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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群建设概况

我校测绘遥感信息学院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专业群成功入选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

群建设单位。学校顶层严格按照“建设方案”和“任务书”进行任务分配，合理科学

规划、稳步推进专业群建设，以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带动所有专业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

认真梳理，精心组织，积极落实，将“双高”专业群建设常态化、专业化，如期完成

2021 年度专业群的各项建设任务。构建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打造技术技能

创新服务平台，是高水平高职学校办学特色、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的集中体现。明确

了 2022 年和 2035 年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高职院校的改革发

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二、专业群建设任务 2021 年度完成情况

1.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依托广东工贸职业教育集团，精准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和测绘地理信息产业发展需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

育人机制，深化探索新型产教融合教学模式，建设产业学院分院、建设“校企双工作

室”，构建“校企合作命运共同体”；开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高职本科人才

培养试点，积极探索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其中“岗课对接、课赛研创”新型人才培养

模式打造现代测绘工匠培养新蓝本。

2021 年申报省级教学成果奖 1 项，并获得特等奖；2021 年招收现代学徒制学生

62 人，第三批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工程测量技术专业通过教育部验收；测绘地理信

息技术专业与嘉应学院探索高本衔接人才培养，2021 年高本衔接班招生 42 人；积极

推进 1+X 证书试点工作，专业群目前有“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获取与处理”、“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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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与处理”和“不动产数据采集与建库”3个 1+X 证书试点，2021 年累计参加

考证 380 人；同时积极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建设校企双工作室 4个、产业学院分

院 4个。

2.课程教学资源建设

根据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和岗位需求，顺应“云物大智”等新技术发展趋势，依据

专业群的特点和职教规律，定位于“能学、辅教”功能，按照“便捷、成效、促用”

原则，深入融合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技术标准等融入课程，完善专业“数字化在线

课程”教学标准、专业群课程标准重构与优化、教学资源建设标准、实验实训实习实

施标准，建设专业群教学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推进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培养

学生岗位迁移能力。

专业群大力开展课程教学资源建设，建设了专业群人才培养标准，开发了专业群

所有课程的课程标准，完成了 26 门信息化课程建设招标工作、立项了 25 门校级课程

思政课程，完成了专业群教学资源库的总体设计，并开展了专业群教学资源库建设；

完成了专业群虚拟仿真课程框架设计，并已开展建设虚拟仿真课程 5门。

3.教材与教法改革

紧跟信息化发展，融入新技术、新规范，针对具体岗位职责和操作流程，引用企

业真实案例，校企共同开发新形态一体化、工作手册式、活页式教材，推进课程教学

改革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强调“知行合一、工学结合”，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新增和优化新型活页式教材、工作手册式教材建设，建

设新型信息化教材，并开展教学。根据学生、课程、知识点模块的特点，普及项目教

学、案例教学、情境教学、模块化教学等教学方式，运用各种信息化手段，提高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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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积极组织参加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参加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出版 3本省级规划教材，已招标完成 6本工作手册式教材，目前正在加紧编写；

教师参加省级信息化教学能力竞赛，获得三等奖 2 项；申报校级教改项目 12 项，省

级改项目 2项。

4.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专业群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为指引，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

依托广东工贸职教集团汇聚校内外优质人才资源，打造由专业群带头人、骨干教师、

技术技能大师、企业领军人才和大师名匠等构成的师德高尚、技艺精湛的高水平“双

师型”团队，制定教学创新团队建设和管理办法，引导团队教师全面参与人才培养方

案优化、课程体系重构、课程标准开发、教学流程重建等工作。

“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比例高达 86%。培养 8位具有国际视野、能解决测

绘地理信息企业生产技术难题的骨干教师，通过企业实践锻炼、参与技术服务项目，

提升骨干教师的国际视野，增强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创新创业指导。2021 年，广

东省优秀教学团队--工程测量技术专业教学团队通过省级验收。

加强高水平兼职教师队伍建设，继续培养 4位高水平骨干教师，新增培养 6位高

水平骨干教师，其中申报省级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 3 人(关远慧、王斌等）。申报

省级职业教育教学创新团队 1个，申报校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1个（测绘地理信息专业

群竞赛工作室）。

5.实践教学基地

围绕测绘地理信息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产品及应用服务岗位能力培养，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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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云物大智”技术，与行业协会、产业高端企业合作，建设产教融合、开放共享、

资源集聚的专业群校外实践教学基地，集成核心专业与相关专业的实践教学资源，培

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实践教学、技术服务、创新创业于一体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开发专业群实践教学基地开发实训项目。通过校企互助，既促进了行业人才技能的提

升，又提升学校社会服务能力。

根据测绘地理信息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以“云物大智”技术引领，校企共建共享

5个产教融合实训室，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成功入选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培育项目名单”。

优选测绘地理信息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9家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聚焦测绘地理信息

实践技能培养，建设 90 个管理规范、功能齐全的校外实习基地；引进企业生产案例

和新技术新工艺，开发理实一体化实训项目 35 个。

6.技术技能平台

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是高职“双高计划”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专业群建

设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积极对接行业科技创新驱动和产业转

型升级需求，深化测绘地理信息协同育人中心建设、新建省级“海洋测绘应用技术协

同创新中心”和“无人机系统与激光雷达多元智能遥感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对接测绘地理信息科技智能化发展趋势，立项测绘地理信息虚拟仿真产教融合创

新平台和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与云计算产教融合创新中心两个省级创新平台，申请专

利和软件著作权 22 项；申报工信部“校企协同就业创业创新示范实践基地”，依托

基地承接或参与技术研究与创新项目 10 项，申报省级科研项目 15 项，技术服务到款

额 200 余万元，成果转化经费超过 40 万元；培育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1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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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 2项，培养学生参加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获奖 15 项、省级 7项。

7.社会服务

测绘遥感信息学院透过“党建引领+技能支撑”双驱动，建成粤港澳大湾区测绘

新技术培训中心，为粤港澳大湾区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复工复产提供有力支撑，实现了

从“校企共融”到“校企共荣”。

打造测绘地理信息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中心、校企共建社会服务与培训中心，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服务近 5000 人次；设立“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获取与处理 1+X 证书华

南培训与鉴定中心”和“不动产数据获取与建库 1+X 证书华南培训与鉴定中心”，参

加 1+X 证书考试近 1000 人次；2019 年承办第九届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职业院校技能竞

赛矿山测量赛项，2021 年和 2022 年分别承办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无人

机应用技能与创新赛项；校企共建“社会服务与培训中心”，建成 AOPA 无人机职业

教育培训中心，完成 5 期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承接或参与工程项目超过 80 项，社

会服务效益超过 3422 万元；申请省培项目 1个，计划在 2022 年完成；积极开展公益

性社会服务，助力方脱贫攻坚。

8.国际交流与合作

与“港澳大湾区”高校联盟的交流合作，引进优质职业教育资源 1个。发挥专业

群在无人机航测、测绘大数据处理方面的技术优势，参与建设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

学院，输出课程标准 10 个。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合作，选拔优秀师生参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工程，对外开展技术培训和继续教育，并承接中国境外

企业员工来校进行技术培训和继续教育超过 100 人次、参与海外技术服务 3项，让“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享用中国北斗导航卫星、中国“天地图”等地理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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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构建基于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的教学质量监控、评价体系。建立社会第三

方参与的多元评价机制。通过校内质量管理体系和校外的第三方评价机制连续多年内

外结合的循环调控，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目标。组建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及时跟踪产业发展趋势和行业动态，准确把握专业群建设与教学改革方向，保持专业

群建设的领先水平。成立特色高水平专业建设项目实施团队，制定项目建设和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确保项目建设的有序进行、专项资金的合理使用和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2021 年度取得标志性成果

经过1年建设，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专业群取得标志性成果30项（其中国家级成果5

项，省级成果25项），具体见表1。

表 1：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专业标志性成果一览表

序

号

级

别
类别 成果名称 授予部门

授予

数量

1

国

家

级

实训基地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

仿真实训基地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司
1

2 实践基地 校企协同就业创业创新示范实践基地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

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1

3 学徒制
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工程测量

技术已经通过验收
教育部 1

4
课程思政

示范课程

《工程测量》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
教育部 1

5 实训基地 测绘地理信息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发改委 1

1

省

级

产教融合

企业
广东省产教融合型企业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4

2
教材与教

法改革

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能力大赛奖

励 2 项
广东省教育厅 2

3
教材与教

法改革
省级教育教改项目 4 项 广东省教育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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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材与教

法改革
出版省级规划教材 3 部 3

5 创新创业 省级大学生攀登计划项目 2 项 2

6
技术技能

平台
省部级科研项目 2 项 广东省教育厅 2

7
技术技能

平台

测绘地理信息虚拟仿真产教融合创新平

台
广东省教育厅 1

8
技术技能

平台

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与云计算产教融合

创新中心
广东省教育厅 1

9
软件及著

作权
专利及软件著作权授权数 6 项 国家版权局 6

10 技能竞赛 学生获省级技能竞赛奖 2 项 广东省教育厅 2

11 社会服务
承办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无人机

技能及创新应用”赛项
1

四、2021 年度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项目建设资金全部落实到位，项目资金支出用途合理、符合任务书规定。本项目

合计投入 757.34 万元，到位率 100%，实际支出 757.34 万元，支出率 100%。项目分

项任务资金使用情况详见表 2。

表 2：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专业分项任务资金使用情况表

项目名称

投入情况 支出情况

投入金额

（万元）

投入率

(%)

支出金额

（万元）

支出率

(%)

专业小计 757.34 100% 757.34 100%

人才培养模式 31.69 100% 31.69 100%

课程教学资源建设 16.95 100% 16.95 100%

教材与教法改革 41.48 100% 41.48 100%

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61.16 100% 61.16 100%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416.39 100% 416.39 100%

技术技能平台 161.82 100% 161.8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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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 3.27 100% 3.27 100%

国际交流与合作 0 100% 0 100%

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24.57 100% 24.5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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