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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has come into a period of modernization and new economy.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he coordina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the output of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personnel has 

become the first step to deepen the reform. Therefore, the link between education and society 

development has become closer and closer, and the statu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e current vocational specialty setting is outdated and the majors are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 

which makes students mono-skilled and lack ability to expand and innovate. With diversification 

extension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jors have been 

unable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at the period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upgrading, and a vocational 

education specialty group system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chain has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It is a core problem of high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pecialty group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o suit for the regions and dock with the 

industry, which should be solved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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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阶段我国已进入现代化战略和新经济时期，产业的转型升级与经济协调发展格局发

生了重大改变，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输出成为深化改革的第一步，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

的联系更加紧密，职业教育的地位不断提升。与建设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相比，目前高职专

业设置陈旧、专业相互孤立，这使得学生人才培养能力单一，缺乏能力拓展和创新。随着推

进建筑业企业上下游延伸和产业多元化拓展，传统土建类专业已经不能适应建筑产业升级的

变化，与建筑产业链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专业群体系尚未建立。构建科学合理、适应区域、对

接产业的高职建筑工程类专业群是职业教育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1.高职专业群建设内涵 

高职院校专业群是指高职院校以服务于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为目的，根据学校自身办学

优势和特点，以优势专业或核心专业为龙头，若干相近专业共同形成的对应产业链的专业组

合系统。专业群的建设有如下特性： 

1.职业性 

专业群建设不是相关和相近专业的简单叠加，是基于区域产业的职业岗位群对人才的需

求，职业岗位群决定了专业群构建外延，也明确了专业群建设的内涵。 

2.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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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群中专业发展是不是主次关系，各专业仍具有一定独立性，但必须依据服务区域产

业为目标协同共建，各专业相互融通、资源共享、协调发展。 

3.动态性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绿色理念的深入，各产业结构也在逐渐变化。这就要求专业群建设

不断调整优化，适应行业发展需求，实现专业群建设与产业链对接。 

2.高职建筑工程类专业群构建原则 

随着建筑业转型升级，传统建造技术和管理模式发生快速变化。全过程咨询、智慧建造、

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等一体化特征凸显，这就需要高职建筑工程类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创新，由孤立、单一、简单的专业培养转向交叉、符合、多项的专业群培养，实现人

才由某个岗位操作人员、单一技术人员过渡到更高层次综合应用人才、创新人才。[1]专业群

构建应当遵循以下两个原则： 

1.专业群的建设对接区域经济产业链 

职业教育服务于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是专业群构建的基本原则。不同地区的产业布局也

应该构建不同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不同特色的专业群。[2]对于建筑强省、强市，基础雄厚、

信息化程度高，管理模式更先进，因此以智慧建造为主导的专业群提升建筑信息化；对于一

些生态环境好中西部地区，应聚焦以绿色建筑为主导的专业群实现建筑绿色化；对于那些交

通便利，大面积投资地区，应聚焦装配式为主的专业群加速建筑工业化。 

2.专业群的确定对应学校专业特色化 

专业群建设应以学校固有特色优势专业为核心，根据全产业链发展，聚焦关键节点，是

专业群构建的特色原则。建设类职业院校，土建类专业设置多而完整、专业建设基础优势明

显，可以形成多样化的建筑工程类专业群；综合类院校土建类专业设置少而片面、专业建设

条件有限，可以形成跨专业跨行业的专业群构建。以智慧建造专业群为例，行业类院校可以

围绕建筑、机电、装修、园林、市政等多个专业展开，而综合类院校可以围绕建筑、电子、

信息等跨专业集合。 

3.建筑工程类专业群建设步骤 

（一）学校整体专业群体系构建 

各地区不同的资源与优势，形成了不同的产业布局，而不同的产业结构需要对应着各具

特色的专业群，高职院校专业群构建应对区域产业发展中支柱产业和创新产业。高职院校应

综合判断如何使专业群发展与产业升级同步，合理判断区域发展与办学特色的对接，进而确

定整个学校的专业群组建。[3]根据建筑业转型升级的根本任务，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制定全过

程咨询、绿色节能、智慧建造、装配式建筑、智慧服务等多样化建筑工程类专业群。 

（二）专业群中专业组合与确定 

专业集群构建要为产业链服务，由于产业链是往往范围广或者长度深，专业群无法对接

完整产业链。因此需要判断产业链的核心区段、学校的特色服务、岗位与职业教育匹配、需

要的知识和技能要求等诸多问题，进而确定专业群中各专业的选择和组合。[3]以装配式专业

群为例，根据产业链需要智能设计、生产加工、运输物流、施工安装、运维服务等五个基本

子产业，学校根据自身专业特点与产业链的切合度可以围绕其中一个或者多个子产业形成学

校自身特色的、针对性更强的专业群，并进行专业组合设计，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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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装配式产业链与应装配式专业群对接 

（三）整体重构的课程体系结构 

高职院校专业群具体确定后，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重构专业群课程体系。课程体系建设要

在专业群目标统领下，在对应产业链下的职业群岗位能力、实践领域进行确定；分析总结设

计专业群知识能力结构以及各专业的知识能力结构；而后在专业群的要求下进行各专业的学

习领域的设计；最后在专业群课程体系教学设计引领下对各专业进行特性化的教学设计。通

常情况下，同一专业群内的各专业课程应确立通用专业基础平台课、融合的专业核心课、互

通的专业拓展课。例如智慧建造专业群各专业就匹配各专业所共同必需的包括识图、绘图、

BIM、材料测量等知识、技能和素质，群中相互关联专业所融合交互的施工、组织、安全、

计量等核心知识与技能以及群中对接产业所交叉互换的经济、电子、制造等拓展能力与素质。 

（四）创新共享的实训教学基地 

专业群的实训基地建设，要以专业群人才培养目标为本，构建对应产业链的实训教学项

目。根据实训教学项目要求，进行统筹规划、校企合作开发、信息技术创新、服务区域产业

等。[4]以全过程咨询专业群为例，要将新法规、新技术、新工艺融合实训教学项目中，与投

资咨询、勘察设计、招标代理、造价咨询、项目管理（监理）等多环节进行融合。引入全过

程咨询产业链的行业企业，建设不同类型的实训基地，将实训项目与生产项目融合，将工作

岗位与实训基地对接。实训基地建设与大数据、BIM 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融合，形成数

字化管理的实训基地，能够为区域培训、社区教育、终身教育服务共享。 

（五）构建创新的教学服务平台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需要高质量教学应用平台、高层次的科技研发平台、多维度的服务应

用平台支撑。建筑工程类专业群应当以 BIM 技术为手段，结合专业群发展方向，吸纳行业骨

干参与，围绕这绿色节能、智慧制造、装配式建筑等构建建筑工程技术研究平台，开展技术

攻关和产品研发，协助解决企业技术难题。同时积极推进基于 BIM 的建筑工程类专业群课程

的数字化课程资源建设，利用“互联网+”将智慧工地平台与课堂教学对接，形成以学生为中心，

构建全新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线下配合，专业群实现优势互补、共享教学成果。建筑工程

类专业群要充分发挥资源集聚优势，服务区域行业企业，开展职业培训、鉴定。 

基金项目：省社科联 2020 年度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研究成果（2020lslktyb-028） 

Reference： 

[1] DENG Zi-yun,LIU Ning.Case Analysis of and Research on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Specialty 

Group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J].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2017 (6) :29-34.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116

399



[2]GONG Xiao-li,PENG Jing,CHEN Li-zhou.Research on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Major Setup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y[J].Management & 

Technology of SME.2018(05):102-103+186. 

[3]WU Shenggang,GUO Qingzhi.The Basic Connotations and Key Tasks in Construction of 

Specialties[J].Modern Education Management.2019(6): 101-105. 

[4]TAN Ren-ji, WANG You. On the Five Links of Higher Vocational Specialty Group 

Construction and Their Features[J].Communic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2018（2）：22-26.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116

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