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级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专业代码：610215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同等学力人员 

三、修业年限 

三年，专科 

四、职业面向 

（一）服务面向 

（二）职业发展路径 

 

（三）职业岗位及职业能力分析 

所 属 专

业 大 类

（代码） 

所 属 专

业类 

（代码） 

对应 

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

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或技

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或技

能等级证书举例 

电子信息

大类（61） 

计算机类

（02）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 业

（I65） 

计算机与应

用工程技术

人 员

（2-02-13） 

大数据运维工程师、 

大数据 ETL工程师 

大数据分析工程师、 

大数据可视化工程师、 

大数据应用开发工程

师 

 

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

水平考试合格证书、 

数据分析师、 

大数据技术工程师 

 



表 1 主要工作岗位及其岗位能力分析 

职业 

岗位 

典型 

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要求 

对应职业 

能力课程 

所需职

业 

资格证

书 

大 数 据 运

维工程师 

能够搭建和运维

各种常用大数据

系统，为企业运行

各种大数据应用

服务 

1. 熟悉 Hadoop、HBase、Hive、

Spark 等大数据系统的工作原

理； 

2. 具有使用 Shell脚本搭建分

布式系统的能力； 

3. 具有大数据系统的搭建、调

优和运维能力； 

4. 熟悉相关大数据产品且具

有一定的构建大数据应用环境

的能力。 

5. 具有一定的行业知识。 

计算机网络基础 

C 语言程序设计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Linux 操作系统 

Mysql 数据库技术 

大数据技术基础 

大数据系统运维 

大数据技

术工程师 

大数据 ETL

工程师 

能够使用各种工

具进行大数据采

集、预处理、上载

和对数据进行备

份及恢复，保证企

业数据来源、数据

质量、和数据可靠

性 

1. 具有使用网络爬虫获取数

据的能力； 

2. 具有使用 ETL工具对数据进

行预处理的能力； 

3. 具有使用 Hive 数据仓库存

储、管理和查询数据的能力； 

4. 具有一定使用 MapReduce完

成数据预处理的能力。 

计算机网络基础 

C 语言程序设计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Linux 操作系统 

Mysql 数据库技术 

大数据技术基础 

Python数据分析技术 

大数据技

术工程师 

大 数 据 分

析工程师 

对业务数据进行

统计、计算、分析

和挖掘 

1. 熟练掌握大数据的基本概

念和应用领域； 

2. 具有大数据思维的能力； 

3. 具有熟练使用 Hive 数据仓

库进行查询的能力； 

4. 具有一定使用数据挖掘算

法进行数据分析的能力； 

5. 具有一定的行业知识。 

计算机网络基础 

C 语言程序设计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Linux 操作系统 

Mysql 数据库技术 

大数据技术基础 

Scala 语言编程 

Python数据分析技术 

数据可视化技术 

数据分析

师、大数

据技术工

程师 

大 数 据 应

用 开 发 工

程师 

使用各种常用大

数据系统开发各

类大数据应用，为

企业解决实际问

题 

1. 具有使开发 Java Web 应用

的能力； 

2. 具有基于 MapReduce/Spark

开发大数据应用的能力； 

3. 具有一定使用 Hive 数据仓

库存储、管理和查询数据的能

力； 

4. 具有一定使用数据挖掘算

法进行数据分析的能力。 

5. 具有一定的行业知识。 

计算机网络基础 

C 语言程序设计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Java Web 应用开发 

Linux 操作系统 

Mysql 数据库技术 

大数据技术基础 

Scala 语言编程 

Python数据分析技术 

数据可视化技术 

大数据技

术工程师 



Hadoop 项目开发技

术 

Spark 项目开发技术 

大 数 据 可

视 化 工 程

师 

利用图形化的工

作及手段展示大

数据关系和分析

结果 

1. 具有使用 Web插件展示数据

的能力； 

2. 具有使用各种图形软件展

示数据的能力； 

3. 具有使用 Python 等语言展

示大数据关系和分析结果的能

力； 

4. 具有一定的大数据思维和

数据挖掘的能力。 

5. 具有一定的行业知识。 

计算机网络基础 

C 语言程序设计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Linux 操作系统 

Mysql 数据库技术 

大数据技术基础 

Python数据分析技术 

数据可视化技术 

 

大数据技

术工程师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思想政治坚定、德技并修、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掌握大数据分析、应用、技术支持、开发等专业技

术技能，具备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职业能力等支撑终身发展、适应

时代要求的关键能力，具有较强的就业创业能力，面向大数据行业领域，能够从

事大数据系统运维、大数据整理、大数据分析、大数据应用开发及大数据可视化

展示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 

① 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有严谨、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 

② 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及创新能力。 

③ 具有一定的工程意识和效益意识。 

④ 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有不断更新知识和自我完善的能力，有持续学习

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⑤ 具有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 

⑥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身体素质，拥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良好的心理

调适能力。 



2．知识 

① 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能规范地撰写基本的公文 

② 具有较强的英语应用能力，能阅读用英文撰写的产品信息文档 

③ 具有基本的计算机应用技能，能熟练操作使用计算机 

④ 掌握必要的数学、统计学知识 

⑤ 掌握数据库相关技术知识 

⑥ 掌握大数据相关知识 

3．能力 

① 了解计算机基础知识，具备一定的编程能力； 

② 具备熟练使用主流统计软件的能力； 

③ 掌握数据库技术，具备熟练的数据统计分析能力； 

④ 熟悉 Hadoop 平台，能熟练搭建大数据分析平台； 

⑤ 掌握主流的数据可视化工具，能根据用户需求展现大数据分析结果； 

⑥ 了解大数据开发语言，初步具备一定的大数据开发能力。 

六、课程设置 

（一）课程结构 

1. 专业课程体系设计过程 

结合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和职业教育实际，运用“倒推法”来进行大数据

技术与应用专业课程体系设计，过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课程体系设计过程 

2. 专业课程体系设计思路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的课程体系设计，按照职业岗位能力进阶原理，构建

课程体系框架，设计课程路线。具体做法如下：根据能力体系，分析各能力单元

所对应的学习领域，确定对应开设的课程名称、教学目标与标准、教学内容、实

验实训方式等；同时，针对职业岗位要求，整合专业课程，确定课程包含的核心

能力；然后，以素质教育和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编写教学方案，制定专业教学

计划和评价考核标准。 

3.专业课程体系 

 

 



（二）核心课程简介 

表 2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核心课程简介 

课程 主要教学内容 技能考核项目与要求 
参 考

学时 

大数据技术

基础 

1)大数据基础 

2)大数据处理架构 Hadoop 

3)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 

4)分布式数据库 Hbase 

5)NoSQL 数据库 

6)云数据库 

7)MapReduce 

8)内存计算框架 Spark 

9)流计算 

10)图计算 

11)数据可视化 

12)大数据应用 

1）熟悉大数据相关名称术语，理解大数

据相关概念； 

2）熟悉 Hadoop 生态系统，理解 Hadoop

大数据关键技术，学会安装与配置

Hadoop 平台； 

3）熟悉 Hbase，理解分布式数据库有关

概念，学会安装与使用 Hbase； 

4）熟悉 NoSQL 与云数据库相关知识，了

解常用的数据库产品，学会简单的应用； 

6）熟悉并行计算模型，理解 Hadoop 

MapReduce 工作原理，学会编写简单

MapReduce 程序； 

7）熟悉内存计算框架 Spark，学会简单

的 Spark 编程； 

8）了解流计算与图计算相关概念，熟悉

常用的流计算与图计算产品； 

9）了解数据可视化，学会使用常用的数

据可视化工具； 

10）了解大数据常用的应用场景，熟悉

大数据处理与分析过程。 

90 

Python 数据

分析技术 

1）Python 简介 

2）Python 编程语法 

3）Python 对象与数字 

4）序列 

5）映像和集合 

6）条件和循环 

7）函数 

8）模块 

9）pandas 入门 

10）数据分析案例 

11）数据分析项目实战 

1）熟悉 Python 语法习惯； 

2）熟悉 Python 对象； 

3）掌握 Python 基本数据结构的使用方

法； 

4）熟悉 Python 程序流程控制； 

5）学会使用函数，学会使用模块； 

6）理解并掌握 pandas 用法； 

7）学会使用 pandas 进行数据分析方法； 

8）能综合使用 Python 相关技术完成实

际数据分析项目。 

90 

Hadoop 项目

开发技术 

1）Hadoop 简介 

2）Hadoop 的安装与配置 

3）MapReduce 计算模型 

4）开发 MapReduce 应用程序 

5）MapReduce 工作机制 

6）HadoopI/O 

7）HDFS 详解 

8）Hadoop 的管理 

1）了解大数据与 Hadoop 的体系结构； 

2）学会安装与 Hadoop，掌握 Hadoop 集

群部署与运维； 

4）深入理解 Hadoop MapReduce 计算模

型； 

5）学会编写 MapReduce 程序； 

6）掌握 MapReduce 工作机制； 

7）理解 HadoopI/O 工作流程与机制； 

90 



9）案例分析 8）熟悉 HDFS，理解 HDFS 架构和工作原

理，掌握 HDFS 常用命令的用法； 

9）学会综合运用 Hadoop 相关技术解决

实际大数据应用问题。 

Spark 项 目

开发技术 

1）Spark 与数据分析 

2）Spark 下载、安装及构建应用 

3）RDD 编程 

4）键值对操作 

5）数据读取与保存 

6）Spark 高级编程 

7）在集群上运行 Spark 

8）Spark 调优与调试 

9）Spark SQL 

10) Spark Streaming 

1）认识 Spark 是什么； 

2）学会下载、安装、配置与使用 Spark； 

3）理解 RDD 相关概念，学会 RDD 编程； 

4）理解键值对，掌握常用的键值对操作； 

5）掌握 Spark 高级编程技术； 

6）学会在集群上运行 Spark； 

7）学会使用 Spark SQL； 

8）学会使用 Spark Streaming。 

90 

大数据项目

开发实训 

1）实训环境准备 

2）商业智能系统项目需求分析 

3）熟悉系统结构 

4）实现数据导入导出 

5）实现数据分析模块 

6）实现数据清洗 

7）实现相应分析功能模块 

8）实现调度模块 

9）数据可视化 

1）熟悉 Hadoop 体系结构，学会安装、

配置 Hadoop 及相关组件，完成大数据分

析平台的搭建； 

2）学会分析大数据分析项目需求； 

3）能理解大数据分析系统结构，学会实

现和部署分析系统； 

4）掌握数据导入导出相关技术，实现分

析项目数据的导入和导出； 

5）掌握数据清洗技能，能对源数据进行

清洗； 

6）具备一定的大数据分析应用模块实现

能力； 

7）能完成大数据分析任务，并对分析结

果进行可视化处理。 

96 

（三）能力证书和职业证书要求 

 

序号 职业资格名称 颁证单位 等级 备注 

1 大数据技术工程师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

育与考试中心 
中级 必选 

2 数据分析师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

育与考试中心 
中级 可选 

七、毕业要求 

1.按培养方案修完所有必修课程并取得相应学 143.5  学分。 

2.学院公共选修课不低于 4 学分，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不低于 5 学分。 

3.取得第六条规定的相应能力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