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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培养新型城镇化高素质建设管理者

建设信息工程系以物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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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精细化作为宗
旨。建设信息工程系现有教职工 29人，
40岁以下专任教师中硕士或研究生学历
以上共 21人，占总人数的 72%，教授、副
教授 4人。是“河南省计算机教育研究会
高职教育专委会”常务会员单位。

目前所开设专业涵盖计算机类和通
信类，2018年度数字媒体应用技术、计算
机应用技术、软件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四
个招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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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专家和学校教师的联合培养，为通信
行业培养符合行业用人标准的高质量合格
人才。软件技术专业在 2017、2018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中获得

“软件测试”赛项省赛一等奖，同时代表河

南省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软件测试赛项。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与合
肥京东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持长期校企
合作关系，每年定期向企业输送合格毕业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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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信息工程系遵循“求实严谨，团结
奋进”的校风，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经过多
年的建设与发展，建立了集计算机教学、实
训、科研于一体的实训体系，包含“企业网
搭建实训室”“综合布线实训室”“计算机硬
件与数据恢复实训室”“光传输实训室”“智
能感知实训室”“数字影音中兴”“4G通信
技术及 VR 仿真实训室”“数字创意实训
室”“软件开发实训室”等十几个专业实训
室。为全面实施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
养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校企合作方面，信息工程系长期以
来奉行“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方向，与中
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第 22研究所、合肥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美国思科公司、深圳松大科技
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建立了校企合作关
系。企业对于重视高技能人才培养给予
了高度评价，为专业教育的发展带来新的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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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
称河南建院）成立于 1956年，是河南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直属单位。建
校62年来，学校致力于培养新型城镇
化和建筑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
和技术技能人才，不断开拓进取，被誉
为河南建设人才培养的摇篮。

办学悠久 服务全省住房城
乡建设事业发展

河南建院经过 60 多年发展，已
经成为河南省职业教育品牌示范院
校、河南省省级优质高等职业院校、
河南省现代学徒制省级试点院校、河
南省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河南
省依法治校示范校、河南省建设行业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秘书
长单位和河南省建筑职教集团理事
长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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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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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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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鲜明 培养新型城镇化
高素质建设管理者

学校设有土木工程系、建筑系、工
程管理系、设备工程系、建设信息工程
系等 8个教学系（部），开设有 44个专

业，已建成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3 个省级特色专
业，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建筑装
饰工程技术、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市
政工程技术等5个河南省专业综合改
革试点，省教育厅批准成立了建筑工
程施工专业秦继英工作室、工程造价
专业王辉工作室两个技能名师工作
室。涵盖工程技术、经济、管理、房地
产和城市建设管理等领域的专业布
局，为与省内外 116家大型建筑企业
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打下了坚实基
础，为学生就业创造了良好环境。学
校 2017 届毕业生年终就业率达到
98.29%，“专升本”报考人数 793 人，
603人被本科院校录取，报考录取率
达 76% ，占 同 届 毕 业 生 总 人 数 的
15.1%。学校优秀毕业生不胜枚举，
就业率高、就业质量高、就业收入高已
经成为学校人才培养的良好声誉。

提质发展 为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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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工程系是我校成立最
早的系部，现拥有建筑工程技
术、市政工程技术、工程测量技
术、地下工程与隧道工程技术、
基础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
道路桥梁及高速铁道 8个专业。
其中，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不仅是
学校深入探索应用本科和中高
职衔接的试点专业，还是河南省
特色专业和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具有 3个专业方向即建筑工程质
量检测、装配化施工和钢结构方
向。

土木工程系拥有一支高素质
的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工 137人，
其中专任教师 106 人，高级职称
教师 20余人，省级职业教育教学
专家1人，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3
人，省教学名师 1人，具有国家注
册建造师、造价师等资格双师素
质教师 65人，具有研究生学历及
硕士学位以上人员占比90%。目
前，全日制在校生达48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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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余个，并成立了以城市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为主要方向的河南省教
学名师技能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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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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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工程系每年都要开展多
项技能竞赛活动，提高了学生对
专业知识学习的积极性，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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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过学
生参与河南省以及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选拔出了一批优秀的人
才。近几年多次在全国和省级高
职学生技能竞赛中夺得一等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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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开阔了学
生们的视野，增加了人生阅历，还
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学生的综合
素质，为学生步入社会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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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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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开设建筑设计、城乡规划、
园林工程技术、风景园林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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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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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观规划设计与施工等企业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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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装饰实训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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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
压花实训室、建筑动画制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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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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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能力强。近年来，始终
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专业建设
为龙头，以内涵建设为重点，不断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完成中央财政支持高等
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能力项目
1个，精品课程 4门，主编并出版
教材 60多本，核心以上论文 150
多篇，荣获各级各类优秀教学成
果奖100多项。

多年来，学生在国家级、省
级、地厅级各类技能大赛中屡次
获得大奖。全国职业技能竞赛荣
获个人特等奖、一等奖及团体一
等奖若干。

工程管理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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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建设项目
信息化管理、会计（建设会计方向）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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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全校
学生开展造价员、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
材料员等八大员合格证书培训和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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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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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智能化工程技术、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电梯工程技
术、消防工程技术、给排水工程技术、城市
燃气工程技术、工业机器人、市政工程技
术、电气自动化技术。

其中，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专业是河
南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按照项目教
学、任务驱动、理实一体化模式对学生进
行专业化、系统化培养；电梯工程技术专
业是现代学徒制省级试点，联合奥的斯电

梯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和西继迅达（许
昌）电梯有限公司按照校企联合招生、联
合培养、双主体育人的现代学徒制模式进
行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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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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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开设入学即等于
有工作的“奥的斯订单班”。

助推建筑产业现代化

土木工程系
着力城市治理现代化

工程管理系

着力建筑设备智能化

设备工程系

建设智慧城市

建设信息工程系

融合艺术和工程技术

建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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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实训室

优美的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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