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信息工程学院简介 办学特色

信息工程学院是临沂职业学院主干

二级院部之一，学院坚持“崇德尚能”

的人才培养理念，坚持走“产教融合，

合作共赢”的校企合作办学之路，为学

生就业成才服务，积极打造优良的育人

环境和育人平台，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

紧缺的信息技术产业高级技能技术人才。

学院现有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

网络技术、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三个专业，

其中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开设了移动互

联软件开发、VR设计与制作、互联网

+软件开发三个校企合作专业方向。



信息工程学院简介 办学特色

学院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为促进专业的

特色发展，先后与HP、山东海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方正宽带、临沂中印软件园、临沂龙湖软件园、临

沂联通、临沂大智信息科技等多家企业建立了紧密

的校企合作关系，通过合作办学、“冠名班”、订

单式培养、技能工作室等多种形式与企业联合培养

技术技能人才。

山东省教育厅、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网、光明

网、临沂日报等多家媒体对我院的教育教学活动进

行了典型报道。



信息工程学院简介 办学特色



近年来，学院坚持特色发

展，注重内涵提升，已初

步建成一支专业理论扎实、

专业技能娴熟的教师队伍，

每年还不断从企业引进高

级技术技能人才充实和壮

大教师队伍。

现有专兼职教师

38人

➢ 在校生1415人

➢ 34个教学班

教授、副教授

8人

“双师型”教师

比例90%以上

硕士学位比例

85%以上

信息工程学院简介 师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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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学院简介 文化生活



信息技术专业群 结构分布

以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为核心，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为基础，
拓展物联网、虚拟现实、网络安全、大数据等方向。

拟
上
方
向



信息技术专业群 服务面向

信息技术专业群着眼于

提升智慧临沂、平安临

沂建设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服务水平，面向临沂

新旧动能转换的高端软

件、大数据/云计算等

技术领域。



信息技术专业群 培养目标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本专业培养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政治坚定，德技
并修，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软件产业发展需要，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和创新精神，掌握WEB与
企业应用软件开发、测试、运维的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
临沂市及周边地区软件开发行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本专业培养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政治坚定，德
技并修，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职业素养和创新精神，掌握中小型局域网组建与维
护、网站开发和维护、网络设备的安装配置和维护等知
识和技术技能，面向临沂市及周边地区，从事IT产品销售
和售后服务、网络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网站开发和维
护等岗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
培养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掌握云计算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技术等理论
知识，具备分析解决云计算和大数据领域实际问题的实践
能力，面向临沂市及周边地区从事云计算平台搭建、云计
算系统部署与运维、云计算应用技术服务等岗位工作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群培养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网络技术、云计算技术专业
知识,具有应用软件产品开发、建网、管网、用网、云平台建设
与运维能力；面向临沂市及周边地区IT行业中程序员、网络管理
员、云平台管理员等岗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信息技术专业群 培养目标

大智校企合作（移动互联软件开发方向）

培养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
有较强的软件开发、移动端开发和网页制作、动画特效制作
等能力；掌握计算机与移动端软件设计、网页制作基本理论
与知识；面向临沂市及周边地区各类企事业单位、IT行业中
软件开发、网页制作、电子商务等岗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

双元校企合作（VR设计与制作方向）

培养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健康的身心素质、良好的创新
精神、创业能力及VR开发与制作的技能；掌握全景拍摄
及后期处理、3D建模、Unity3D引擎开发、程序设计、销
售运营等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各大中小企事业单位从事
VR程序开发设计、VR美术素材开发设计、VR视频拍摄
及后期处理等岗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美和易思校企合作（互联网+软件开发方向）

培养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
备C，JAVA等常用程序语言，数据库，动态网页设计的知
识；掌握互联网+软件开发、测试、运维服务技能；面向全
国软件开发行业程序员与软件测试员岗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

校企合作



信息技术专业群介绍 课程体系中的五个方向

互联网+软件开发

云计算技术

虚拟现实

网络技术

新媒体运营



信息技术专业群课程体系

信息技术专业群 课程体系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是信息工程学院主干专业之一，开设于

2008年。本专业多年来始终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
紧紧围绕临沂市及周边地区对IT技术人才的职业需求，全面推进
职业能力与素质教育。

专业招生对象是普通高中毕业生

创新实施“学岗直通、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专业重视与世界知名IT企业加强合作

坚持“教、学、做、赛、创、研”六位一体教学模式改革

注重加强学生实践技能的锻炼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 JAVA WEB应用开发

• PHP WEB应用开发

• HTML5 混合APP开发

• WEB前端设计与开发

• MySQL 数据库

• J2EE企业项目开发

• PHP 高级应用开发

• 微信小程序开发

主干课程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就业领域及岗位

电子商务网站

多媒体产品
开发企业

移动互联
软件开发

软件公司

专业摄影公司

信息处理员

程序设计员

IT产品
销售、维修公司

程序开发工程师

文印社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初始岗位

• 程序员
• 软件测试人员
• 软件销售与运维人员

发展岗位

• 软件架构师
• 软件测试工程师
• 软件运维工程师
• 销售组长

未来岗位
• 项目经理
• 软件测试高级工程师
• 软件运维高级工程师
• 销售经理

发展岗位

初始岗位 未来岗位

就业岗位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课程体系

专业基础课程

计算机技术

程序设计基础

网络基础

数据库应用基础

网络操作系统

专业方向课程

企业应用开发模块

PHP高级应用开发

J2EE企业项目开发

Oracle 数据库

微信小程序开发

WEB应用开发模块

Java WEB应用开发

PHP WEB应用开发

HTML5混合App开发

JavaScript程序设计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 计算机系统维护技术

• 网络安全与防护

• 局域网组建与维护

• 网络设备管理与维护

• 无线网络与综合布线

• PHP动态网站开发

• WEB前端设计与开发

• MySQL 数据库

• C#程序设计

主干课程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是信息工程学院主干专业

之一，开设于2009年9月，是

信息技术专业群为适应临沂及周边

地区企事业单位建网、管网和用网的

需要而开设，现有网络系统集成方向和

PHP应用开发方向两个专业方向。



01

03

02

建网

综合布线工程师、系统集成工程
师网络构建工程师等

管网

网络管理员、信息系统管理员、
网络安全工程师、网络管理工程
师、网络工程师等

用网

网站设计师、网站美工、技术服
务工程师、网站运营工程师、网
络技术支持工程师等

01

02

03

岗位群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就业方向

Writing

Finding

Signal

学生毕业后可在各类企事业单

位、地方政府、网络工程公司、

计算机软件公司等行业从事计

算机网络系统的规划和组网、

网络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各类

网站的建设与管理、网页制作、

网络应用软件的开发以及计算

机网络相关软硬件的营销与技

术支持等工作。

薪资待遇
毕业生入职平均月薪在3500元左右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课程体系

专业基础课程

计算机技术

程序设计基础

网络基础

数据库应用基础

网络操作系统

专业方向课程

网络系统集成模块

计算机系统维护技术

网络安全与数据恢复

局域网组建与维护

网络互连技术

无线网络与综合布线

PHP应用开发模块

C#

PHP应用开发

JavaScript程序设计

HTML5混合APP开发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

主干课程

• 网络安全与防护

• 局域网组建与维护

• 无线网络及综合布线

• Linux系统管理与配置

• 云计算基础架构平台

• 虚拟化技术与应用

• 云计算自动化运维

• Python数据分析与应用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是信息工程学院主

干专业之一，于2018年开始招生，是信息技术

专业群为适应企事业单位信息化建设需要，在

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上建设的新兴专业，旨在

培养云计算运维人才，为临沂市及周边云计算

和大数据行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人才需求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

面向临沂及周边区域的华

为 临 沂 云 计 算 大 数 据 中 心

（“沂蒙云谷”）、浪潮（临

沂）大数据双创中心、高新区

龙湖软件园和经开区国家中印

科技创新园等企事业单位、云

计算大数据服务提供商的计算

机网络、云计算大数据等岗位

群，从事计算机网络管理、云

平台搭建与运维、云安全管理、

云计算应用系统测试、大数据

收集整理和初级分析等工作。

人才需求



网络工程师 网络管理员 云计算
技术支持

云计算
运维工程师

云计算
测试工程师

就业岗位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
课程体系

专业基础课程

计算机技术

程序设计基础

网络基础

数据库应用基础

网络操作系统

专业方向课程

网络系统集成模块

计算机系统维护技术

网络安全与数据恢复

局域网组建与维护

网络互连技术

无线网络与综合布线

云计算运维模块

Linux Shell编程

Linux系统管理与配置

云计算基础架构平台

虚拟化技术与应用

云计算自动化运维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VR设计与制作方向（双元）

计算机应用技术（VR设计
与制作方向）专业是信息工
程学院主干专业之一，是由
临沂职业学院与双元职教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合作，
于2017年开设招生，专业
师资力量雄厚，采用企业案
例式教学和项目式教学，与
山东省内知名IT企业均有合
作关系，毕业生就业面广，
待遇优厚。

• VR技术导论

• 图形图像处理

• VR模型制作

• 全景拍摄与后期处理

• Unity3D引擎开发

• C#程序设计

• PHP动态网站开发

• WEB前端设计与开发

• MySQL数据库及项目实训

虚拟现实

主干课程



军事航天

休闲娱乐

应急推演 室内设计

教育医疗

房产开发

VR
应用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VR设计与制作方向（双元）



1、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模式

2、多维度教学组织模式

3、权威的课程体系和课程设计4、基于真实工作环境的

实训体系建设

5、持续加强师资培训

核心教学理念：30%理论知识+70%实践操作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VR设计与制作方向（双元）



VR专业课程体系

专业基础课程

计算机技术

程序设计基础

网络基础

数据库应用基础

网络操作系统

专业方向课程

VR设计与制作模块

Unity 3D引擎开发

VR模型制作

全景拍摄与后期处理

PS图形图像处理

VR技术导论

PHP应用开发模块

C#程序设计

PHP应用开发

JavaScript程序设计

HTML5混合APP开发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VR设计与制作方向（双元）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VR设计与制作方向（双元）

有少数的公司
利 用 VR 技 术
制作内容或者
开发硬件

2016年前
VR 元 年 ， 国
家政府支持，
爆款产品涌现，
走入你们生活

2016年
火爆发展，深
入行业走进生
活，人才需求
量巨大

2017年
发展迅速，人
才需求依然旺
盛，薪资待遇
不断提供。

2018年及以后

VR就业需求



VR 就业岗位

。

VR应用3D设计 VR游戏动漫 VR应用开发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VR设计与制作方向（双元）



2017
年

2018
年

未来
N年

专业要求：了解VR
工作经验：低
能力水平：专一
综合素质：低
学过相关技术都可以从
事VR行业。

专业要求：熟悉VR
工作经验：1年等较少
能力水平：专一
综合素质：中
有VR开发经验已经非
常抢手。

专业要求：精通VR
工作经验：逐步递增
能力水平：复合人才
综合素质：高素质人才
经过几年发展VR行业
越来约成熟要求也越来
越高。

VR岗位要求：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VR设计与制作方向（双元）



。

经理
1年

2~3年

3~4年

4~5年

5~7年
实习小白

骨干成员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经理

月薪：3K~5K+绩效

月薪：8~10K+绩效

月薪：12K~15K+绩效

月薪：15K以上+奖金

月薪：15K~30K+奖金

VR行业薪资待遇(济南)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VR设计与制作方向（双元）



校外实训基地——山东雪野湖实训基地

雪野基地地处雪野湖景区，环境宜人。

2014年5月投入使用，所有设施和设备都为全新，能同时容纳千人实训。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VR设计与制作方向（双元）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互联网+软件开发方向

• SQL Server数据库

• C#程序设计

• Web前端设计进阶

• JavaScript程序设计

• ASP.NET Web应用开发

计算机应用技术（互联网+软件开发方向）

专业是信息工程学院主干专业之一，开设

于2018年，是由临沂职业学院与湖北美

和易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将学校环

境和企业优势进行融合，培养高技能、高

素质当代大学生。

主干课程

校企合作

• EntityFramework数据持久化

• Web企业开发

• Web前端开发

• 软件工程

• Python应用分析与可视化



以学生为主体

以能力为本位 因教

育才

分层

教学

翻转

课堂

协同

管理

项目
导向

因材
施教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互联网+软件开发方向



课程设置

移动应用开发 高级软件开发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互联网+软件开发方向



就业方向

毕业生能够到软件公司、网络公司、互联网公司、电子商务公司以及同行业的其他
单位，从事网站的设计制作、软件开发制作、移动端开发、云计算的系统建设、运
行维护等工作。

≥98%

≥90%

≥40%

整体
就业率

对口
就业率

高薪
就业率

$$

顶岗实习

≥4000元

正式工作

≥6000元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互联网+软件开发方向



网络综合布线实训室 互联网软件开发实训室

计算机网络工程实训室 计算机应用技术实验室软件设计实训室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校内实训基地



➢ 电子芯片维修与数据恢复实训室

➢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实训室

➢ 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实训室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校内实训基地



教师工作室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教师工作室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校外实习基地



➢ 第十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虚拟现实
（VR）设计与制作”赛二等奖

➢ 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虚拟现实（VR）
设计与制作赛项三等奖

➢ 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
修与数据恢复赛项三等奖

➢ “万腾杯”山东省物联网创新应用大赛——
“VR世界”创新创意大赛三等奖

➢ 山东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2016年

➢ 第九届“劳动之星”职业技能竞赛计算机组装
竞赛学生组一、二、三等奖

➢ “挑战杯-彩虹人生”山东省职业学校创新创效
创业大赛二等奖

2017年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近两年技能大赛荣誉



➢ 韩文丽，女，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2015级学生。在校期间表现优异，担任班级团支

书，曾在暑假社会实践活动中获得三等奖，演讲

比赛二等奖，曾荣获“优秀团干部”“优秀班干

部”“三好学生”等多项荣誉称号。目前就职于

Oracle公司，入职月薪5000余元。

优秀毕业生

• 于昊雷，2011级毕业生，现就职于临沂电信公司，

负责网络设备维护工作，入职月薪5000余元；

• 瞿业军，2012级毕业生，现就职于沂南法院网络中

心，负责网络维护工作，入职月薪4500元；

• 王斌，2013级毕业生，现就职于潍坊市公安局，入

职月薪5500元。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优秀毕业生展示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临沂职业学院第二校区



计算机应用
技术专业

计算机网络
技术专业

云计算技术
与应用 VR设计

与制作方向

互联网+软件
开发方向

信息工程学院专业介绍
各专业咨询方式

汪老师
QQ:78933946
手机:13884900684

张老师
QQ:16513669
手机:13869915203

刘老师
QQ:187379605
手机:17861650109

孙老师
QQ:1368618190
手机:13563910712

邵老师
QQ:99788662
手机:13573902651



结语 Epilogue 团结奋进 共创辉煌 做行业领军人

前进中的信息工程学院，将

进一步坚持特色发展，深化

校企融通，以“质量立校、

技能强校、特色兴校”战略

为指引，深入推进内涵式建

设，励精图治，锐意创新，

奋进向前！

欢迎莘莘学子

到信息工程学院 深造
走成功成才之路！



感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