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建筑业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基地 新型城镇化高素质建设管理者放飞梦想的摇篮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建设信息化是建筑业和新型
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新型动
力，核心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
务的智慧化，推动建筑产业现代
化。建设信息工程系的专业建设以
推进实体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
相融合、构建建筑工程和智慧城市
基础设施为基础；以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在建筑业和城市经济社会发
展相关领域的充分运用、深度融合
为主线；以最大限度地开发、整合、
共享和利用各类建筑信息和城市信
息资源为核心；以为居民、企业和社
会提供及时、互动、高效、智能的信
息服务为手段；以促进建筑产业现
代化、城市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
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社会治
理精细化为宗旨。

目前开设了数字媒体应用技
术、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计算机
应用技术、软件技术、移动通信技
术五个专业。其中数字媒体应用
技术专业是河南省高职品牌示范
专业。移动通信技术专业是与中

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培养专
业。软件技术专业由指导教师杨
晓庆、赵丽辉和学生常振旺、张豪
豪、黄鹏组成的代表队获得第十届
河南省高职院校（高职组）软件测
试赛项团体总分第二名，同时在
2017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高职组）软件测试赛项国赛团体
三等奖的好成绩。

毕业生就业主要面向智慧城市
管理、建筑企业综合信息管理、建设
项目信息管理、数字城市设计等方
面，从事建筑工程建模、智能建筑和
智能家居产品运行、数字城市管理
系统运维等管理岗位，建设信息类
各专业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良好
的就业前景，学生就业行业前景好，
工作环境优越，薪资待遇高。

建设信息工程系拥有一支师
德高尚、业务突出的高素质师资队
伍，建有数字创意等一流实训室，
核心专业实训课由专家指导并授
课，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 22研
究所、美国思科公司、深圳松大科
技有限公司、合肥京东方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建立了
校企合作关系。

专业名称

土建施工类

市政工程类

测绘地理信息类

道路运输类

城市轨道交通类

铁道运输类

建筑设计类

城乡规划与管理类

艺术设计类

建设工程管理类

房地产类

财务会计类

安全类

建筑设备类

自动化类

计算机类

通信类

建筑工程技术

工程造价

包含专业

建筑工程技术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市政工程技术 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给排水工程技术

工程测量技术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高速铁道工程技术

建筑设计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古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室内设计 园林工程技术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城乡规划

展示艺术设计（艺术类）环境艺术设计（艺术类）

建设工程管理 工程造价 建筑经济管理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 建设工程监理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物业管理（物业设施管理）

会计（建设会计）

安全技术与管理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消防工程技术

电梯工程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建筑施工自动化）

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移动通信技术

科类

理

文、理

理

理

理

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对口

对口

学制

3 年

3 年

3 年

3 年

3 年

3 年

3 年

3 年

3 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招生计划（人）

文科

65

175

30

80

220

60

25

38

96

70

83

30

理科

334

99

126

65

100

100

222

20

20

94

20

45

10

146

105

105

60

对口

100

50

合计

334

164

126

65

100

100

397

50

100

314

80

70

48

242

175

188

90

100

50

招生专业及招生计划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简称河南建
院，英文简称HTCC）成立于 1956年，位于
河南省会郑州，全日制高职在校生12000余
人，教职工680余人，是河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直属的建筑类高等职业院校，是河南
省职业教育品牌示范院校、河南省语言文字
规范化示范学校、河南省依法治校示范校。
在省住建厅的指导下，牵头成立了河南省建
设行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和河
南省建筑职教集团，同时是河南省装饰行业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副理事长单
位，承担了河南省法学研究会房地产法学研
究会秘书处工作，形成了“求实严谨，团结奋
进”的校风。

悠久历史铸造万千优秀建
设人才

河南建院人才培养定位和方向是建设
行业高素质高技能型专业人才，城市建设和
管理的高素质实用型人才。61年的办学历

程中，学校向省内外建设行业和各行各业的
建设领域输送了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才，成就
了一大批建设决策管理者和大型建筑企业
的领军人物，有些毕业生已经成为各级党委
政府和党政部门的主要领导。在河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的行业管理和指导下，学校
与省内外建设规划、勘察设计、工程施工与
管理、市政工程建设与管理及各行各业的建
设与管理部门和企业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
学生的学习、就业和发展营造了良好的专业
氛围，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开辟了广阔
的发展空间。

坚持创新发展完成专业布局

学校现设有土木工程系、建筑系、工程
管理系、设备工程系、建设信息工程系、思
政部、基础部、文体部 8个教学系部，教育
信息中心、实训中心、图书馆和继续教育中
心等4个教学辅助部门。开设46个建筑类
专业（含方向），涵盖了工程技术、经济、管

理、房地产和城市建设管理等领域，建有校
内实验实训室84个，校外实训基地63个，
学生知识结构丰富，工作适应能力强，就业
面广。

“五基地一智库”服务全省
建设行业发展

学校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
议精神，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和建筑业转
型升级中，积极服务于河南省建设行业的规
划、建设、管理工作，服务于全省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等重点工作，培养建设行业高素质高
技能型专业人才、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高素质
实用型人才，成为集学历教育、继续教育、社
会培训于一体的建设类职业教育基地，全省
建设行业一线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基层干部的继续教育培训基
地，建设领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践基
地，建设领域科技推广基地，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的应用型智库。

土木工程系专业是建设行业的基础骨干专
业。土木工程系实行教学与建筑岗位、职业标
准、工程建设、职业资格证书、终身学习对接的

“五对接”工程，强化建筑工程技术的核心技术和
技能培养。

土木工程系开设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另含
有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方向、缺陷工程修复方
向）、市政工程技术专业、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地
下与隧道工程技术专业、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专业、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技术、高速铁道工程技术等专业。建筑工程
技术专业是河南省特色专业和综合改革试点专
业，也是学校深入探索应用本科和中高职衔接
的试点专业。

高职学生毕业后从事建设工程项目相关工
作满2年即可考取二级注册建造师，获取助理工
程师技术职务，满 6 年即可考取一级注册建造
师。就业主要面向建设施工与管理、市政建设与
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等单位和企业，从事工
程施工及管理、数字测绘、工程测量、工程地质勘
察、工程概预算编制以及相关部门的建设行政管
理工作。

土木工程系构建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平
台，为学生营造了高仿真度的情景化校内实训基
地，已建设实训车间、实验室 12个，成立了以城
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和工程造价为主要方向的
河南省教学名师工作室——秦继英工作室。土
木工程系拥有一支由“双师”素质专任教师、建筑
企业工程师和能工巧匠组成的“双师”结构专业
教学团队。现有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师、一级注册
建造师 45人次，具有研究生学历及硕士以上学
位的教师占 83％，具有“双师素质”的教师占
81％。

土木工程系深度推进校企合作，强化“双主体
育人”，实现共赢发展。与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安
装工程公司、河南省第五建筑安装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等20余家大型企业和行业管理部门建立
了广泛联系，为学生专业实习和零距离就业提供
了便利条件。

近三年土木工程系教师共发表论文82篇（中
文核心期刊论文7篇，其他核心期刊15篇）；共参
与科研、教研立、结项20项，其中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1项，省厅级 19项，在各项评比中获省部级奖
励2项；获省厅级奖励10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
等奖7项；共计31人次参与75种教材的编写，其
中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十二五”规划教材1本。

土木工程系每年都要开展多项技能竞赛活
动，提高学生对专业知识学习的积极性，突出学
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调动学生求知的欲
望，技能竞赛的内容涉及面较广，覆盖了教学中
的各个重点知识环节，同时也为学生参与河南省
以及全国的技能大赛选拔优秀的人才。曾多次
在全国和省级高职学生竞赛中获得一等奖、二等
奖。

土木工程系五彩缤纷的社团活动丰富了学生
的业余生活，也为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能力与发
挥创造力的舞台。不但能开阔眼界，增加人生阅
历，还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建筑系专业是艺术和工程技术相结合的专业，培
养的学生既有艺术和空间想象能力，又有扎实的施工
技术和项目实施能力。

建筑系是教育部高职高专土建类专业教学委员会
委员单位、河南省高职高专院校教师师资培训基地。
现开设建筑设计、城乡规划、园林工程技术、建筑装饰
工程技术、建筑室内设计、建筑装饰工程技术（装饰石
材方向）、古建筑工程技术、展示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
计、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等10个专业及方向。其中，建
筑装饰工程技术是河南省特色专业、中央财政支持的
专业服务产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城乡规划专业为河
南省品牌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

就业前景好。毕业生主要面向建筑设计与施工管
理、城市规划、室内装饰设计与施工管理、工程监理、房
地产开发与管理、园林规划与景观设计等企业和单位，
从事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与施工管理、园林

景观设计施工及管理、动漫设计与效果图制作、工程概
预算编制等工作。毕业生毕业两年即可考取二级注册
建造师和助理设计师等证书，并以注册建筑师、注册规
划师、室内设计师、景观设计师为发展岗位群。

师资水平高。建筑系拥有一支以中青年骨干教师
为主体，合作氛围浓厚、业务能力强、双师特色突出的
专兼结合教学团队，其中注册规划师、一级建筑师、高
级室内建筑师、高级景观设计师40余人，双师素质教师
占90%。

专业优势明显。建筑系拥有建筑装饰仿真实训
室、建筑模型与构造展示室、家居体验馆、3D打印工作
室等10多个国内一流的校内实训室，并与国内、省内知
名企业合作共建20多家稳定的就业实习基地，校企互
融精心打造专业品牌，逐步形成了以职业技能培养为
核心的专业教学特色。学生在国家级、省级、市级各类
技能大赛中屡次获得大奖。

工程管理系专业侧重建设领域规划、设计、施工、
城市管理等各项工作的全过程组织实施、管理应用，既
懂技术又懂管理。工程管理系采用全方位锻炼、分阶
段实习实训等教学模式，加强实战训练，实现学生从学
校到用人单位的“无缝对接”“零距离就业”。

现开设工程造价、建设工程管理、建设工程监理、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建筑经济管理、安全技术与管理、
建设工程管理（工程招标采购与投标管理方向）、会计
（建设会计方向）8个高职专业及专业方向，成立了工程
造价专业河南省教学名师技能工作室。其中，工程造
价专业为河南省特色专业和品牌示范校重点专业，工
程管理专业为河南省品牌示范校重点专业。

工程管理系是河南省建设教育协会指定的建设行
业岗位证书考评点，面向全院学生开展造价员、施工
员、质检员、安全员、材料员等八大员职业资格证书培
训和考试，为学生获取职业资格证书提供保障。毕业
生主要面向建筑施工企业、建筑工程监理企业、招投标

代理机构、房地产开发企业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从事工
程施工管理、招投标的策划与实施、工程监理、工程造
价等工作，就业率连年保持在95%以上，毕业生工作环
境舒适，发展前景良好。

工程管理系致力于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建
成建筑工程造价实训室、房地产经营与管理实训室、项
目管理沙盘实训室、模拟招标投标实训室、BIM技术实
训中心、VR智慧体验中心、工程现场安全体验实体区
和虚拟区等10余个校内综合仿真实训场所。拥有一支
实力雄厚的教学团队，具有国家注册一级结构师、国家
注册造价师、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国家注册一级建造
师30余人，经济师、会计师、房地产估价师等各类职业
资格证书等“双师”素质教师40人。

实施深层次校企合作，与中天建设等数十家省内
外知名建筑企业共建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在进一步强
化师资队伍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一个更为广阔
的实训就业平台。

建筑设备是一栋建筑、一个社区直至整个城市安
全稳定、高效节约运转的关键，涵盖了电力、电气、通
信、供暖通风、给排水、电梯、智能楼宇等各个方面，数
字化、信息化和高新技术性强。设备工程系实施基于
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增强学生通过理论学习深化对
实践技能理解的能力，为就业后的职业发展提供储备。

开设的专业有建筑设备工程技术专业、建筑智能
化工程技术专业、建筑电气工程技术专业、供热通风与
空调工程技术专业、物业管理专业、电梯工程技术专
业、消防工程技术专业、给排水工程技术专业、城市燃
气工程技术专业、工业机器人专业。其中，楼宇智能专
业是河南省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设备工程系是河南省建筑设备工程技术就业实训
基地，建有地源热泵河南省工程实验室等数十个实验
实训室，为学生具备相应专业的实操能力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毕业生主要从事建筑设备工程技术与管理工
作，经过实践锻炼就能获取注册建造师、注册电气工程
师、楼宇自控系统工程师等资格证书。

设备工程系拥有一支年轻、富有活力和创新能力的
高素质师资队伍，具有注册设备工程师、一级建造师、二级
建造师10余人，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客座专家20余
人。与央企中核二三公司、中建钢构、奥的斯电梯公司、郑
弘物业公司等企业建立深度校企合作关系，并开设入学即
等于有工作的“奥迪斯订单班”“郑弘物业订单班”。

2017年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专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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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工程系

工程管理系

建筑系

土木工程系

建设信息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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