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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4201  资源勘查类 

专业代码   420101 
专业名称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不动产测绘员、地质调查员等职业，测绘服务、地质勘查、地理信息服务、土

地整治工程技术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自然资源管理、矿产

管理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不动产测绘、国土资源或矿产地质调查、自然资源评

价、土地整治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土地或矿产等资源的调查、

监测、评价、登记、整治、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熟练使用测量仪器完成不动产测量的能力，具有绘制不动产权籍图的能力； 
2. 具有开展国土资源调查、不动产权属调查和不动产及自然资源登记的能力，具

有自然资源评价的能力；  
3. 具有鉴定常见矿物岩石及土壤的能力，具有野外地质调查、矿产储量估算的能

力，具有矿产地质调查设计和报告编制能力；  
4. 具有国土空间适宜性评价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土地整治与复垦规划设计能力和

生态修复能力；  
5. 具有地理信息、空间图像数据等国土资源大数据采集、处理、分析的能力，具

有地理信息系统等软件的操作能力；  
6. 具有依据国土资源相关法律和行业规定从事相关工作的能力；  
7.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自然资源概论、测绘基础、数字测图、国土资源法律法规、普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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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构造地质、矿物岩石鉴定。  
专业核心课程：国土资源调查、不动产权籍调查、国土空间评价、土地整治与生态

修复、矿产地质调查、数字化制图、国土资源遥感应用、国土空间数据库应用。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不动产权籍调查、矿产地

质调查、数字化制图、国土空间数据库应用、国土资源调查等实训。在国土资源调查评

估、地质勘察、自然资源管理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获取与处理、不动产数据采集与建库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资源勘查工程技术、环境地质工程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土地资源管理、资源勘查工程、自然资源登记与管理、地

理空间信息工程、地理科学  
 
 

专业代码   420102 
专业名称   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地质矿产调查工程技术人员、地质调查员、地质实验员等职业，区域地质调查、

矿产普查、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区域地质调查、矿产

勘查、矿山环境地质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地质填图、矿产资源野外调查与室内

综合评价、矿产资源开发对地质环境影响评价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

从事区域地质调查、矿产普查、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野外地质现象识别、记录与分析等能力；  
2. 具有野外踏勘、实测地质剖面、路线地质调查的能力；  
3. 具有绘制常见地质图、剖面图等图件的能力；   
4. 具有矿产普查野外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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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具有矿产普查室内工作的能力；  
6. 具有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的能力；  
7. 具有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普查项目报告编制的能力；  
8. 具有适应地质找矿领域数字化发展需求的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普通地质、矿物鉴定、岩石鉴定、构造地质、晶体光学、地层古生

物、测绘技术、第四纪地质与地貌。  
专业核心课程：矿床地质、固体矿产勘查技术、数字化地质填图、数字化地质制图、

地球化学找矿、地球物理找矿、遥感信息技术、矿山环境工程。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地质标本鉴定、普通地质

认识、地质填图与矿产勘查等实训。在地质勘查单位、矿业企业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资源勘查工程技术、环境地质工程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资源勘查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地质工程  
 
 

专业代码   420103 
专业名称   生态地质调查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地质调查员、水工环地质工程技术人员、水资源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生态环境

地质调查、矿山生态环境调查与评价、土地质量调查、水资源综合调查与评价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地质调查、生态环境

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生态地质调查、生态地质评价、生态地质数据库建设等能

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生态环境地质调查、矿山生态环境调查与评价、

土地质量调查、水资源综合调查与评价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67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地形地质图判读、常见矿物岩石及土壤鉴定、常见地质现象识别与分析的

能力；  
2. 具有野外踏勘、地质现象观察及描述、地质剖面测量、路线地质调查、野外取

样、异常分析的能力；  
3. 具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水、土壤、废渣、尾矿、噪声、粉尘等污染源环境调

查和评价的能力；  
4. 具有土地类型调查、质量评价、等级划分、生态环境适宜性评价的能力；  
5. 具有水文地质试验、地下水监测的能力；  
6. 具有标准化录入生态地质大数据，建立及维护、更新、管理、应用数据库的能力； 
7. 具有地质图件编制、成果资料综合分析、项目设计及报告编制的能力；  
8. 具有适应自然资源领域数字化发展需求的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普通地质、矿物岩石鉴定、构造地质、生态地质、地貌与第四纪地

质、水文地质基础、土壤基础、植被生态。  
专业核心课程：遥感信息应用技术、应用地球化学、数字生态地质调查技术、矿山

环境调查与评价、土地质量调查与评价、水文地质勘察、生态地质信息技术。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普通地质认识实习、矿物

岩石土壤鉴定、生态地质调查、生态地质数据库建设等实训。在地质队、环境监测站、

矿山、生态修复公司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接续专业举例  

持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资源勘查工程技术、环境地质工程  
持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地质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资源勘查工程  
 
 

专业代码   420104 
专业名称   矿产地质勘查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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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面向  

面向地质勘查人员、地质勘探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矿产地质勘查（绿色勘查）、矿

产资源管理、矿山生产和建设等技术领域。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矿产地质勘查等知识，

具有矿产地质勘查、矿产资源管理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矿产地

质勘查（绿色勘查）、矿产资源管理、矿山生产与建设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正确使用地质罗盘等专业工具的能力；  
2. 具有判读地形地质图的基本能力，能够用专业制图软件绘制常用地质图件；  
3. 具有常见矿物岩石矿石、地质构造的鉴定、识别能力；  
4. 具有典型矿床地质特征识别及成因分析的基本能力；  
5. 具有应用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综合找矿方法进行找矿的能力；  
6. 具有大中比例尺数字地质填图、探矿工程原始地质编录、样品采集的能力；  
7. 具有编制矿产勘查实施方案、矿产勘查报告的基本能力；  
8. 具有矿产资源管理的基本能力；  
9. 具有矿山地质工作的基本能力；   
10.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普通地质、矿物鉴定、岩石鉴定、构造地质、遥感地质、矿床开采

技术条件、测量技术、采矿概论。  
专业核心课程：矿床地质、固体矿产勘查、数字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探、地球化

学勘探、计算机地质制图、矿山地质、矿产资源管理。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地质认识实习、综合数字

地质填图实习、矿产勘查设计实训、探矿工程原始地质编录实训等实训。在地质矿产勘

查院（队）、矿业公司、矿山企业、矿产资源相关管理企业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不动产数据采集与建库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资源勘查工程技术、环境地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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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资源勘查工程、地质学、地质工程  
 
 

专业代码   420105 
专业名称   煤田地质勘查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地质勘探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煤田地质勘查、矿山安全生产地质保障、矿区

生态修复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地质基础、勘探方法、

煤田地质绿色勘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认识、分析和解决煤田地质绿色勘查、

矿井安全生产、矿区生态修复常见工程问题的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

事煤炭资源调查、勘查、设计、开发，煤矿安全生产地质保障，煤矿开采生态保护、治

理与恢复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对常见矿物、岩石、化石、地层、地质构造的观察、描述、鉴定及分析的

能力；  
2. 具有钻探施工管理及组织地质勘查施工的能力；  
3. 具有运用地球物理勘探方法进行探测的能力；  
4. 具有煤田地质勘查工作中的“三边工作”的能力；  
5. 具有矿井安全生产地质保障、地质观测分析、储量管理、地质灾害预测预报的

能力；  
6. 具有应用现代数字技术进行地质数据获取、图形表达、分析处理的能力；  
7. 具有对煤系地质勘查、矿井灾害防治、矿区生态修复等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

能力和创新创业的能力；  
8. 具有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进行绿色勘查的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普通地质、现代测绘技术、矿物岩石、地史地层、构造地质、煤资

源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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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课程：钻探工程技术、地球物理勘探技术、煤炭地质绿色勘查技术、矿井

地质、矿井灾害调查与防治技术、矿山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技术、数字地质技术应用。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钻探工程、地球物理勘探、

煤炭地质绿色勘查、数字地质技术应用等实训。在煤田地质勘查队、煤矿生产企业等单

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矿山开采数字技术应用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资源勘查工程技术、环境地质工程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地质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资源勘查工程、地下水科学

与工程  
 
 

专业代码   420106 
专业名称   岩矿分析与鉴定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地质调查员、地质勘查工程技术人员、地质实验员等职业，岩矿鉴定、岩矿（土）

测试分析、地质调查、环境监测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野外地质调查、岩矿

分析、岩矿鉴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野外地质调查、岩矿鉴定、岩矿测试分析、

环境监测技术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野外地质调查、岩矿鉴定、

岩矿测试分析、环境监测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使用仪器、机具采集岩石、矿物和地球化学等样品的能力，以及样品编号、

登记、制样和保管的能力；   
2. 具有熟练制作岩石薄片、矿石光片的能力，以及天然与人工重砂的淘洗与挑选

能力；  
3. 具有利用偏光显微镜对透明矿物、岩石进行准确鉴定、描述及定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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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有使用反光显微镜对不透明矿石、矿物进行准确鉴定、描述、定名并分析其

生成顺序、确定成矿阶段及成矿期的能力；  
5. 具有使用双目显微镜准确鉴定重砂矿物，并对鉴定结果进行分析的能力；  
6. 具有利用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方法，对岩石矿物进行定性和定量半定量分析的

能力；  
7. 具有对各类分析设备进行操作使用和维护保养的能力；  
8. 具有相关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  
9. 熟悉相关专业法律法规、安全防护等知识，具有依法从事岩矿分析、鉴定、测

试等工作的能力；  
10.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普通地质、无机化学、地球化学基础、构造地质分析、矿床基础、

地质样品采集与管理、分析化学。  
专业核心课程：矿物鉴定、仪器分析、晶体光学及光性矿物基础、岩石鉴定、矿相

鉴定技术、重砂鉴定与分析、光薄片制作技术、岩石矿物分析。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地质认识实训、地质调查

综合实训、地质采样实训、岩矿分析实训、岩矿鉴定实训等实训。在地质调查院、岩矿

鉴定所、珠宝鉴定中心（站）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矿山开采数字技术应用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资源勘查工程技术、环境地质工程、现代分析测试技术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地球化学、勘查技术与工程、地质工程  
 
 

专业代码   420107 
专业名称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宝玉石检测员、珠宝首饰加工员、新媒体运营员、珠宝首饰营销员等职业，检

测服务、珠宝首饰加工和珠宝首饰零售等岗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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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珠宝玉石鉴定、钻石

分级、珠宝首饰加工、珠宝首饰营销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珠宝玉石首饰检测、

品质分级、制作加工和营销能力，具有较高审美意识、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

贵金属首饰与宝玉石检测、珠宝首饰加工、新媒体运营、珠宝首饰营销工作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肉眼鉴别常见宝石晶体矿物、珠宝玉石的能力；  
2. 具有熟练使用常见珠宝鉴定仪器，对常见珠宝玉石进行鉴定的能力；  
3. 具有对钻石进行 4C 分级及评价的能力；  
4. 具有独立或协作进行宝石琢磨、玉石雕刻、首饰制作的能力；  
5. 具有珠宝首饰营销及管理的能力；  
6. 具有适应珠宝首饰产业发展需求的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  
7.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矿物岩石鉴定、消费者心理与行为、宝玉石鉴定仪器应用、宝玉石

文化、宝玉石美术基础、市场营销基础。  
专业核心课程：珠宝玉石鉴定、贵金属首饰检验、玉石鉴赏与评价、钻石鉴定与分

级、宝石加工与工艺、首饰制作工艺、珠宝首饰营销。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珠宝市场考察、宝玉石综

合鉴定、钻石 4C 分级、珠宝玉石加工、珠宝营销等实训。在珠宝质检站、首饰加工厂、

珠宝销售公司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珠宝玉石鉴定、贵金属首饰制作与检验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资源勘查工程技术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