁发的安全员技能证书。 

表 1 证书与就业岗位对应表 

序号 就业岗位 证书 备注 

1 隧道测量 

中级测量工 

施工员 

AutoCAD认证工程师 

测量领域 

2 隧道施工 
施工员 

AutoCAD认证工程师 
施工技术领域 

3 工程管理 

造价员 

监理员 

安全员 

施工管理领域 

3 试验检测 公路工程试验检测员 检测领域 

五、专业课程体系  



（一）课程体系设计思路 

1．凸显“基本技能”和“岗位能力”两大特征的“三阶段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

式融入课程设计 

围绕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结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办学思路，充分利用合

作企业的优质资源，创新了 “三阶段工学结合” 的高职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按照“1.5+1+0.5”培养时间段对学生各种能力进行培养，即基本技能、岗

位技能、岗位实践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前 1-3学期）完成专业基本技能的培养，开展专业教育、认识实训等，

使学生获得典型岗位必备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第二阶段（第 4-5学期）进行相应的专业知识学习，依托实训基地开展模拟实训和

生产性实训，并进行相应的岗位职业技能实训，使学生获得典型职业岗位所必需的职业

技能证书。 

第三阶段（第 6学期）学生在生产单位进行顶岗实习，最终获得过硬的职业技能，

成功胜任适合自己的职业岗位。 

2．课程体系建构基于隧道工程技术岗位需求 

  在课程体系构建中，也体现了与企业以及与其他相关专业的合作育人、合作办学、

合作发展、合作就业。首先组织专业教师深入市场，开展调研，明确专业现状与职业

之间的差异，明确行业需求、职业需求和岗位需求；再召开实践专家访谈会，分析实

践专家职业成长经历，找出典型工作任务；组织专业教师和教育专家将典型工作任务

进行教育化处理，确定专业学习领域。在此基础上，重构本专业课程体系并规划出相

应的学时。据此建立起的基于隧道工程技术从业人员岗位需求的专业课程体系，解决

了学生理论学习、实习实训与工作岗位需求脱节等问题 

3．课程逻辑基于学生学习与成长规律 

围绕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夯实专业理论基础，将职业资格证书融入课程体系，注

重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系统设计了符合学生学习与成长规律的课程结构。其中，第一

学年注重学生专业基础能力培养，注重训练学生的数理逻辑、力学分析、识图制图等方

面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第二学年注重学生职业能力训练，

使学生具备测量、施工、管理、检测等专业核心能力，加强专业实践性课程，培养学生

的实践操作能力；第三学年注重学生岗位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学生深入校内驻



校企业、实训室和校外顶岗实习单位，全面深化各岗位知识技能学习，逐步养成符合岗

位需求的职业素养。课程体系设计思路如图 1所示。 

 

 

 

 

 

 

 

 

 

 

 

 

 

 

 

 

 

图 1 课程体系设计思路 

（二）职业岗位核心能力分析 

依据多年毕业生就业数据及用人单位回访、企业调查分析数据，经专业委员会评议

审定，本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在公路、铁路建设企业，从事隧道测量、施工、检测、监控

量测等工作。通过2－3年的实践锻炼和深造，可以成为承担隧道施工现场从事测量、施

工、试验检测、工程管理一线生产任务的工程技术人员。本专业学生主要就业岗位核心

能力和课程分析参见表2。 

 

 

 

岗位技能平台（第二阶段）

岗位知识实

训

岗位技能实

训

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

获得相应岗

位资格证书

第 4-5 学期 岗位知识与技能培养

岗位实践平台（第三阶段）

顶岗指导 持证顶岗

第 6 学期 校外顶岗实习

专业素质平台（第一阶段）

职业素质培养

职业基本技能培养

理实一体教学

+

校内实训

测量工

试验工

AutoCAD认证工程师

第 1-3 学期 校内理实一体，做学合一



 

表2  职业岗位能力及课程对应表 

职业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核心能力 课程名称 

隧道测量 

 隧道线路中线测量 

 隧道线路高程及横断面

测量 

 隧道洞外、洞内平面控制

测量 

 隧道洞外、洞内高程控制

测量 

 地形图测绘 

 洞内隧道中线测量 

 施工放样 

 全站仪隧道断面测量 

1、行业认知 

2、测量仪器操作 

3、隧道施工测量 

 

1、隧道构造 

2、工程测量 

3、隧道工程测量 

4、隧道工程测量综合实训 

5、隧道施工（1、2） 

隧道施工 

 隧道施工图识读与绘制 

 隧道地质超前预报 

 新奥法施工工艺与施工

方案 

 盾构法施工工艺与施工

方案 

 隧道施工组织 

1、识图与制图 

2、新奥法施工与

组织 

3、盾构法施工与

组织 

1、隧道构造 

2、公路工程识图 

3、公路工程 CAD识图 

4、工程岩土 

5、隧道施工（1、2） 

6、隧道施工组织设计 

隧道施工组织

设计 

 隧道现场管理 

 填写工程内业资料 

 编制工程计量资料 

 编制工程竣工资料 

 编制造价文件 

 隧道安全评价与应急处

理 

 隧道运营管理 

1、项目管理 

2、计量统计 

3、安全管理 

4、运营管理 

1、隧道工程造价 

2、公路施工安全技术 

3、隧道施工（1、2） 

隧道试验检测 

 钢筋混凝土材料性能检

测 

 防水材料性能检测 

 水泥混凝土等配合比设

计 

 隧道开挖质量检测 

 隧道支护体系检测 

 隧道衬砌质量检测 

 隧道监控量测（拱顶下沉、

周边位移、锚杆抗拔等） 

 隧道通风、照明检测 

1、隧道建筑材料

检测 

2、隧道现场质量

检测 

 

1、建筑材料试验 

2、隧道试验检测技术 

 

 

（三）课程逻辑关系图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专业主要课程逻辑关系如图 2所示。 

 

 
第
二
学
年

工程力学 工程岩土 建筑材料试验

隧道构造工程结构 公路工程识图

工程测量岩体力学基础 公路工程

隧道施工2隧道施工组织设计 隧道工程测量隧道试验检测技术

e

桥涵工程

隧道测量、检测类岗前实训

顶岗实习

第
一
学
年

第
三
学
年

公路施工
安全技术

隧道施工1 公路工程
CAD制图

隧道施工类岗前实训隧道工程管理类岗前实训

图 2 课程逻辑关系图 

（四）专业核心课程描述 

1. 专业核心课程描述 

本专业开设核心课程情况如表3所示。 

表 3 专业核心课程描述 

序 

号 

课程 

名称 

课程 

目标 
课程内容 

总学 

时数 

备 

注 

1 
工程

岩土 

通过本课程理论与实践

结合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常

见矿物和岩石的种类及性质、

不良地质规象和特殊土的工

程性质及防治措施或处理方

法。能够参照相关技术规范、

试验规程，使用试验仪器设

备、对隧道工程中有关地质、

土质等的工程技术问题进行

试验分析并评价。 

  学习矿物、岩石的种类，

矿物性质与确定方法，地质

构造，地貌，不良地质现象。 

96  

工 程

岩 土

综 合

实训

隧 道

测 量

实训

制 图

综 合

实训

隧 道

施 工

实训

急 救

与 护

理 实

训



序 

号 

课程 

名称 

课程 

目标 
课程内容 

总学 

时数 

备 

注 

2 

建筑

材料

试验 

通过本课程理论和大量

课间实训学习使学生能够利

用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对隧

道工程常用原材料、混合料

行试验检测，并提供客观数

据，从而为控制施工质量，

指导施工提供依据。 

学习砂石材料性能与试验，

石灰、水泥和稳定土材料性

能与试验，水泥混凝土和砂

浆材料性能与试验，沥青材

料性能与试验，沥青混合料

性能与试验，工程高分子聚

合物材料性能与试验，建筑

钢材性能与试验等。 

80  

3 

工程

测量、

隧道

工程

测量 

通过理论和大量课间实

训学习使学生能熟练使用测

量仪器设备，在勘测场地或

施工现场根据相关规范要求

的测量精度，完成隧道施工、

检测与监控、管理各阶段的

与测量相关的外业观测及内

业数据处理等工作。 

学习水准仪使用与水

准测量，全站仪测量技术，

小区域控制测量，大比例尺

地形图测绘及应用，测量误

差基本知识，GPS 测量基础

知识隧道线路路中线测量、

隧道线路高程及横断面测

量，隧道洞外平面控制测量、

隧道洞外高程控制测量，隧

道洞内平面控制测量、全站

仪隧道断面测量等。 

144  

4 
隧道

施工 

通过本课程理实一体

的学习使学生能依据国家现

行规范、技术标准及施工图

设计文件要求，运用施工技

术和方法完成矿山法施工、

新奥法施工、盾构法施工等

工作。 

学习新奥法施工开挖方

法，洞口段施工方法，隧道

洞身开挖方法，隧道支护与

衬砌施工，隧道防排水施工，

不良及特殊地质段隧道施

工，隧道施工安全与环保措

施，盾构种类及选型，管片

制作与运输，盾构施工工艺，

洞内出渣与运输。 

128  

5 

隧道

试验

检测

技术 

通过本课程理实一体

的学习使学生能依据国家现

行规范、技术标准，进行隧

道施工时的材料、开挖质量、

地质情况、防水卷材、衬砌

质量、围岩位移、混凝土应

力等的检测工作。 

本课程主要学习括锚

杆抗拔力测试, 隧道净空收

敛量测、拱顶下沉量测, 衬

砌厚度量测、衬砌背后空洞

探测, 测厚仪测土工织物厚

度, 防水板抗穿孔性试验, 

回弹法检测混凝土衬砌抗

压强度, 超前地质预报等。 

96  

6 

隧道

工程

造价 

通过本课程的项目教学

使学生具备从事工程造价编

制、管理工作的技能和相关

理论知识，并能完成相应造

价文件的编制。 

 

学习项目划分与工程

量的复核，公路隧道工程定

额的套用，预算单价的确定，

公路隧道工程概（预）算文

件的编制，公路隧道工程施

工结算，公路隧道工程施工

决算等。 

64  



序 

号 

课程 

名称 

课程 

目标 
课程内容 

总学 

时数 

备 

注 

7 

隧道

施工

组织

设计 

通过本课程项目教学

使学生能根据隧道施工设计

图及施工方法，进行隧道机

械配备、劳动力配备、材料

配备等，同时能进行施工进

度安排、施工质量管理。 

学习洞口场地布置，洞

内管线布置，风、水电供应

方法，隧道机械配备，劳动

力配备、主要材料供应计划，

施工进度网络图、施工进度

横道图、施工管理方案、安

保措施等。 

64  

2.主要实训项目 

本专业主要实训项目如表 4所示。 

表 4 主要训练项目 

序 

号 

项目 

名称 

训练 

目标 
训练内容 

总学 

时数 

备 

注 

1 

工程

岩土

课间

实训 

使学生掌握常见矿

物、岩石的肉眼鉴定方

法和鉴定特征，熟悉土

工试验的仪器、操作步

骤和试验数据整理，能

独立开展各项土工试

验工作。 

通过对矿物鉴别、岩石鉴别、地质图的阅读

和分析、土壤含水率试验、土壤密度试验、比重

试验、界限含水率试验、击实试验、渗透试验、

固结试验、剪切试验、承载比试验学习 48  

2 

工程

岩土

综合

实训 

使学生具有野外

观察地质现象和分析

评价工程地质问题的

初步能力 

学习地质构造的野外观察、地质罗盘仪的使

用、岩层产状的测定、地质病害现场观测。  
16  

 

3 

 

建筑

材料

试验

课间

实训 

通过学习使学生

掌握隧道建设常用建

筑材料性能试验的方

法和仪器操作，能规范

填写试验记录并能完

成试验数据的整理，形

成客观的试验报告 

本课程学习岩石单轴抗压强度试验、粗集料

筛分试验、粗集料密度及吸水率试验(网篮法)、

粗集料堆积密度及空隙率试验、粗集料针片状颗

粒含量试验、粗集料压碎值试验、粗集料磨耗试

验(洛杉矶法)、细集料筛分试验、细集料表观密

度试验(窬量瓶法)、细集料堆积密度及紧装密度

试验、有效氧化钙和氧化镁的测定、水泥细度检

验方法(80μm筛筛析法)、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

凝结时问和安定性检验方法、水泥胶砂强度检验

方法(IS0法)、粉煤灰有效氧化物含量试验、粉

煤灰烧失量试验、粉煤灰细度试验、无机结合料

稳定土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水泥和石灰稳定土

中水泥或石灰剂量的测定方法、水泥混凝土拌和

物的拌和与现场取样方法、水泥混凝土拌和物稠

度试验(坍落度仪法和维勃仪法)、水泥混凝土立

方体抗压强度试验、水泥混凝土抗弯拉强度试验、

水泥混凝土立方体劈裂抗拉强度试验、砂浆稠度

40  



序 

号 

项目 

名称 

训练 

目标 
训练内容 

总学 

时数 

备 

注 

试验、水泥砂浆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沥青针入

度试验、沥青延度试验、沥青软化点试验(环球

法)、沥青与粗集料的粘附性试验、沥青动力粘

度试验(真空减压毛细管法)、沥青与粗集料的粘

附性试验、沥青动力粘度试验(真空减压毛细管

法)、乳化沥青破乳速度试验、沥青混合料试件

制作方法(击实法)、压实沥青混合料密度试验(表

干法)、沥青混合料马歇尔稳定度试验、沥青混

合料车辙试验、沥青混合料中沥青含量试验、沥

青混合料肯塔堡飞散试验、沥青混合料谢伦堡沥

青析漏试验、金属冷弯试验和 金属室温拉伸试

验等内容。 

 

4 

 

隧道

工程

测量

课间

实训 

通过学习使学生

熟练掌握光学测量仪

器和全站仪的操作，能

使用仪器完成高程控

制测量、平面控制测量、

导线控制测量和道路

中线测设等工作。 

本课程学习水准仪的认识、使用及校正、水

准路线（闭合、附合）测量与计算、光学经纬仪

的认识、使用及校正、测回法测水平角、测回法

测竖直角、钢尺普通量距与精密量距、全站仪的

认识及使用、平面控制网的建立、闭合导线测量

与计算、附合导线测量与计算、GPS-RTK控制测

量、单圆曲线主点计算与测设（切线支距法）、

单圆曲线主点计算与测设（偏角法）、缓和曲线

要素计算与测设（切线支距法）、道路中线坐标

计算与测设（任意点置仪）等内容。 

60  

 

5 

 

隧道

工程

测量

综合

实训 

学生能熟练使用全

站仪、水准仪等测量仪

器完成高等级控制测

量，能够完成对施工现

场施工控制。 

学习隧道高程控制测量、平面控制测量、地

形测量（碎步测量）、地形图绘制、隧道工序测

量控制等。 32  

6 

公路

工程

制图

综合

实训 

使学生能熟练掌

握 CAD绘图软件，能根

据提供的隧道资料绘

制隧道构造图 

通过学习绘制隧道构造图、隧道施工图。 

16  

7 

隧道

施工

综合

实训 

使学生能根据提

供的隧道施工设计图

及地质资料等，编写施

工技术方案和专项技

术方案 

学习洞身开挖方案编制、支护方案编制、衬

砌施工方案编制、隧道施工技术方案编制，  

16  

8 

隧道

试验

检测

技术

课间

学生掌握隧道相

关试验、检测的方法和

仪器操作，能规范填写

试验记录并能完成试

验数据的整理，形成客

学习超前地质预报展示、锚杆抗拔力测试、

隧道净空收敛量测、拱顶下沉量测、衬砌厚度量

测、衬砌背后空洞探测、测厚仪测土工织物厚度、

防水板抗穿孔性试验、回弹法检测混凝土衬砌抗

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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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名称 

训练 

目标 
训练内容 

总学 

时数 

备 

注 

实训 观的试验报告。 

9 

隧道

工程

造价

课间

实训 

学生具备编制隧

道工程概预算及造价

文件的能力和技巧。 

公路工程定额应用实训、公路工程概预算造

价文件编制实训、造价专业软件操作实训。 

30  

10 

隧道

施工

组织

设计

课间

实训 

学生掌握隧道机

械、劳动力、材料等配

备方案，能进行施工进

度安排、施工质量管理，

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文

件。 

学习隧道机械配备及劳动力配备方案、主要

材料供应计划安排、施工进度网络图绘制、施工

进度横道图绘制、施工管理方案、编制施工组织

设计文件 
12  

11 

岗位

综合

实训 

使学生能将每个岗位

所需的几个核心技能

串联贯通，能胜任岗位 

对隧道测量岗位综合实训、隧道施工岗位综

合实训、工程管理岗位综合实训、隧道检测与监

控岗位综合实训。 

96  

 

 

 

 

 

 

 

 

 

 

 

 

 

 



六、教学进程安排  

1 2 3 4 5 6 理论 实践
理实

一体

1 030001001 必修 入学教育 16 1 16 1周
2 030001002 必修 国防教育（含军训） 16 1 16 2周
3 030001003 必修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6 1 12 4

4 030001004 必修 职业素养教育 16 1 16

5 030001005 必修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教育1 16 1 16

6 030001006 必修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教育2 16 1 16

7 010002009 必修 应用文写作 32 2 16 16

8 020003001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48 3 48

9 020003002 必修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概论
48 3 48

10 020001003 必修 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 16 1 16

11 020000004 必修 形势与政策教育1 4

12 020000005 必修 形势与政策教育2 4

13 020000006 必修 形势与政策教育3 4

14 020001007 必修 形势与政策教育4 4

15 010002001 必修 体育1 32 2 32

16 010002002 必修 体育2 32 2 32

17 010002003 必修 大学英语1 32 2 16 16

18 010002004 必修 大学英语2 32 2 16 16

19 130002000 必修 计算机文化基础 32 2 16 16

20 010004005 必修 高等数学A

21 010004006 必修 高等数学B

22 010004007 必修 工程数学 64 4 64

23 选修 全院任选课 6 96
40

244 212 20 52 96 16 476 164 0

24 110004001 必修 工程力学 64 4 58 6

25 110004003 必修 公路工程识图 64 4 32 32

26 110006006 必修 工程岩土 96 6 48 48

27 110001010 必修 工程岩土综合实训 16 1 16 1周

28 110004002 必修 工程结构 64 4 58 6

29 110005007 必修 建筑材料试验 80 5 40 40

30 110003004 必修 公路工程CAD制图 48 3 48

31 110006005 必修 工程测量 96 6 36 60

32 110001015 必修 公路工程制图综合实训（CAD） 16 1 16 1周

33 110004101 必修 公路工程 64 4 30 34

34 110004102 必修 桥涵工程 64 4 30 34
42

240 144 224 0 64 0 332 120 220
35 110203004 必修 隧道构造 48 3 42 6
36 110202003 必修 岩体力学基础 32 2 32
37 110205005 必修 隧道施工1 80 5 40 15 25
38 110201007 必修 隧道施工综合实训 16 1 16 1周
39 110204012 必修 公路施工安全技术 64 4 20 44
40 110204001 必修 隧道工程造价 64 4 34 30
41 110203002 必修 隧道工程测量 48 3 15 33
42 110203006 必修 隧道施工2 48 3 25 13 10
43 110202008 必修 隧道工程测量综合实训 32 2 32 2周
44 110206009 必修 隧道试验检测技术 96 6 40 56
45 110204010 必修 隧道施工组织设计 64 4 48 16
46 110201013 必修 安全急救与护理实训 16 1 16 1周
47 110206011 必修 岗前实训 96 6 96 6周
48 110206014 必修 毕业设计 96 6 96 6周
49 110208015 必修 顶岗实习 128 8 128 16周

58
0 48 192 368 192 128 296 418 214

140
484 404 436 420 352 144 1104 702 434

分类教学，

二选一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专业课程实施计划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

性质
课  程  名  称

学期 /阶段总学时安排

学分

理论 -实践学时分

配
课程说明

1

64 4 64

16

学时小计

公共课程总学分
公共课程总学时

专业基础课程总学分
专业基础课程总学时

96

专业核心课程总学分
专业核心课程总学时

学分小计

 

 

 



七、组织与实施 

（一）教学组织与实施 

1．课堂教学组织与实施模式 

基于理实一体，课堂教学推行“理论学习+实践训练+交流研讨+理论巩固”的分组

交替组织模式，既保证学练结合，确保了知识迁移能力和经验概括能力的综合培养，又

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如图3所示。 

 
图 3 课堂教学组织与实施模式 

2．教学方法 

教学过程中综合运用BOPPPS六步教学法、基于工作过程的项目导向教学法、案例教

学法等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BOPPPS六步教学法如图4所示。 

 

图 4  BOPPPS 六步教学法 

3．实践项目教学 

按照教学规律与生产规律，本专业实训环节教学分两步实施，专业基本技能培训实

训项目由校内专任实训指导教师承担，按照单元化、模块化分组交替实施。综合性实训



项目则安排在真实工作环境中按照实际工作要求开展，校内专任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共

同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并承担相应教学任务。 

4．课后巩固组织 

学生主要通过学院网站、网络课程等完成课后辅导答疑，通过组建学生兴趣小组、

成立学生社团等方式实施课堂外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以检验学生学习效果，提升学

生专业技能水平。 

（二）教学评价措施 

学生课程评价采用考试、项目考核、企业成绩认定等多种形式综合考核，如表6所

示。在对学生的课程考核中，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笔试、项目考核）及企业评价

等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全面评价，具体评价方式和标准参照相关课程标准。 

表 6 课程评价方式表 

课程类型 考核评价方式 

公共基础能力培养课程 考试 

专业能力培养课程 考试 

核心专业课程 项目考核+考试 

职业能力培养课程 企业评价+项目考核 

实践教学能力培养课程 企业评价 

八、保障与措施 

（一）教学团队保障 

1．专业带头人 

专业带头人1～2 名，具有土木工程技术硕士以上学历，高级以上职称，具备较高

的教学水平和实践能力，具有行业企业技术服务领军能力，在本行业及专业领域具有较

大的影响力，能够主持专业建设发展规划与设计，能够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2．教学团队与师生比 

专职教师不少于25人，兼职教师不少于20人，共同担任教学任务，师生比不大于1：

18 。 

3．师资水平及结构 



专任教师团队中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达到70%及以上，高级职称

不少于30%，获执业（职业）资格证书或教学系列以外职称的教师比例达到80%以上。 

（二）课程资源保障 

为保障专业资源共享，专业开展网络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工作，在现有教学资源

平台上，每年度更新课程资源内容，并遴选符合当前市场需求、准备充分、资源质量较

高课程,积极申报省级、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促进专业内涵持续发展。现有课程

资源表如表 7所示。 

表 7 专业精品课程资源表 

序号 精品课程资源名称 

1 公路设计（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2 道桥 CAD（国家级精品课程） 

3 建筑材料试验（四川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4 道路桥梁工程制图（四川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5 公路工程测量试题库 

6 道桥 CAD试题库 

7 公路设计项目库 

九、建议与说明 

（一）课程变更与置换说明 

对照 2014版人才培养方案，本版人才培养方案在课程设置上做出了一定调整，具

体情况参见表 8课程变更对照表，原培养方案中变更课程与本版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课进

行相应置换，具体情况参见表 9课程置换对照表。 

表 8 课程变更对照表 

2014版 2016版 

调课情

况（新增

/更名/

删除） 

变更 

原因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1 0100421 工程力学与工程结构 1 110004001 工程力学 更名  

2 0100466 工程力学与工程结构 2 110004002 工程结构 更名  



2014版 2016版 

调课情

况（新增

/更名/

删除） 

变更 

原因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3 0100888 公路工程识图与制图 1 110004003 公路工程识图 更名  

4 0100932 公路工程识图与制图 2 110003004 公路工程 CAD制图 更名  

5 0101064 隧道工程测量 1 110006005 工程测量 
更名、调

整学分 
 

6 0101065 隧道工程测量 2 110203002 隧道工程测量 
调 整 学

分 
 

7 0100639 建筑材料试验 110005007 建筑材料试验 
调 整 学

分 
 

8 0101111 隧道测量岗位实训 110206011 岗前实训 更名 
合并、更

名 

9 0101115 检测与监控岗位实训     

10 0101112 隧道施工岗位实训     

11 0101113 工程管理岗位实训     

12   110204012 公路施工安全技术 新增  

13   110201013 安全急救与护理实训 新增  

14 0100409 道路工程概论 110004101 公路工程 更名  

15 0100960 城市轨道交通概论   删除  

16 0500017 桥梁工程概论（4） 110004102 桥涵工程 更名  

17 0100653 监理概论   删除  

18 0100860 公路隧道机电工程   删除  

19 0100961 地铁土建结构施工   删除  

20 0100955 
公路隧道风险控制管

理 
  删除  

表 9 课程置换对照表 

序

号 

课程代码 

（2014 版） 

课程名称 

（2014 版） 
用于置换课程（2016 版）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1 0100421 工程力学与工程结构 1 110004001 工程力学 

2 0100466 工程力学与工程结构 2 110004002 工程结构 

3 0100888 公路工程识图与制图 1 110004003 公路工程识图 

4 0100932 公路工程识图与制图 2 110003004 公路工程 CAD制图 

5 0101064 隧道工程测量 1 110006005 工程测量 

6 0101065 隧道工程测量 2 110203002 隧道工程测量 

7 0100636 工程岩土 110006006 工程岩土 

8 0100879 工程岩土综合实训 110001010 工程岩土综合实训 

9 0100478 工程结构实训 110201013 安全急救与护理实训 

10 0100639 建筑材料试验 110005007 建筑材料试验 

11 0100783 隧道构造 110203004 隧道构造 

12 0101057 岩体力学基础 110202003 岩体力学基础 

13 0100950 公路工程制图综合实训 110001015 公路工程制图综合实训 

14 0100952 隧道施工综合实训 110201007 隧道施工综合实训 

15 0300068 隧道施工（5学分） 110205005 隧道施工 1 

16 0100409 道路工程概论 

17 0100653 监理概论 
110004101 公路工程 

18 0100960 城市轨道交通概论 

19 0500017 桥梁工程概论(4) 
110004102 桥涵工程 

20 0100782 隧道施工（3学分） 110203006 隧道施工 2 

21 0100823 隧道施工组织设计 110204010 隧道施工组织设计 

22 0100951 隧道工程测量综合实训 110202008 隧道工程测量综合实训 

23 0100953 隧道试验检测技术 110206009 隧道试验检测技术 

24 0300087 工程造价(4) 110204001 隧道工程造价 

25 0100948 毕业设计 110206014 毕业设计 

26 0100954 公路隧道运营管理 110204012 公路施工安全技术 

27 0100955 公路隧道风险控制管理 110201013 安全急救与护理实训 



28 0100860 公路隧道机电工程 

29 0100961 地铁土建结构施工 
110204012 公路施工安全技术 

30 0101111 隧道测量岗位实训 

31 0101112 隧道施工岗位实训 

32 0101113 工程管理岗位实训 

33 0101115 检测与监控岗位实训 

110206011 岗前实训 

34 0100801 顶岗实习 110208015 顶岗实习 

（二）其他说明                                                      

1.本方案按照专业发展规划与行业技术发展规律，每年度对课程内容进行更新，每

三年修订一次课程体系，修订依据为年度企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教学质量评估报告及

专业建设委员会会议纪要。 

2.为保障方案的持续性与科学性，人才培养方案调整按照《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人才培养方案办法》（川交职院函办〔2014〕45号）有关规定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