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介绍

一、专业特色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是学校重点专业，紧跟互联网技术发展

步伐，结合 IT 行业企业实际需求，以工作室为平台，聘请多家企

业兼职教师，创新校企合作机制与体制，采用企业真实项目教学，

培养具有前端开发技术、UI 设计、交互式设计、网页设计、信息

管理、新媒体运营等能力，符合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

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二、核心课程

 网页设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熟练掌握网站建设的工作流

程、技术及实用工具，熟悉各种设备尺寸的 Web 布局设计规范和

布局技巧，可独立完成商业网站搭建及制作。



 界面设计：本课程主要讲解界面设计所需的设计理念及知识

技能，包括常用软件工具、设计流程规范、不同行业的界面设计

风格、以及界面设计常用的技能技巧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

生可以自主设计各种风格的网站界面及移动应用界面，并实现前

端交互原型设计。

 交互式前端开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掌握在 HTML 代

码中使用 JavaScript、jQuery 对网页元素进行控制，对用户操作

进行响应，从而实现页面动态交互式特效。



 新媒体运营: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新媒体运营

活动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熟悉新媒体运策划的基本流

程和基本方法，能够独立运营策划，有效地开展新媒体运营相关

工作。

三、实验实训

校内实训基地：本专业校内实训设施齐全，管理规范，已建

成并投入使用的实验实训室有信息与动漫实训基地、专业计算机

机房、计算机网络实训室、计算机软件实训室、前端开发工作室

等，实验实训开出率达到 100%。所有专业课全部在专业机房和实

训场所授课，采用“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以真实的项

目进行教学，有效的培养学生实际动手的能力。



校外实训基地：目前校外实训基地有 12 家，主要用于教师锻

炼、工作室建设、专业建设、技能比武，以及学生的顶岗实习和

校内的短期实训。



四、师资力量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是我院开设最早、最具竞争力的专业之

一，2003 年正式开设并招生，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已形成一支

结构合理、教学水平高的优秀教学团队，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教

授、副教授)人数占 60%，中级职称（讲师）40%，100%具备双师素

质，硕士学位获得者 100%。兼职教师 8 人，全部具有工程师以上

职称。

五、专业成果

1.近年来，本专业学生在省级以上各类比赛中获得多项大奖。

年份 比赛项目 学生 奖项

2020.12
浙江省第十九届大学生多媒体作品

设计竞赛
刘珍、朱诚水

高职组 海

报类 三等

奖

2020.10
2020 年（第 13 届）中国大学生计

算机设计大赛

戚凯慧、陈瑶
三等奖（

海报类）王哲清、张行

王欧阳、周燕翎
二等奖（软

件开发类）

宣泽涛、蒋伟强、谢冰冰
三等奖（软

件开发类）

2019.12
浙江省第十八届大学生多媒体作品

设计竞赛

戚凯慧、陈瑶、章磊
三等奖（海

报类）

葛雅婷、钱柯羽、章磊、张婷婷、

陈红梅

三等奖（网

站类）



2019.10
2019 年（第 12 届）中国大学生计算

机设计大赛

马成彬
二等奖（海

报类）
许方鑫 、戚凯慧

朱启叁、陈瑶

三等奖（海

报类）
张婷婷、葛雅婷

郑花龙、陈越

陈斌、陈书直
三等奖（软

件开发类）
丁里程、黄帅权

2019.10
2019 年浙江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移

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竞赛
朱钦阳、黄帅权、金武军 团体三等奖

2018.12
浙江省第十七届大学生多媒体作品

设计竞赛
王佳怡、杜伟伟 一等奖

2017.12
浙江省第十六届大学生多媒体作品

设计竞赛
杨建侠、徐媛媛 三等奖

2017.4
2017 年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技能大

赛“计算机网络应用”竞赛
胡斌静、包英豪、黄章龙 三等奖

2016.4
2016 年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技能大

赛“计算机网络应用”竞赛
陈书镜、李永慧、苏立石 三等奖

2016.10
浙江省第十五届大学生多媒体作品

设计竞赛
李永慧 一等奖

2015.10
浙江省第十四届大学生多媒体作品

设计竞赛
李永慧 二等奖

2014.5
全国 HEACE 硬件工程师校园知识大

赛

詹彬源 一等奖

杜军煜 二等奖

章键、陈燕琴 三等奖

2013.4
省高职“计算机网络应用”职业技能

大赛暨全国选拔赛
董自豪、袁法渺、周卓皓 三等奖

2013.10
浙江省第十二届大学生多媒体作品

设计竞赛

方聪亮、邵陈策 三等奖

毛森军、龚文文、陈亚丽 三等奖

陈秀秀 三等奖

石劲涛、毛家慰 三等奖

2013.11
第五届全国普通高校信息技术创新

与实践活动

胡家烨 一等奖

陈雅丽 龚文文 二等奖



金正声 二等奖

赵旭伟 三等奖

2.近年来，本专业教师积极参加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涌现

出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共申报科研项目 30 多项，教改项目 7 项，

自编教材 4 本，发表论文 40 多篇，取得专利 20 余项，取得软件

著作权 50 余项。

3.专业教师利用自身专业特长，为学院开发了在线考试管理

系统、实验实训管理平台、科研管理系统等。为 17 家企业开发了

ERP 系统，并都已投入使用，得到了企业的好评。



六、职业发展

1.职业资格证书

通过学习和参加考试，学生可获得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

考试中心颁发的前端工程师、UI 设计师或硬件工程师等资格认证，

近三年认证考试通过率 100%，为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从事硬件技术

和维护的相关工作打好基础。

2.毕业后的就业方向及职业前景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主要就业方向有主要面向信息技术公

司、广告设计公司、电子商务公司等行业企业工作，职业前景为

前端开发工程师、UI 设计师、交互设计师、淘宝美工设计师、平

面设计师、新媒体运营师等。



3.学历提升途径

 学校目前有 9 个本科专业，高职应届毕业生可参加浙江省考

试院组织的专升本选拔考试，继续深造学习，获得本科毕业证书

和学位证书。

七、优秀校友

 何金强，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1 班学生，在大学期间品学兼

优，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任学生会主席，能力突出。目前任职中

国电信浙江培训中心，是

Insights Discovery 领导力国

际认证咨询顾问、中国电信集

团级培训师、中国通信服务职

业教育联盟特约讲师、浙江邮

电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讲师、中

国电信集团培训师专家评审。



 林实志，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2 班学生，在校期间担任班长

职务。毕业后，从一名普通技术实习生到管理五十几号人的技术

团队负责人，收入 从最初的几百

元实习工资到 现在的五十

万年薪，服务的 公司从原来

小微型网络公 司发展为如

今省内前茅的 IDC 公司，现任公司

副总经理及董事，公司已于 2016 年上市新三板。

 李祎，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2007 届毕业生，在平面设计岗

位上实习一年后，于 2008 年创办了杭州剑道品牌设计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商业空间规划设计、品牌终端形象（SI）系统设计及推

广、平面 VI 系统设计等，至

今为止公司设计年厂值在

600 万以上。2010 年创办了

杭州先道展具有限公司，最

新独立标准现代化 8000 平

方米厂房，能应对各种国际

化商业展示道具业务、板式

家具业务，零售终端定制，满足国际标

准，年厂值在 3000 万元以上。

 陈君，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2012

届毕业生。实习期间得到客户的广泛认

可，2013 年成功转型为项目经理，带领



团队创新产品，同年先后荣获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年

度优秀项目经理奖”、“年度优秀团队奖”称号。2015 年加入恒生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