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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标题：二级标题

第一部分 学院 专业简介



1.1办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简介：发展历程

合并组建高职

高职起步
1999年

首批教育部教学
水 评估 优秀

发展提升2004年

首批省级示范院
校立项建设

做大做强
2008年

交校、航校创办

艰苦创业1959年

90年代：全国重点中专

铸造品牌

首批 家骨 院
校立项建设

2010年

13年：优秀等级通过验收

省一流高职

2016年 争创一流

68个专业

34个专业



1.2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建设历程

专业建设理念：
产教融合 以校企协 驱
需求导 以职业发展能力 核心
持续 航 以素养养成 双创教育 两翼

要战略合作伙伴
星网锐捷
中锐网络
中星网络
广东唯康

通信
红帽中国

2003  计算机网络技术招生
2005 院 示范性专业
2006  省 示范性建设专业 1/7)

2009  锐捷示范性网络学院(6/800

2010  省 示范性专业验收(1/3

2014  省 教育实训 地 网络工程综合技能实训 地
2016  广东省品牌建设专业 1/1

2016  中锐网络课程研发中心
2017  广东省一流院校重点建设专业 1/2

2017  信息技术专业大类省 公共实训中心



第 部分无线网络技术资源转化背



Logo
1.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职能能力分析

供需调研

职业能力分析

课程结构分析

课程标准编制

课程内容开发

课程实施与评

开发过程

调研报告

职业生涯路径

职业能力标准
典型工作任务

专业教学标准

课程教学标准

教 材
数字化资源

教学课例
成果、证书

产出品

职业能力标准和典型工作任
务 技术 技能 素质 要
求
技术员/综合型人才培养规
格、能力要求

确定职业生涯路径
3到5年毕业 要从 技术
员/技师的岗
厘清专业定

专业人才 养质量标准 技
术 技能 素质 要求

评价技术员/综合型人才培
养规格、能力



Logo
2 供需调研——行业现状与趋势



Logo
2 供需调研——行业现状与趋势



Logo

从知识验证型向业务驱动型转换

2 供需调研——全国职业技能竞赛



Logo
3.职业能力分析成果——人才培养的目标岗位

依据： 于研讨和学生跟踪调查结果
技术岗 ： 本符合3~5 要求，

关键因素：行业的网络技术应用
技术”管理岗 ：建 2~3 ，

关键因素：项目经验，特别是大型项目管理
能力

技术”商 岗 ：建 1~2 ，
关键因素：商务 同 数据分析处理经验

结论：
人才 养的目标岗 ：售前/售 网络工程师 初 网络系统集
成项目经理 高 商 理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专业定位



知识

• TCP/IP

•无线

•存储

•虚拟化

• ……

技能

•设备配置

•系统配置

•软 配置

•网络调试

• ……

业务

•工程工勘

•工程地勘

•工程实施

•工程调试

• ……

素养

•诚信

•团队协作

•文案处理

•高效沟通

• ……

一名合格的网络工程师

3.1 人才需求调研——企业人才需求模型



Logo
4.专业课程体系构建成果——专业课程体系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课程体系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Logo
4.1专业课程体系构建——实践课程体系输出

目标：

通过实践教学 养学生项目实施的业务能力

背景：

课程项目实 由于仅涉及网络工程项目中的一个

环节， 容易 养学生项目实施的业务能力

总体思路：

于真实工作项目，按业务流开展综合项目实

， 养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和业务水



4.2 实践课程体系——综合型项目实训

例如：园区网构建综合项目实训 3学期/2周

——某企业无线网络建设

涉及本学期课程：

网络设备的配置与管理、网络设备高级 用、无线网络技术

涉及前序课程：

综合布线工程、Windows系统管理、网络工程制



Logo
4.3 专业课程体系构建成果——实践教学体系



2.5 课程体系—— 三层次五阶段 实践教学体系

综合项目实训的优势：

通过完整的实施一个网络工程项目，学生在实践过程中
仅掌握了技术技能， 时掌握了实际网络工程项目的业
流程，提高了职业素养

项目涉及多门课程，符合网络工程项目的 复合性 特征

校企教师协 授课，提高了实践教学质量



第三部分资源开发的必要性



1. 无线网络技术教育现状

现状：

毕业生从 WLAN业 有 适性

厂商WLAN专项认证已推出3后5年

当前WLAN教材稀缺

高校WLAN实训室 由单一 复合型升

高职教师WLAN业 技能有待提升



1. 无线网络技术教育现状

无线教学资源开发的必要性：

满足高校WLAN相关课程教学开展的需求

满足学生WLAN业 实践技能的 养

满足网络工程综合技能训 的需求

满足社会人员WLAN技能提升的需求

满足职业技能大赛训 的需求

满足现代网络工程实训室复合型项目训 需求



第四部分资源开发进度



围绕网络工程师岗 对无线网络地勘 工勘 设备安装 调试

管理 优化的业 要求，通过引入行业标准和职业岗 标准，以

AC A事 交换机 认证服 器等设备 载体，引入无线项目案

例，将无线网络在连锁酒店 学校 会展中心 地铁等 型 用

场 下的业 实施过程融入到各项目中

1办无线资源内容概要



1办无线资源内容概要

无线网络技术业 实践

第一部分 无线网络的 础知识

第 部分 无线A事的勘测 设计

第三部分 智能无线网络的部署

第四部分 无线网络的管理 优化



1办无线资源的 形式

13个 用场景 项目
4个典型 用场景
依据企业业务工作流程

微企业无线网

微企业多部门无线网

仓 双AP无线网

会展中心无线网部署

…

…

会展中心无线的勘测与设计

智慧酒店无线网部署

宿舍无线网部署

无线的管理与优化

易

难



1办无线资源内容概要

第一部分 无线网络的 础知识
项目1. 了解无线的 用概况

了解身边的无线情况

熟悉简单无线测试工 手机端

项目2. AD-HOC无线对等网的构建

了解主02.11 SSID 频段 信道

信号强度 传输质量等

项目3. 微企业无线局域网的 建

详 了解主02.11a/b/g/n/ac....

2.4G/5.主G信道规划

无线室内外天线 无线 率 传输质量

FAT办A事 网模式

微企业无线网络业 实施过程

项目4. 微企业多部门无线网的 建

多SSID技术及 用

微企业无线网络业 实施过程

项目5. 微企业 公网双A事无线局域网的 建

信道规划

无线 率调整 优化

项目6. 微企业无线局域网的安全配置

无线安全 密认证技术

无线黑白 单

隐藏SSID



1办无线资源内容概要

第 部分 无线A事的勘测 设计

项目为办常见A事产品类型的 型 用

熟悉无线AC产品及 用场

熟悉无线A事产品及 用场

智分 放装 墙面式等

熟悉无线A事供电产品

熟悉无线 型 用解决方案

高校 教 酒店 医疗 交通

项目主办会展中心一楼无线网络的勘测 设计

无线接入用户数的评估

用户吞 量的评估

A事选型

A事点 设计 信道规划

无线复勘

无线地勘的风险 对策略

无线地勘 告



1办无线资源内容概要

第三部分 智能无线网络的部署
项目9. 瘦A事无线的 本概念及配置

FAT FIT

CA事WA事

FIT办A事部署工作过程

会展中心项目无线的部署

项目10办酒店智能无线网络的快速部署

骨干有线网络的无线部署

本地转发技术

项目11.宿舍智能无线网络的部署

室分 智分 智分”

单频单流 双频双流 双频单流



1办无线资源内容概要

第四部分 无线网络的管理 优化

项目12.办无线高可用的部署

A事负载均衡

AC热备

AC负载均衡

项目13.办办无线网络的测试优化

信道调整优化

A事 率调整优化

调整A事速率集

于无线用户限速

限制 率站点的接入

限制单A事接入的STA数目



岗位面向：
售中/售后 网络工程师

技能定位：
无线网络地勘与工勘
无线网络规划设计
无线网络的部署与实施
无线网络的管理与优化

2.教材定位



教材

事事T

教学微课

行业解决方案

实训指导书

无线产品配置一本通

题 考试系统

无线职业资格认证

大赛试题解析

3办资源呈现形式



4办当前进度
教材 已进入第三版研发，已完成50%

事事T 原第 版事事T

教学微课 待开发

行业解决方案 交通 教育 教 医疗 酒店等

实训指导书 有

无线产品配置一本通 锐捷版

题 考试系统 题 600道

无线职业资格认证 锐捷WLAN认证

大赛试题解析 待开发



5办部分教材章节分享



谢谢聆听，

请多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