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镜验光员是指使用验光仪器及辅助设备对眼睛健康状态、视觉功能以

及屈光状态进行检查，并开具矫正处方的人员。

本职业共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为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中级（国

家职业资格四级），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

二级）和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眼镜定配工是指根据验光处方开具配镜订单，使用加工机械设备进行眼

镜的装配和维修的人员。

本职业共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为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中级（国

家职业资格四级），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和技师（国家职业资格

二级）

一、培训项目

二、培训师资

目前眼视光学训中心实验实训建筑面积3450平方米；仪器设备2033台套，其中企业援赠55台套；价值1618万元。视光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校内实训基地建设实训中心7个，含检查检验室17间，装配、染色等生产性车间5间，满足各级培训鉴定的要求，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培训设备

高雅萍，眼视光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高级技师，眼视光技术专业国家级优秀

教学团队负责人，教育部全国验光与配

镜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眼镜协会常务理事，国家级教学资源

库主要负责人之一，天津市眼镜验光员

职业培训包项目负责人。

张荃，眼视光工程学院副院长，高级

实验师，高级技师，教育部全国验光

与配镜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常务

副秘书长，人社部授予国家级命题专

家称号，国家级教学资源库主要成员，

天津市眼镜定配工职业培训包项目负

责人。

王立书，眼视光技术专业教研室主任，

高级实验师，高级技师，“天津市有突

出贡献的技师”，“首届全国高等职业

教育毕业生百名就业创业之星”，天津

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主持《验

光技术》课程，被评为天津市级精品课。

王海英，副教授，国际隐形眼镜教育

者学会中国区协调员,高级考评员,美国

东南大学访问学者,主持或参加国家级

、省部级科研课题5项；发表论文论著

18篇，参编教材3部，获得国家级教学

成果二等奖2项。

培训咨询及报名：022-60585560     

鉴定考试咨询及报名：022-60586045             

企业咨询：022-60585335                        

校园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2号            
天津职业大学培训项目

天津市实施
百万技能人才
培训福利计划眼视光工程学院

 眼镜验光员      4-07-06-01   眼镜定配工      4-07-06-02



       眼视光工程学院长期坚持学历教育和社会培训并重，自1990年至今已经开展了 83 期中级、高级、技师及高级技师的验光配镜培训，为

我国眼镜行业培养了两万余名高技能人才，他们目前分布在全国31个省市，均已经成为企业的骨干。另外学院还为四川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职业大学、运城卫生学校、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师生提供对口服务。

       自2008年每年举办面向全国高职院校的师资培训项目，至今已面向 20 所院校开展了师资培训，培训后年轻教师取得了“眼镜验光员”

和“眼镜定配工”高级或技师职业资格，为兄弟院校培养了一批骨干“双师”，受到教师派出单位的充分肯定。同时也为我校开办师资培训

项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多年的努力，眼视光工程学院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2006-2010年，担任高等职业教育相关医学教学指导委

员会眼视光分委会主任单位，2011年，教育部全国验光与配镜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我校。2012年，全国首届验光配镜职业

技能大赛决赛在我学校开赛，学院圆满完成承接大赛任务，得到各界一致好评。2013年 7 月，我校与台湾中台科技大学合作，举办了首期

台湾高校验光配镜高级培训班，2014年6月，中台科技大学学生第二次来我校，进行了台湾高校验光配镜中级培训班的鉴定工作，圆满地完

成了培训鉴定工作。2014年12月，第二届全国验光与配镜职业技能竞赛决赛继续在我校开赛，并增设了学生组竞赛，中职高职组中共有来

自31所高职院校的80名学生参加验光组和定配组的决赛。学院主持天津市培训包2个，并在社会各级职业资格培训鉴定中实施。学院的社会

培训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得到各界的高度评价。

四、培训业绩

眼眼镜验光员与眼镜定配工各等级培训均为上下半年各一次，其中初中级面授培训时间为一个月，高级、技师面授培训时间为半个月，高级

技师面授培训时间为一周。

六、培训周期

培训咨询及报名：022-60585560     

鉴定考试咨询及报名：022-60586045             

企业咨询：022-60585335                        

校园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2号            
天津职业大学培训项目

天津市实施
百万技能人才
培训福利计划眼视光工程学院

五、培训课程

眼镜验光员

初级

眼科学

眼镜光学知识

眼屈光检查

眼镜商品知识认识

质量检验

验光技术

角膜接触镜验配

验光技术实训

中级 高级 技师 高级技师

验光技术

角膜接触镜验配

质量检验

验光技术实训

角膜接触镜验配实训

眼科检查

验光技术

质量检验

眼镜校配

角膜接触镜验配

验光技术实训

视功能检查

眼屈光检查

角膜接触镜验配

培训与指导

眼屈光检查实训

角膜接触镜验配实训

视功能检查及训练

低视力验配及康复训练

角膜接触镜验配

弱视检查

特殊病例验配

培训与指导

视功能检查实训

角膜接触镜验配实训

眼镜定配工

初级

眼科学

眼镜光学知识

眼屈光检查

眼镜商品知识认识

质量检验

眼镜加工工艺基础知识

眼镜加工制作

眼镜校配

仪器设备维护

眼镜装配实训

中级 高级 技师 ————

————

眼镜加工制作

质量检验

眼镜校配

仪器设备维护

眼镜装配实训

光学基础

眼镜加工制作

质量检验

眼镜校配

仪器设备维护

眼镜装配实训

眼镜加工制作

质量检验

眼镜校配

眼镜特殊加工工艺

眼镜店管理

培训与指导

眼镜装配实训



旅游和酒店管理专业培训实力雄厚，2006年酒店管理专业申报“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立项建设专业成功，2009年顺利通过验收；2011年

酒店管理专业又成功申报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2014年顺利通过验收；2012年酒店管理专业被确立为国际化建设专业。

目前酒店管理专业能够进行七个工种各等级培训、考核及鉴定资格，具体介绍如下：

前厅服务员(4-04-1-01)：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和高级           餐厅服务员(4-03-05-01)：分为五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技师和高级技师 

客房服务员(4-04-01-02)：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和高级        调酒师(4-03-03-01)：分为五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技师和高级技师 

旅游计调师(TJ-X4-04-02)：分为三个等级：中级、高级、技师    茶艺师(4-03-03-02)：分为五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技师和高级技师  

插花员(4-04-02-04)：初级

一、培训项目

二、培训师资

三、培训设备

王钰，硕士，副教授，主持天津市

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 项

《提高天津酒店业可 持续发展能力

的对策研究》，《高星级酒店员工

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关 系实证研究—

—以天津地区为例》

徐文苑，硕士，教授

主持天津市精品课程《餐饮实务实训》 

天津职业大学2011年度先进工作者 

天津市级优秀教学团队，成员 

天津市级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成员 

旅游管理学院
培训咨询及报名：022-60585560     

鉴定考试咨询及报名：022-60586045             

企业咨询：022-60585335                        

校园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2号            
天津职业大学培训项目

天津市实施
百万技能人才
培训福利计划

调酒教室 中餐学训教室 西餐学训教室

周飞       高级茶艺师 王小静       高级插花员 刘悦     高级餐厅服务员、餐厅考评员



四、培训业绩

序号    社会培训项目               培训内容   
服务规模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香港岭南大学
研修生培训班

中高职骨干
师资培训班

滨江万丽、滨海
假日酒店服务员
培训

餐饮、前厅服务人员培训

序号    社会培训项目              培训内容   
服务规模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茶艺师取证培训

旅游计调师培训

餐饮服务员考证
培训

前厅服务员考证
培训

研修教师、研修生
中级茶艺师培训

旅游局开展旅行社
计调人员培训

本校学生餐饮服务员
培训和考证

本校学生前厅服务员
培训和考证

1

2

3

4

5

6

7

8

80人        235人       76人 45人        35人        40人

54人       60人        52人

150人     170人      160人

35人         35人        23人

120人        ——        84人

——        ——         80人

57人         37人         39人
对口支援
合作办学

为香港岭南大学社区学
院旅游酒店学生进行餐
饮、前厅、茶艺、调酒
、客房培训

为中高职院校承担骨干
师资培训茶艺、调酒、
插花餐饮前厅项目

为新疆农学院、鄂尔多
斯职业学院等中西部院
校提供餐饮、前厅、茶
艺、客房培训。

五、培训课程 

天津职业大学培训项目

天津市实施
百万技能人才
培训福利计划旅游管理学院

培训咨询及报名：022-60585560     

鉴定考试咨询及报名：022-60586045             

企业咨询：022-60585335                        

校园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2号            

前厅服务员主要课程

前厅服务员基本素质要求、计算机技术在前厅服务中的应用、客房预订服务；礼宾代办业务；入住接待服务；问询留言服务；

总台结账服务；常用服务英语。

餐厅服务员主要课程      

客房服务员主要课程      

客房接待服务；客房会议接待；客房卫生知识；客房常用设备的维护与保养；饭店管理知识；主要客源国的风俗习惯；

客房做夜床服务；英语服务。

调酒师主要课程      

饮料概述、酒的知识、葡萄酒认知、鸡尾酒调制、酒水操作与服务、葡萄酒操作技巧、酒会、酒吧的组织。

插花员主要课程    

花的认知、插花基本方法与技巧、厅室花卉装饰。

茶艺师主要课程    

茶学基础知识、茶叶基本知识﹑茶文化概论、 六大茶类的冲泡技能、特色茶饮。

旅游计调师主要课程    

旅游产品的开发与旅游行程的制定，旅游产品的定价与报价，计调采购业务，计调工作流程、计调部发团管理、旅行社接团管理。

六、培训周期

前厅服务员每级别不少于80学时；餐厅服务员每级别不少于80学时；客房服务员每级别不少于80学时；客房服务员每级别不少于80学时；调

酒师每级别不少于80学时；初级插花员不少于100学时；茶艺师每级别不少于80学时；旅游计调师每级别不少于100学时。

礼仪与形体训练；高、中级宴会摆台设计与服务；莱肴、点心、酒类、饮料的质量优劣鉴别；餐饮文化知识；餐饮服务技能训练；

餐厅服服工作的工作流程；常用服务英语。



操作数控车床，进行工件车削加工的人员。

本职业共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为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中级（国

家职业资格四级），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

二级），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从事编制数控加工程序并操作数控铣床进行零件铣削加工的人员。

本职业共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为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中级（国

家职业资格四级），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

二级），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一、培训项目

二、培训师资

中心建筑面积5000㎡，现有数控车床、加工中心、电加工机床、三坐标测量机等先进设备60余台，各类普通机床70台，拥有80台高性能计算机

的专用机房及多媒体教室。固定资产2000余万元。

三、培训设备

李建国：机械工程实训中心主

任，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技术

能手，天津市技能大师，天津

市劳动模范，数控教学团队负

责人。

刘洋：全国技术能手，天津市技

术能手，全国数控技能大赛数控

车工教师组第一名。 

我中心有六位教师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称号，自左向右依次为：

陈振国，刘洋，李建国，李文军，谢学浩，黄连宝，他们分别在数

控车、数控铣和加工中心等数控领域具有较高的生产实践和教育培

训的能力。

机械工程实训中心
培训咨询及报名：022-60585560     

鉴定考试咨询及报名：022-60586045             

企业咨询：022-60585335                        

校园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2号            
天津职业大学培训项目

天津市实施
百万技能人才
培训福利计划

数控车工    6-04-01-01

从事编制数控加工程序并操作加工中心机床进行零件多工序组合切削加

工的人员。

本职业共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为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中级（国

家职业资格四级），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

二级），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加工中心操作工    6-04-01-08

操作车床，进行工件旋转表面切削加工的人员。

本职业共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为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中级（国

家职业资格四级），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

二级），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车工    6-04-01-01

数控铣工      6-04-01-02

利用操作线切割、电脉冲或电火花机械设备，进行各种几何形状的型腔

模具电腐蚀及线切割加工的人员。

本职业共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为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中级（国

家职业资格四级），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

二级），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电切削工     6-04-03-01

数控车削中心                       阿奇夏米尔加工中心机床/慢走丝线切割机床                           普通机床                                                加工中心机床



数控车工、数控铣工、加工中心操作工、电切削工、车工各等级培训均为上下半年各1次，其中中级培训时间为10周，高级培训时间8周、

技师培训时间6周，高级技师培训时间5周。

五、培训课程

六、培训周期

数控车工

中级 高级 技师 高级技师

加工准备

数控编程  

数控车床操作

 零件加工

数控车床维护和诊断

加工准备

数控编程  

数控车床操作

 零件加工

数控车床维护和诊断

加工准备

数控编程

数控车床操作

零件加工

数控车床维护和故障诊断

培训与管理

工艺分析与设计

零件加工

数控车床维护与精度检验

培训与管理

眼镜定配工

————

————

数控铣工

中级 高级 技师 高级技师

加工准备

数控编程

数控铣床操作

零件加工

数控铣床维护和故障诊断

加工准备

数控编程

数控铣床操作

零件加工

数控铣床维护和故障诊断

加工准备

数控编程

数控铣床操作

零件加工

数控铣床维护和故障诊断

培训与管理

工艺分析与设计

零件加工

数控铣床维护与精度检验

培训与管理       

————

————

加工中心操作工

中级 高级 技师 高级技师

加工准备

数控编程

加工中心操作

零件加工

加工中心维护和故障诊断

加工准备

数控编程

加工中心操作

零件加工

加工中心维护和故障诊断

加工准备

数控编程

加工中心操作

零件加工

加工中心维护和故障诊断

培训与管理

工艺分析与设计

零件加工

加工中心维护与精度检验

培训与管理

————

————

眼镜定配工

电切削工

中级 高级 技师 高级技师

线切割加工

电火花加工
线切割加工

电火花加工

线切割

电火花加工
线切割

电火花加工

————

————

眼镜定配工

车工

中级 高级 技师 高级技师

工艺准备

工件加工

精度检验及误差分析

工艺准备

工件加工

精度检验及误差分析

工艺准备

工件加工

精度检验及误差分析

培训指导

管理

工艺准备

工件加工

精度检验及误差分析

培训指导

————

————

机械工程实训中心
培训咨询及报名：022-60585560     

鉴定考试咨询及报名：022-60586045             

企业咨询：022-60585335                        

校园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2号            
天津职业大学培训项目

天津市实施
百万技能人才
培训福利计划

在学校领导的正确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心不断发展壮大。获得“天津市高校实验室建设特别奖”；在历年天津市高职院校

数控技能竞赛中连续荣获一等奖；在历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中荣获学生组第三、四、五、七名，荣获教师组第一、三、六、八名的优异成

绩；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数控项目中多次获得一等奖；多名青年教师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和“天津市技术能手”称号。实

训中心被评为天津市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受到市教委和兄弟院校的好评。

四、培训业绩



一、培训项目 二、培训师资

三、培训设备

孙慧，副教授，物流管理专业

负责人，高级采购师，国际物

流师，国家共享资源课程《仓

储管理》主持人，主讲助理物

流师《仓储管理》、《配送管

理》课程。

杨国良，副教授，天津市优秀教

师，电子商务师，高级网页设计

师，SAS数据分析师，国家资源

共享课程《网络营销》主持人，

主讲电子商务师《网络营销》课

程。

经济与管理学院
培训咨询及报名：022-60585560     

鉴定考试咨询及报名：022-60586045             

企业咨询：022-60585335                        

校园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2号            
天津职业大学培训项目

天津市实施
百万技能人才
培训福利计划

在商业服务机构从事银钱（含现钞、支票、银行卡等）结算服务的工作

人员。通过培训，使学员了解到相关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知识，掌握收

取银钱操作技能，商品清点和清付操作技能和现金及票据后台管理等技

能。经职业鉴定合格者，取得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收银员

职业资格，达到独立上岗操作的水平。

收银员     4-01-01-02

物流人才是在生产、流通领域中从事与运输、储存、包装、配送、供应

链管理、采购管理、信息服务等活动相关的职业管理人员。此培训项目

适合第三方物流、公路与铁路运输、邮政、外贸、航运、快递、货代、

船代、港口、仓储、配送等企业的操作、业务、策划及中高层经管人员

；生产、制造、电子商务、超市等企业的相关操作人员及经管人员；交

通、航空、铁道、航运、外贸、物资等本科、中高职等分类院校的在校

学生以及拟从事物流与供应链相关职位的待业人士。

助理物流师     X2-02-34-11

助理电子商务师是我国劳动保障部颁发的“电子商务”专业资格，属于

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借助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专业的网络商务

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帮助商家与顾客或商家与商家之间从事各类商务

活动或相关工作。具体来说，通过该项目培训，使学员能够进行网页制

作，网络商务信息收集与交换，网络营销，电子交易，物流信息管理，

网络采购和电子商务安全管理的操作。考试分为综合知识考试和综合技

能考试两场，全部上机考试。

 助理电子商务师    X4-99-00-01

电子商务师实训室：服务器2台，计算机80台。 物流师实训室：立体库分拣线，货架。 会计技能实训室：POS机，收款机。

陈清，副教授，会计电算化专业

骨干教师，人社部质量督导员，

信息化工程师，天津市会计协会

珠算分会理事，海峡两岸珠算大

赛裁判，主讲收银员《收银管理

》课程。



助

六、培训周期

五、培训课程 

天津职业大学培训项目

天津市实施
百万技能人才
培训福利计划经济与管理学院

培训咨询及报名：022-60585560     

鉴定考试咨询及报名：022-60586045             

企业咨询：022-60585335                        

校园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2号            

茶艺师主要课程    

助理物流师 电子商务师 收银员

商品采购
仓储管理
配送管理
运输管理
生产物流

国际货运管理
物流信息管理

网页制作
网络商务信息收集与交换

网络营销
电子交易

物流信息管理
网络采购

电子商务安全管理

收取银钱
对课服务
收银管理
培训管理

四、培训业绩

培训项目                        培训时间                            培训人数                                  培训效果

助理物流师 2007——至今                         50人/年                                年通过率达75%

物流师

2001年至今，一直承担学校和校外电子商务专业助理电子商务师的取证培训工作，通过率75%。

电子商务师

助理物流师：100学时                      电子商务师：200学时                            收银员： 80学时                     



使用工、夹、量具，仪器仪表及检修设备进行汽车的维护、修理和调试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分别为：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中级（

国家职业资格四级）、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技师（国家职业资

格二级）、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鉴定考核时理论知识考试

采用闭卷笔试方式，技能操作考核采用现场实际操作方式进行。均实行

百分制，两门均达到60分以上者为合格。技师和高级技师鉴定还须进行

综合评审。

通过培训，能够了解各种车身的结构特点和维修要求，尤其是承载式车

身的维修要领；掌握简单薄板的手工成形工艺操作方法，车身覆盖件的

钣金成形技能、车身结构件的更换方法和焊接技术等，掌握车身维修常

用设备工具的使用和维护操作,。鉴定考核时理论知识考试采用闭卷笔

试方式，技能操作考核采用现场实际操作方式进行。均实行百分制，两

门均达到60分以上者为合格。

一、培训项目

二、培训师资

成起强，副教授，汽车维修教

研室主任，高级工程师，汽车

维修技师，企业工作19年，长

安福特、东风日产企业种子讲

师。

汽车工程系
培训咨询及报名：022-60585560     

鉴定考试咨询及报名：022-60586045             

企业咨询：022-60585335                        

校园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2号            
天津职业大学培训项目

天津市实施
百万技能人才
培训福利计划

汽车修理工    6-06-01-02

谢金良，汽车维修技师，企业

工作4年，长安福特种子讲师

，长期在钣金岗位工作。具有

丰富的实操经验和良好的理论

基础。

 汽车维修钣金工    20-024

李晶华，博士，教授，

汽车工程系主任，汽车维修专业

带头人，企业工作9年，汽车维

修技师，汽车修理工高级考评员

梅涛，天津职业大学长安福特华

北培训中心主管，汽车维修高级

技师，长安福特大学资深讲师，

汽车维修专业兼职教师。

王海元，TTI项目主管，长安福特

高级讲师，汽车维修高级技师，

汽车维修专业兼职教师。

黄福明，长安福特钣金种子讲

师，企业工作10年，汽车维修

技师。具有丰富的实操经验和

良好的理论基础。

三、培训设备

学生进行发动机拆检训练 制动器检修训练 整车故障诊断训练 企业员工钣金实操训练



六、培训周期

五、培训课程 

天津职业大学培训项目

天津市实施
百万技能人才
培训福利计划汽车工程系

培训咨询及报名：022-60585560     

鉴定考试咨询及报名：022-60586045             

企业咨询：022-60585335                        

校园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2号            

汽车修理工培训周期：63天                       汽车维修钣金工培训周期：60天

四、培训业绩

序号                               培训项目                                 级别                                  近5年培训人数

汽车维修工涉及课程有：汽车电工电子、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汽车电器设备与维修、汽车维护与保养、汽车发动机电                    

                                        控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等。

汽车钣金工涉及课程有：汽车材料、汽车焊接工艺、汽车构造、汽车钣金修复、汽车车身测量与校正、车身结构及附属设备等。

1                        汽车修理工                                中级

2                        汽车修理工                                高级                                           405

3                    汽车维修钣金工                                中级                                           156

4                    汽车维修钣金工                                高级                                            82

5                     企业“订单班”                     东风日产   长安福特                              224

6            企业员工汽车机电维修培训               中、高级                                       2234

494



陈妍妍，护理专业研究生，天

津职业大学老年服务与管理教

师，培训讲师。

该培训工种拥有养老护理、康复训练、老

年社工、养老信息化等培训室四个。培训

室面积 800 余平方米，设备 590 台套，

设备值290余万元，能够满足老年生活照

料、基础护理、康复护理、心理护理以及

机构信息化管理实训需要。

一、培训项目

二、培训师资

三、培训设备

赵学昌，博士，教授，天津市

养老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

员，天津市养老护理员职业培

训包开发负责人。

李临秋，主任护师，原南开医

院护理部主任，现天津职业大

学常年兼职教师（左二）。

该培训工种依托天津职业大学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拥有专任培训

师 9名，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培训师 5 名，拥有高级以上养

老护理员、心理咨询师等职业资格证书培训师 6 名，博士 2名；另

拥有具有养老机构或医院工作背景常年聘任兼职培训师7名。

社会管理系
培训咨询及报名：022-60585560     

鉴定考试咨询及报名：022-60586045             

企业咨询：022-60585335                        

校园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2号            
天津职业大学培训项目

天津市实施
百万技能人才
培训福利计划

养老护理员        4-07-12-03

养老护理员是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康复护理、心理护理的服务人员以及从事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护理管理与指导的基层管理人员。

该职业共设四个等级，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中级（国家职业资格四级）、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



该培训工种所依托天津职业大学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为学校与天津市民政局合作举办专业、天津市养老护理员职业培训包开发单位、

民政部民政行业（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鉴定培训基地。自2009年以来，共举办24期天津市养老护理员培训班和12期养老机构院长培训

班，培训学员2300余名。

社会管理系
培训咨询及报名：022-60585560     

鉴定考试咨询及报名：022-60586045             

企业咨询：022-60585335                        

校园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2号            
天津职业大学培训项目

天津市实施
百万技能人才
培训福利计划

四、培训业绩

  

 

举办天津市养老护理员培训班情况简表

序号                                                名称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一期培训班（河北区）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三期培训班（津南区）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四期培训班（静海县）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五期培训班（东丽区）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二期培训班（河北区）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六期培训班（津南区）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七期培训班（河东区）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八期培训班（西青区）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九期培训班（武清区）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十期（北辰区）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十一期（河北区南开区静海县）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十二期（河西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序号                                                名称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十三期(红桥区）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十四期（蓟县）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十五期（武清区）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十六期（西青）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十七期（东丽）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十八期（津南）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十九期（汉沽）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二十期（西青区）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二十一期（河东区）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二十二期 (静海区）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二十三期（北辰区）

天津市养老护理员第二十四期(津南区）

五、培训课程和周期

基础知识；生活照料；基础护理；

康复护理；心理护理

基础知识；生活照料；基础护理；

康复护理；心理护理

基础知识；生活照料；基础护理；

康复护理；心理护理；培训与指导

基础知识；生活照料；基础护理；

康复护理；心理护理；护理管理

培训课程 培训形式 培训周期等级

初级

中级

技师

高级

技能操作；知识讲座；

学员自学；现场教学；

模拟考试；

机构实习（零实践基础）

23天（180课时）

19天（150课时）

15天（120课时）

12天（90课时）

知识讲座；技能操作；

项目教学；现场教学；

机构实习；模拟考试



郝晓秀，天津职业大学印刷工程系主任，

教授，博士，平版印刷工技师，考评员，

长期从事印刷技术专业一线教学与研究工

作，平版印刷工职业培训包负责人，平版

印刷工国家技能大赛裁判员；主持并参与

完成多项省部级课题，发表论文40余篇，

主编“十一五”、“十二五”教材2部。

仇久安，副教授、高级工程师，天津市

包装生产线技术工程中心副主任，长期

从事印刷设备、印后加工技术的教学与

研究，高级考评员，印品整饰工职业培

训包负责人，印品整饰工国家技能大赛

裁判员，主持多项企业横向课题。

印前制作员是指在印前及媒体准备工作流程中，从事图文信息输入、

处理、加工、设计、制作、合成、输出和管理等工作的人员。本职业

共分为四个等级，印前制作员（国家职业资格四级）、高级印前制作

员（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印前制作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高级

印前制作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一、培训项目

印刷工程系
培训咨询及报名：022-60585560     

鉴定考试咨询及报名：022-60586045             

企业咨询：022-60585335                        

校园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2号            
天津职业大学培训项目

天津市实施
百万技能人才
培训福利计划

平版印刷工   6-20-02-01 印品整饰工    6-20-03-02

平版印刷工是指使用平版印刷机（胶印机）将印版上的图文信息转印

到承印物上的人员。本职业共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为初级（国家职业

资格五级），中级（国家职业资格四级），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和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印品整饰工是指从事纸质印品表面整饰和整理成型的工作人员。本职业

共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为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中级（国家职业

资格四级），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

和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印前制作员    6-20-01-05

包装设计师    X2-10-07-09

包装设计师是指在商品生产、流通领域，从事包装工艺设计、储运包装

设计、销售包装设计的人员。本职业共分为四个等级，包装设计员（国

家职业资格四级）、助理包装设计师（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包装设计

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高级包装设计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平版制版工    6-20-01-01

平版制版工是指从事平版印前（媒体准备）工作流程中的图文信息输入、

设计、处理、输出等操作及管理的人员。本职业共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为

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中级（国家职业资格四级），高级（国家职

业资格三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和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

级）。

二、培训师资 三、培训设备

目前印刷包装实训中心面积约3000平方米，包括胶版印刷、印后加工、

印刷制版、数字印刷、图文设计、包装结构与模版设计等15个实训室，

校内实训设备价值1400多万元，实训设备包括国际先进的海德堡SM74

四色胶印机、海德堡CTP设备、长荣有恒高速自动模切机、长荣有恒高

速自动糊盒机，日本邦友纸包装设计系统、日本邦友纸包装盒型打样设

备、激光模切机、数字印刷机等，满足各级培训鉴定的要求，实现可持

续发展。

印刷专业教师对学生进行海

德SM74四色胶印机操作技

术培训

印刷专业教师对学生进行印

后加工技术培训

孟婕，天津职业大学印刷工程系副主任

副教授，博士，印刷专业负责人，平版

印刷工技师，平版制版工职业培训包负

责人，考评员，长期从事印刷、图文专

业一线教学与研究工作，负责10余期专

业技术培训，发表论文20余篇，编写教

材2部。



印刷工程系
培训咨询及报名：022-60585560     

鉴定考试咨询及报名：022-60586045             

企业咨询：022-60585335                        

校园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2号            
天津职业大学培训项目

天津市实施
百万技能人才
培训福利计划

四、培训业绩

五、培训课程

六、培训周期

印刷工程系对于平版印刷工、印品整饰工、印前制作员、包装设计师、平版制版工的培训已开展多年，近3年已为企业员工和学生培训30余次，

合计1500余人。先后举办“包装结构与模切版设计”、“海德堡印刷操作”高级研修培训班5届，共培训来自全国近40所高职印刷包装相关院校

百余名青年骨干教师。

平版印刷工、印品整饰工、印前制作员、包装设计员、平版制版工每个培训项目的培训周期均在15天左右。

平版印刷工                       印品整饰工                       印前制作员                     包装设计师                        平版制版工

《印刷机械》

《胶印操作技术》

《印刷质量检测与控制》

《印刷材料性能与检测》

《印刷工艺》

《印刷企业管理》

《包装结构与模切版设计》

《物流运输包装设计》

《包装装潢设计》

《包装技术与应用》

《平面设计软件操作I-ps》

《平面设计软件操作

II-Illustrator》

《现代制版技术》

《数字印前工艺》

《印前图像处理》

《排版技术》

《印刷工艺》

《印刷材料》

《印刷质量检测与控制》

《覆膜工艺与设备》

《上光工艺与设备》

《模切、烫金、压凹凸工

艺与设备》

     《糊盒工艺与设备》 

 

《数字印前工艺》

《印前图像处理》

《版式设计》

《排版技术》

《矢量绘图》

《现代制版技术》

《数字印刷》

          《色彩管理》 



02化工工艺试验工   6-03-01-16

一、培训项目

二、培训师资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培训咨询及报名：022-60585560     

鉴定考试咨询及报名：022-60586045             

企业咨询：022-60585335                        

校园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2号            
天津职业大学培训项目

天津市实施
百万技能人才
培训福利计划

有机合成工是指使用相关的原材料和化工生产设备，按指定的操作规程，合成有

机化学品的人员。

化工工艺试验工是指从事化工工艺改进，装备改进，新产品试制项目的小试、中

试生产的人员。

化工总控工是指操作总控室的仪表、计算机等，监控或调节一个或多个单元反应

或单元操作，将原材料经化学反应或物理处理过程制成合格产品的人员。
化学检验工是指使用化学分析仪器和理化仪器等设备，对化工产品的成品、半成

品、原材料及中间过程进行检验、检测、化验、监测和分析的人员。

化工检修钳工是指有能力和资格从事化工钳工、化工转动设备的安装、调试、检

修、维护和保养等及其相关的工作人员。

啤酒酿造工是指在啤酒酿造及相关微生物发酵岗位从事啤酒生产工作的职业人

员。

乳品检验员是指在乳品生产企业从事乳、乳制品、添加剂及原辅材料分析检验工作

的人员。

01 有机合成工   6-03-11-01

03化工总控工   6-03-01-17 04化学检验工   6-26-01-01

05化工检修钳工   16-147

水环境监测工是指从事制定及实施水环境监测方案和污染控制方案，选择监测方

法，提供准确监测数据，水环境分析评价和水环境治理的工作人员。

06水环境监测工    35-002

07乳品检验员    6-26-01-08

饮料制作工是指从事将食糖、水果、蔬菜、水、乳或乳制品等原辅材料加工制作

成饮料制品的人员。

09饮料制作工    6-12-03-06  

药物制剂工是指从事制剂生产一线岗位的操作能力、常见问题故障的处理能力、

产品质量控制及生产管理的基本能力的职业人员。

10 药物制剂工   6-14-03-01

药物检验工是指按照规定的质量标准，对各类原料药成品、制剂成品、中间产品、

原辅料、工艺用水、包装材料等进行常规理化分析、仪器分析，判定其质量的职业

人员。

11 药物检验工   6-21-01-21

医药商品购销员是指从事药品采购、销售及咨询服务的工作人员。

12 医药商品购销员    4-01-99-01

宝玉石检验员是指从事贵金属首饰、钻石、宝玉石检验、鉴别、品质分级等工作的

职业人员。

13 宝玉石检验员     6-26-01-35

贵金属首饰手工制作工是指从事贵金属首饰、钻石、宝玉石加工、检验等工作的

职业人员。

14 贵金属首饰手工制作工     6-21-01-02

08啤酒酿造工   6-12-04-02

王艳国，教授级工程师，国家高层次人

才特殊支持计划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

名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国家级

教学团队负责人。

聂云，教授，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职业

技能鉴定高级考评员，化学检验工高级技

师。主要从事水环境监测与处理方面的研

究。

黄作良，男，教授，国家珠宝注册质检师（CGC）。1998 年入选“国家千百

万人才工程”； 1999 年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2002 年入选天津市“ 131 人

才工程”； 2002 年入选全国珠宝玉石检测师职业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

陈革，教授，宝玉石检验技师、考评员，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专业主任全国

高职高专骨干教师。研究方向：宝玉石鉴定、首饰制作。

吕平，副教授，博士后，化学检验工高

级技师、食品检验员技师，高级考评员

主持天津市乳品检验员培训包的建设工

作。

李霞，教授，执业药师，担任生物制药技

术专业负责人，承担药物制剂技术、药事

管理法规、生物化学、药物分析等课程的

教学、实验实训和培训工作。



三、培训设备

四、培训业绩

五、培训课程

六、培训周期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培训咨询及报名：022-60585560     

鉴定考试咨询及报名：022-60586045             

企业咨询：022-60585335                        

校园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2号            
天津职业大学培训项目

天津市实施
百万技能人才
培训福利计划

培训与鉴定化工总控工、化工检修钳工、微生物发酵工、化学检验工、水环境监测工等五个工种。已完成学生顶岗实训38460人次，培训和鉴定

1770人次。成功举办6届高等学校骨干教师、高级研修（技师）培训班，4届新疆高等职业教师培训班、2届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等职业学校骨干教师

国家级培训，合计培训骨干教师580人次。此外，为蓝星（天津）化工有限公司、四川材料与工艺研究所等企业进行培训478人次，为天津科技大

学、天津理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本科院校培训学生272人次。

各工种培训周期：初级工40天，中级工30天，高级工25天，技师20天，高级技师15天。

培训工种 主要培训课程

  有机合成工                                           精细化工操作技术、釜式反应操作技术、流化床操作技术、固定床操作技术、吸收解吸操作技术

化工工艺试验工                              精馏操作技术、釜式反应操作技术、化工传热技术、干燥技术、气相色谱仪操作技术、液相色谱仪操作技术

    化工总控工                                 化工仪表操作技术、吸收解吸操作技术、化工传热技术、流体输送操作技术、化工机械与设备的维护与检修 

    化学检验工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的应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应用、气象色谱仪操作技术、液相色谱操作技术

  化工检修钳工                                     钳工、离心泵拆装、管道拆装、空压机拆装；化工钳工、化工转动设备的安装、调试、检修、维护和保养

  水环境监测工                                                 环境监测；污水样品采集、保存、预处理；常用监测仪器、大型分析仪器的掌握与使用

    乳品检验员                                                                  乳、乳制品、添加剂及原辅材料分析检验；成品理化指标检验

    啤酒酿造工                                           啤酒品种的分类、原辅材料的性能及质量要求、啤酒酿造灌装基础知识、啤酒酿造设备的结构和特性

    饮料制作工                                                             饮料制造的基础知识；水处理、原料前处理；物料调配、杀菌、灌装 

    药物制剂工                颗粒剂、片剂、胶囊等固体制剂制剂生产技术；合剂、乳剂、混悬剂等液体制剂生产技术；无菌制剂生产技术；软膏剂、栓剂等半固体制剂生产技术   

    药物检验工                                            质量标准知识、药物基础知识、药物检验基础知识、化学试剂性能知识、检验技术知识和操作技能

 医药商品购销员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法律法规基本知识；医学基础知识；药物基础知识

  宝玉石检验员                                                  检验贵金属首饰、钻石、宝玉石的元素含量及物理性质；鉴别真伪；进行品质分级

贵金属首饰手工制作工                                                  常见典型首饰款式的设计与加工；倒模工艺、失蜡浇铸工艺的原理和方法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化工单元操作设备

宝玉石鉴定实训室 紫外分光光度计实训室

化工单元操作实训室 厌氧发酵装置

化工总控工实训装置流体输送实训室



一、培训项目

艺术工程学院
培训咨询及报名：022-60585560     

鉴定考试咨询及报名：022-60586045             

企业咨询：022-60585335                        

校园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2号            
天津职业大学培训项目

天津市实施
百万技能人才
培训福利计划

数字视频合成师    X2-02-17-04 形象设计师     4-07-04-04

服装制作工    6-11-01-04 色彩搭配师     X2-10-07-23

该项目是培养能够运用数字合成软件在计算机平台上对各种影像素材

进行叠加、校正、修饰、动画及特殊视觉效果处理的设计创作人员。

该项目是培养能够熟练掌握人物整体形象设计、化妆设计、美发设计、

美容美体技术等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形象设计人员。

该项目是培养具备测量制定服装型号规格，合理使用原辅料进行服装

设计、服装裁剪、服装制板等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专业技术人员。

该项目是培养能够运用色彩专业知识和技能,从事色彩搭配与设计、色彩

策划与营销、色彩调查与管理、色彩研究与咨询的专业技术人员。

该项目是培养能够对室内设计项目进行准确功能定位，施工图绘制

与审核,施工现场设计技术指导的专业技术人员。
该项目是培养能够从事广告设计管理、创意与制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该项目是培养具备领会贯彻动作设计意图和技术要求、动画角色造型

绘制、动态中间图绘制、不同场景绘制等知识与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

该项目是培养能够正确选择利用各种化妆材料，以化妆对象自身条件为基

础，改变或美化其外貌从而塑造各种影视艺术等人物形象的专业技术人员

以上八个工种经培训、鉴定，可分别获得中级或高级或技师等相应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室内装饰设计师    2-10-07-06 广告设计师     2-10-07-08                    

动画绘制员     X2-10-07-15      艺术化妆师      2-10-05-08

二、培训师资

张玉忠，艺术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教育

部职业院校工艺美术分委会会员、全国职业

院校艺术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包协设计

委副主任、天津工业设计协会理事、室内装

饰人员高级考评员。

孙甜    讲师     高级技师   田军     副教授     考评员 

陈艳麒，教授，室内装饰人员考评员高级，

主持天津市人社部《数字视频合成师培训包

》项目。对数字媒体领域的工作流程、工作

任务、设计制作方面等有和丰富的经验，能

够在该领域给学员提供拓展知识。

王琳   教授   技能鉴定高级考评员



六、培训周期

五、培训课程 

天津职业大学培训项目

天津市实施
百万技能人才
培训福利计划艺术工程学院

培训咨询及报名：022-60585560     

鉴定考试咨询及报名：022-60586045             

企业咨询：022-60585335                        

校园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洛河道2号            

四、培训业绩
艺术工程学院本着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高职办学方向，彰显学院各专业的优势，先后为设计类型企业培训

员工及初就业学生培训计算机设计应用软件12期，为企业技术支持和设计服务多项，学院师资队伍具有双师资格证达95%，能满足社会不同的

艺术设计职业岗位的需求。

各工种培训周期为上下半年各一次，初级培训时间为1个月，中级培训时间为1个月，高级培训时间为1个月。

                                                                                                       动画绘制员

                                                                  动画角色设计、场景设计与制作、原画设计、分镜头设计

                                                                       服装制作工

                                        制板、裁剪、缝纫、设计与制板、裁剪与缝制

     美术基础、室内设计识图与制图、计算机制图、效果图表现技法、室内设计软件效果图、装饰材料与施工工艺、工程预算与管理、

                                                         室内设计基础、居住空间项目专题设计、公共空间项目专题设计

            色彩学基础原理、平面构成基础原理、立体构成基础原理、材料学基础知识、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色彩咨询、色彩调查、

                                                                                            色彩搭配、色彩设计

                                                                                                          形象设计师             

                               分析与定位、服装服饰设计与实施、化妆设计与实施、发型设计与实施、生活礼仪实施、培训与指导、人的个性与心理

                                                                                 艺术化妆师

绘画基本知识、化妆品及工具的分类与应用及保养、化妆基础知识、发型设计、生活妆、新娘妆、创意妆、服饰搭配

                                                                             广告设计师                                               

图形创意、字体设计、标志设计、版式设计、包装设计、网页设计 、企业形象设计、招贴设计、书籍装帧设计 

色彩搭配师

数字视频合成师

室内装饰设计师

                            高级                    中级

设备安装与维护、素材处理、

合成动画1、图像修饰1

                            技师

镜头语言2、合成动画3、图像修饰3、

视觉效果设计、培训与管理镜头语言1、合成动画2、图像修饰2

三、培训设备
艺术工程学院实验室和实训基地建设是体现国家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的主要内容之一，设备总数达1373台套，总价值为：959.5554万元，占

地：3830平方米，拥有实训室16个，其中录音棚、达芬奇集群渲染实训室，视听分析室都为高水平建设项目，可满足不同工种的培训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