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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院校代码14700） 是经辽宁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公
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院坐落于“祖国钢都”辽宁省鞍山市，占地面积70.1万
平方米，建筑面积21.9万平方米，教学区、实训区、生活区、体训区、景观区等功
能完善，图书馆、体育场馆、食堂、驾驶员训练场地以及超市、浴池、门诊部等公共
服务设施配套齐全，是学生理想的学习生活之地。

学院设有冶金装备制造、健康护理、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现代服务、工程技术
6个二级分院，开设电气自动化技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护理、计算机应用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烹饪工艺与营养、建筑装饰工程技术、畜牧兽医 8 个专业。
2022年新增学前教育、助产、大数据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4个专业，现有专业12
个，在校生4600余人。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不仅拥有一支双师型、高素质的师资队伍，还聘请央企、大
型国企的“大工匠”以及各行业领域专家、学者任教。现有制造技术、信息技术、现
代服务、交通运输、建筑工程、卫生护理、农林技术和文化艺术等12个专业实训中心，
有4个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是国家人社部确定的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全国中
小学研学实践基地、辽宁省职业教育技能大赛承办基地、辽宁省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学院始终秉持“职教围绕产业而发展、产业依托职教而壮大、职教与产业互动共
赢”的理念，发挥“统筹管理、资源共享”优势，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校
企协同育人，积极为学生打造实训、实习、就业平台。目前，学院与鞍钢、三冶等央
企以及东软教育科技集团、辽宁新松机器人公司等大型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通过

“引校进企”“引企驻校”“校企一体”以及校企共建二级分院、产业学院等方式，推
进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进一步完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和“工学交替、理实一体”的人才培
养模式，使培养的学生“做人有品位、就业有技能、创业有本领、发展有基础”。



鞍山职业技术学院作为鞍山地区唯一的独立

设置高职院校，市委、市政府在学院办学条件上

给予全力支持。特别是发挥学院对鞍山市职教城

“统筹管理、资源共享”的管理优势，实现了区

域优质办学资源的全面共享，极大地提升办学实

力和水平。目前，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支

专兼职相结合的“双师型”“高素质”师资队

伍；建有 12 个实训中心，各类实习实训设备总

值达1.2亿元。

办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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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职业技术学院坚持立德树人，秉承“崇德、尚行、笃学、精技”的
校训，围绕培育新时代“工匠”人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

“工匠精神”为主题，建设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四
位一体”的校园文化，为学生成长成才全方位导航。工匠广场、党建文化广
场、宪法广场、名人广场、国防教育展馆等主题教育基地，已成为省内开展
研学教育的重要基地。

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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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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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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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

鞍山职业技术学院贯彻落实国家、省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精神，探索政产学研

深度融合实践，推动形成教育链、人才链与科技链、产业链跨界融合。与鞍山经济开

发区、鞍山高新区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鞍钢集团、三

冶公司、聚龙股份等央企、行业领军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实现校企协同育人；与东软

教育科技集团共建信息技术二级分院，与沈阳新松机器人有限公司共建机器人产业学

院，搭建人才培养立交桥；与沈抚新区人力资源集团战略合作，为学生未来就业和发

展创造条件；依托鞍山市交通运输集团、辽宁紫竹集团等行业企业共建校企合作实践

平台；与鞍山市中心医院、鞍钢集团公司总医院签约，成立临床教学基地；积极促成

中德双元制职业教育合作，与德国德科斯米尔公司合作共建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的

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项目；定期召开企业合

作交流座谈会，不断创新合作模式，搭建校

企合作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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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装备制造分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专业代码：460306

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具有电气工程、电

气自动控制系统工程分析设计、程序开发、调试维护

等专业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核心课程

电气控制技术、PLC 应用技术、供配电技术、自动调

速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工业网络与组态技术等。

职业资格证书

高级维修电工、可编程控制系统设计师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

电气工程技术人员、自动控制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群，从事设备生产、安装、调试与维

护，自动控制系统生产、安装及技术改造，电气设备、自动化产品营销及技术服务等工作。

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具有

依据操作规范，对普通机床、数控机床

和自动化生产线等设备进行操作使用和

维护保养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核心课程

金属切削机床、机械制造工艺、数控加

工 工 艺 及 编 程 、 机 械 CAD、 CAM 应

用、机床夹具设计、液压及气压传动 、

机床电气与 PLC 控制技术等。

职业资格证书

高级车工、铣工、钳工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的机械工程技术人员、机械冷加工人员

等职业群，从事设备操作、工艺技术、工

装设计、机电设备安装调试及维修、生产

现场管理等工作。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专业代码：46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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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护理分院

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具有现代护理理念和临床护理、保健服务和

健康教育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核心课程

护理学基础、健康评估、内科护理、外科护理、

母婴护理、儿童护理、老年护理、急危重症护

理、中医护理和康复护理等。

职业资格证书

护士执业资格证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医院及其他医疗卫生机构的护理岗位，

从事临床护理、社区护理、健康保健等工作。

护理 专业代码：5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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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计算机专业基础知识及应用技术，具有较强计算机软件应用、硬件安

装与维护、云计算运维、网站开发及网络管理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核心课程

云计算技术、网络数据库 SQL2008、PHP 开发技术、云计算与存储技术、虚

拟化与网络存储技术、网络组建与管理技术、综合布线、平面设计等。

职业资格证书

全国计算机等级证书、计算机初级程序员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各类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互联网和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事计

算机设备的调试与

安装、网站建设与

管 理 、 平 面 设 计 、

云计算运维等工作。

与东软教育科技集团共建特色专业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业代码：510201

信息技术分院

纳入东软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1
“双师型”师资教学2

企业级实训环境3
毕业证+技能证书4
推荐就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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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分院

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具有较高的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维修设

备和工具的维护保养、汽车维修质量的检验等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核心课程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检修、汽车底盘构造与检修、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检修、

汽车性能与检测技术、汽车维修业务接待、汽车车载网络技术等。

职业资格证书

高级汽车维修工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汽车运输企业、汽车维修企业、汽车品牌 4S 店、汽车特约维修站等

单位，从事汽车检验与检测、汽车机电维修和车辆技术管理等工作。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专业代码：5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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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现代烹饪、营养、餐饮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强的烹饪
实践操作能力、营养分析与营养配餐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核心课程

中西式烹调工艺、餐饮食品安全、食品营养与
配餐、中西式面点工艺、宴会设计与实践、餐
饮企业运行管理等。
职业资格证书

高级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西式烹调师、
西式面点师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大中型餐饮企业、星级饭店等，从事
餐饮一线生产、经营、管理、食品加工和营养
配餐等工作。

现代服务分院

烹饪工艺与营养 专业代码：54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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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分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专业代码：440102

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本专业领域必备知识和技术技能，具有疾
病诊治、畜牧兽医、宠物养护、宠物美容、宠物训
导等岗位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核心课程

兽医临床基础、动物疫情防治、宠物解剖生理、宠
物美容与护理、宠物行为与训导、宠物内科病、宠
物外产科病、宠物仪器诊疗等。
职业资格证书

执业兽医师、动物检疫检验员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动物养殖、动物诊疗及相关企业，从事养殖生产管理、产品加工及销
售、宠物医生、宠物医生助理、宠物美容店美容师、美容师助理、宠物训导师
等工作。

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本专业领域必备的知识和技
术技能，具有装饰工程项目管理、装
饰工程绘图、装饰工程造价等实际工
作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核心课程

建筑装饰制图与识图、建筑装饰施工技术、建筑装饰施工组织与管理、建筑装饰
装修工程质量控制、建筑装饰工程定额与预算、建筑装饰材料识别与选购等。
职业资格证书

建筑工程识图职业技能等级证、信息模型 （BIM） 职业技能等级证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建筑类装饰企业、施工企业及其他相关企业，从事装饰设计、环境设
计、施工组织与管理、施工技术指导、施工预算、材料管理等工作。

畜牧兽医 专业代码：410303

13



招生对象：符合 2022 年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报名条件的人员。
招生形式：普通高考、高职单独考试招生。
奖助政策：1、享受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在生源地办理信用助学贷款。

2、奖助学金：
（1） 国家奖学金 8000 元/年；省政府奖学金 8000 元/年；

励志奖学金 5000 元/年；
（2） 助学金：国家助学金一等 4400 元/年；

国家助学金二等 2750 元/年；
（3） 学院设立奖学金。

升学深造：可参加辽宁省职业教育对口升学招生考试 （即专升本考试）。
参军入伍：学生在校期间可应征入伍，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

偿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实行学费减免。

专业代码

460306

460104

500211

510201

520201

540202

440102

410303

专业名称

电气自动化技术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护理

烹饪工艺与营养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畜牧兽医

学制

3

3

3

3

3

3

3

3

招生对象

高中生/中职生

高中生/中职生

高中生/中职生

高中生/中职生

高中生/中职生

高中生/中职生

高中生/中职生

高中生/中职生

学费标准（元/年）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住宿标准

1000元/年/生
（6人间）

注：招生专业、计划以辽宁省教育厅公布为准。

2022年单独考试招生专业及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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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新增统招专业
（列入2022年6月招生计划）

助产 专业代码：520202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良
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创业能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掌握助产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熟悉相关法律、法
规，具备对服务对象实施整体护理和社区健康服务的基本能力，面向医院及其他医疗卫生
行业的儿科护士、社区护士、助产士、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等职业群，毕业后，能够从事医
院、社区的专科护师、主管护师和优生优育、幼教机构、月子中心母婴保健主任以及健康
服务机构及企业健康照护师等工作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核心课程

护理学基础、健康评估、助产学、妇科护理学、儿科护理学、内科护理、外科护理、老年
护理和急危重症护理等。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医院及其他医疗卫生行业的儿科护士、社区护士、助产士、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等
职业群，从事医院、社区的专科护师、主管护师和优生优育、幼教机构、月子中心母婴保
健主任以及健康服务机构及企业健康照护师等工作。

15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先进的幼儿教育理念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较强的学前
教育教学能力、保育能力、活动设计与组织能力、反思与自我发展能力，善于沟通与协
作，勇于创新，身心健康的幼儿教师及相关管理人员。
核心课程

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幼儿园活动设计、幼儿游戏与指导、儿童文学、学前教育科学
研究方法、幼儿教师教育法规及职业道德。
职业资格证书

幼儿教师资格证
就业方向

在幼儿园、早教机构、托幼中心、亲子园和少年儿童社会服务教育机构从事教学和管理工
作及儿童社会工作者。

学前教育 专业代码：570102K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良

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创业能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掌握工业机器人电工电子技术基础、程序设计、数据库设计、液压与气动、

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工装夹具设计等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具

备工业机器人设备操作、安装、调试、维护与编程等专业技能，面向通用设备制造业、专

用设备制造业行业的能从事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编程、安装与调试、运行与维护、设备管理

等工作岗位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核心课程

电子技术基础、电工技术基础、机械制图和 CAD、电机与机床电气控制、运动控制技术、

单片机技术及应用、工装设计及装调、PLC编程与应用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基础、现

场总线与 PLC 网络通信技术、工业机器人工艺应用、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与维护、工业机

器人离线编程等课程。

就业方向

工业机器人系统售前售后技术服务人员、设备安装工、设备维修工、机电装备销售员等。

工业机器人技术 专业代码：46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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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具有良好职业素养，掌握大数据技术基本

理论知识和编程能力，具备大数据分析、数据产品可视化，数据仓库建设、大数据平台部

署、大数据开发的实践能力。能够在大数据相关的各行业从事大数据分析师、大数据平台

运维工程师、大数据开发工程师等工作，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大数据技术应用型人才。

核心课程

C 语言程序设计、Java 程序设计、Python 语言、HTML5、CSS3、JavaScript、web 应用

系统开发、Hadoop 大数据开发与实践、Spark 机器学习、数仓技术、Scala 程序设计、数

据采集与数据分析、相关课程实训及综合项目开发等。

就业方向

面向互联网公司，从事大数据开发、大数据平台运维、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以及数据产品

和运营等工作。面向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金融业以及信息咨询公司等单位从事大数据

系统运维、大数据开发和大数据项目实施等工作。

大数据技术 专业代码：510205



亲爱的考生们：

你们好！这里是学蕴渊深、风景如画的鞍山职业技术学院，她既有杨柳依

依、花团锦簇、湖波鱼跃、亭廊曲延的迷人风貌，又有“崇德、尚行、笃学、精

技”的深刻内涵，她是职教群芳中的新丽，小荷才露尖尖角，期待着踌躇满志

的你，乘清风踏浪而至。祝贺你在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遇见她，她将与你共度激

情燃烧的青春，为你创造无限可能，给你留下美妙回忆，让你收获理想的硕果。

在鞍山职业技术学院，你将领略到教师的风采，感受到大学课堂的魅力。

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为你提供更多展示自我和锻炼自我的机会，给你带来更

多挑战和发展机遇；文、理、工学科融合的办学理念，将为你营造更开放的学

习氛围，给你带来更广阔的视野。鞍山职业技术学院既是你栖守理想、务实人

生的坚强支撑，也是你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的坚强后盾，更是助力你成为“大

国工匠”的摇篮。在这里，每一抹轻云都为你起舞，每一缕阳光都为你照耀，

每一朵鲜花都为你绽放，愿未来的你掌声鲜花不断，抖擞精神、奋发图强，创

造更多的精彩绚烂。

夫子遇见泰山，李白遇见黄河，米开朗基罗在混沌未凿的大理石中遇见了

少年大卫，你遇见了鞍山职业技术学院。亲爱的考生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是

你谱写青春华章的新起点、实现梦想的新里程，她愿陪你成长、伴你成才，让

我们同做晨曦中的赶路人，勇往直前、勇攀高峰！

考生寄语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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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 尚行

笃学 精技

联系电话：0412-8402585 8402068

联 系 人：13942296649 （李老师）

13941230030 （孟老师）

13842221179 （赵老师）

学院网址：www.aszyjsxy.cn

学院地址：辽宁省鞍山市千山西路 690 号

邮政编码：114020

交通方式：乘 2 路、25 路、29 路公交车到职教城站下车即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