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专业设置

分院名称 专业层次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就业方向

建筑工程
分院

高职
430701 建筑工程技术

从事各类建筑工程施工技术、质量检查、工程监督管
理、安全管理等工作。

高职
440503

建筑经济信息化
管理

从事工程造价编制、资料管理、招标代理等工作。

高职
420301 工程测量技术

从事工程测量、规划、市政、水利、建筑、房产、地
籍、道路、管线、境界测绘等工作。

高职 440504 建设工程监理 从事各类建设工程的监督管理、协调等工作。

高职
440502 建设工程管理

从事各类建筑工程施工技术、质量检查、工程监督管
理、安全管理等工作。

高职

500601
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技术

在城市轨道工程施工单位、勘测设计部门从事城市轨
道施工、勘测、轨道日常维护、造价文件的编制、施
工组织与管理等技术类的相关工作。

高职

44060 市政工程技术

从事城市建设、居民小区绿化、环境保护、道路、管
道、桥梁等市政工程领域的施工员、监理员、质检员
、安全员、预算员、资料员等一线专业技术岗位工作
。

五年一贯
430701 建筑工程技术

从事各类建筑工程施工技术、质量检查、工程监督管
理、安全管理等工作。

中职

640501 建筑工程造价
从事工程(造价)咨询公司、建筑施工企业、建筑装潢
装饰工程公司、工程建设监理公司、房地产开发企业
、设计院、会计审计事务所等企事业单位。

中职
640301 建筑工程施工

从事各类建筑工程施工技术、质量检查、工程监督管
理、安全管理等工作。

学前教育
分院

高职 570102 学前教育

面向城乡各级各类幼儿园、早教机构、托育机构、特
殊教育机构等领域，能够从事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
托育服务工作，各类培训机构的管理及社会服务等工
作。

中职 160200 幼儿保育
面向城乡各级各类幼儿园、早教机构、托育机构等领
域，能够从事幼儿园保育、各类相关机构的婴幼儿保
育及社会服务等工作。

技工 0512-4
家政服务（育婴

员方向）

面向母婴护理中心、月子会所、托育机构、早教机构
等领域，能够从事家政服务、营养分析、健康管理、
母婴护理、婴幼儿照护、社区服务等服务性工作。

高职 650301
家政服务与管理
（母婴方向）

职业面向主要有三个领域：第一类：母婴护理中心，
月子中心等机构；第二类是医院、医疗卫生机构；第
三类是托幼机构、早教机构等；主要从事家政服务、
营养分析与指导、健康管理、母婴护理、幼儿照护、
综合事务服务与管理等工作。

能源动力
工程分院

应用型本
科

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高等职业
教育与本科教育
衔接（“4+0”）

模式）

供电公司、电力设计与安装公司、电力设备制造企业
、发电厂、变电所等企事业单位的变电所设备维保、
变配电设计、变配电运行及管理、电气设备安装调试
、监控运行、继电保护、检修维护、技术管理等工种
。



能源动力
工程分院

应用型本
科

43020107
热能动力工程技
术（应用型本科
“3+2”模式）

发电厂集控运行；发电厂集控巡检；汽轮机安装与检
修；锅炉安装与检修；管道、阀门安装与检修。

应用型本
科

53010307
电力系统自动化
技术（应用型本
科“3+2”模式）

发电厂、变电所电气运行及检修；工厂电气设备的运
行及维护；继电保护的运行及维护；风力发电厂设备
运行与维护。

高职 430201
热能动力工程技

术
发电厂集控运行；发电厂集控巡检；汽轮机安装与检
修；锅炉安装与检修；管道、阀门安装与检修。

高职 530103
电力系统自动化

技术
发电厂电气运行；变电站变电运行；变电设备检修；
继电保护运维。

高职 53010301
电力系统自动化
技术  （清洁能

源方向）

发电厂电气运行；变电站变电运行；变电设备检修；
继电保护运维；风电系统、光伏发电系统的运行维
护；风电、光伏发电系统的检修；风电场运行管理。

高职 560702
汽车检测与维修

技术
汽车质量与性能检测；汽车故障返修；汽车机电维
修；服务顾问。

高职 460701
汽车制造与试验

技术
汽车质量与性能检测；汽车故障返修；汽车机电维
修；服务顾问。

高职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汽车整车和部件装配、调试、检测与质量检验
、新能源汽车整车和部件生产现场管理、新能源汽车
整车和部件试验、新能源汽车维修与服务。

高职 530102 供用电技术
变配电运维；变配电检修；配电设备安装；电力营
销；电能计量；维修电工。

高职 460307
工业过程自动化

技术

设备安装电气设备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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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一贯 430108 供用电技术
变配电运维；变配电检修；配电设备安装；电力营
销；电能计量；维修电工；电能计量；维修电工。

五年一贯 430105
电力系统自动化

技术
发电厂电气运行；变电站变电运行；变电设备检修；
继电保护运维。

技工

0126-3
汽车制造与装配

高级工
汽车制造厂、汽车改装厂及汽车维修企业从事汽车等
各类机动车的制造、运行、维修等技术与管理。

0207-3
化工仪表及自动

化高级工

本专业主要面向化工自动化仪表运用、维修、服务等
各相关行业企业，培养从事生产过程化工自动控制系
统运行与维护、化工自动化仪表设备安装与维护、化
工自动化仪表营销等。

0116-3
机械设备装配与
自动控制高级工

工程机械装调及维修、液电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电
气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现场技术支持、售后服务等
。

0403-3 汽车维修
汽车制造、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生产与管理、汽车
保险、汽车贸易等。

信息科学
与工程分

院

高职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信息管理工程技术人员；信息通信网络维护工程技术
人员；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人员。



信息科学
与工程分

院

高职
510205 大数据技术

信息管理工程技术人员；信息系统运行维护工程技术
人员；数据分析处理工程技术人员。

高职
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
术

电子设备生产管理;电子信息系统集成;电子产品设计
开发；电子产品维修。

高职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
术

计算机绘图员；软硬件工程师；网站开发技术人员；
系统设计技术人员。

高职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数字图形图像作品技术编辑、数字影视作品、数字动
画作品制作员。

中专
710210 计算机平面设计

平面广告设计与制作、装饰装潢美术设计数字影视作
品后期处理。

医学分院

高职 520101K 临床医学 医疗卫生机构

高职 520703K 预防医学 医疗卫生机构

高职 520201 护理 医疗卫生机构

高职 520201 护理（五年） 医疗卫生机构

高职 520202 助产 医疗卫生机构

高职 520301 药学 药品产销、医疗机构

高职 520410 中药学 药品产销、医疗机构

高职 520416 中医康复技术 医疗机构、康养机构

高职 520601 康复治疗技术 医疗机构、康养机构

高职 520501 医学检验技术 医疗卫生机构

高职 520504 口腔医学技术 义齿生产销售机构

高职 490203 药物制剂技术 药品产销、医疗机构

高职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
务与管理

养老、康养机构

中职 720201 护理 医疗卫生机构

中职 720301 药剂 医疗卫生机构

经济管
理分院

应用型本
科

大数据与财务管
理

各类大中型企业单位、国企央企及事业单位财务部、
代理记账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

高职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管

理
各类大中型企业单位、国企央企及事业单位财务部、
代理记账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

高职 530701 电子商务 从事电子商务运营、客服、视觉策划等相关企业

高职 530605 市场营销 从事销售、客服、营销策划等相关服务类企业

高职 530603 商务管理
从事商务策划、商务接待、商务谈判、行政助理等服
务类相关企业

高职 530201 金融服务与管理
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小额信贷公司等其他金
融机构，代理记账公司等

高职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顺丰速运有限责任公司、京东集团物流公司、中邮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中通快递有限公司、新疆西域鸿图
供应链管理公司、吐鲁番宋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新
疆得坤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等

高职 540101 旅游管理
旅行社、旅游景区、旅游咨询公司、旅游电子商务企
业、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等企



经济管
理分院

高职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

化运营
酒店、会展中心、旅行社、旅游景区、旅游行政主管
部门

高职 540102 导游
旅行社、旅游景区、旅游咨询公司、旅游电子商务企
业、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等企业

高职 540202 烹饪工艺与营养

希尔顿酒店、沈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山柒号、自
治区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兵团司令部机关事务
管理局、大美新疆、天山盛宴等企业以及各地州中职
院校。

技工 0520-4 旅游服务与管理 旅行社、旅游景区、酒店等旅游相关企业

技工 0501-3
烹饪高级工（中

式烹调）

希尔顿酒店、沈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山柒号、乌
鲁木齐益天祥酒店、大美新疆、天山盛宴、和田夜市
等企业。

技工 0503-3
烹饪高级工（中

西式面点）

希尔顿酒店、沈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贝甜蛋糕房、
心岸面包房、大美新疆、天山盛宴、和田夜市等企业
。

机电工
程分院

应用型本
科 460301,80

204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械电子工程

（3+2）

主要在特变变压器有限公司、特变电工众和有限公
司等大型企业从事机电类设备的生产、运用、调试
、维护、改造、管理等技术工作,从事机电一体化产
品的营销、设计工作

高职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主要在特变电工昌吉电气分公司、特变变压器有限
公司、特变电工众和有限公司等大型企业从事企业
供配电控制自动化生产线、电气设备的安装、操作
与维修；自动控制系统生产、安装及技术改造；电
工、电子产品装配与维修，自动化设备售后技术服
务等工作

高职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主要在特变变压器有限公司、特变电工材料有限公
司、西北电线线缆检修有限公司等大型企业从事机
电一体化生产设备的操作、设备管理、生产管理、
技术支持技术员和监控工作

高职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主要在特变自控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众荣电子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从事特变智能制造控制系统的
集成应用，智能制造控制系统的装调、维护维修，
智能制造控制系统的售前、售后服务等工作

高职 460201
智能制造装备技

术

主要在特变电工众和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众航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从事供电系统、电气装置、
自动控制系统，从事电工技术、电子技术、自动控
制技术、计算机开发与应用技术等方面的设计、安
装、调试、控制、维护、分析、管理等工作

高职 460104
机械制造与自动

化

主要在特变电工材料有限公司、石河子众和新材料
有限公司等企业从事设备操作、工艺技术、工艺设
计、制图员、产品设计、生产现场管理人员等工作



机电工
程分院

高职 460202 机电设备技术

主要在特变电工线缆厂、特变电工自控设备有限公
司等大中型企业面向机电行业、能源装备、交通运
输与工程装备等产业，从事设备维修工、设备管理
员、设备操作工、产品销售员、技术员等

技工（高
级）

0123-3
机电设备安装与

维修

主要在特变电工自控有限公司、西北电线线缆检修
有限公司等中大型企业从事通用电气设备及机电设
备安装、维修、调试、保养及管理等工作

技工（高
级）

0203-3
电气设备安装与

维修

主要在特变变压器有限公司、特变自控公司、天电
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等大型订单企业任维修电工技
师，从事自动化生产设备的安装、操作与维修，电
工、电子产品装配与维修

技工（高
级）

0119-3 焊接加工
主要在特变新能源有限公司、石河子众和新材料有
限公司等企业，培养适应焊接生产、管理、服务等
第一线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

预备技师 0203-2
电气自动化设备

安装与维修

主要在特变变压器有限公司、特变自控公司、特变
新能源公司等大型订单企业任维修电工技师，从事
自动化生产设备的安装、调试、操作与维修，电工
、电子产品装配与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