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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业课程配置对满足专业技术人才培养需求具有重要意义。以新增土地整工程专业为例，探讨了基

于国家职业标准与要求的专业课程配置与优化途径，并提出了专业课程配置方案。依据高等教育专业课程

建设的基本原理和新理念，新增本科专业的专业课程应以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国家职

业标准和要求为准则，以现有专业课程为基础，通过对现有课程的拆解、综合、归类与创新的途径进行配

置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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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土地整治工程正式被列为我国高等教育新增本科专业以来[1]，到目前，全国

共有 12 所高校开办了土地整治工程本科专业。横观各高校的土地整治工程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虽然大同小异，但在专业课的配置差异很大，全国尚未形成统一认识，这种局面不仅会

严重影响土地整治工程领域的广泛学术交流，而且会成为制约土地整治工程专业和学笠建设

与发展的关键障碍因子。课程建设与改革是专业建设与发展，以及高级专业人才和创新人才

培养的关键和核心所在[2-4]，但是，由于土地整治工程专业建设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2,5]，土

地整治工程的专业课程体系研究成果尚且不多，有待进行广泛探讨和深入研究。为探索全国

土地整治工程专业课程配置不统一问题的解答，本文以土地整治工程国家职业标准及其专业

人才培养关系分析为突破口，同时综合考虑了中国土地整治研究与生产实践历程及未来发展

需求，在研究和分析现有学科和课程基础上，提出并论述了土地整治工程的专业课程配置与

优化的一种方案。 

1. 专业课程配置应以国家职业标准为基本准则 

高等学校各专业的课程一般划分为普通课程和专业课程两大类，其中，专业课程应具有

较明显的职业倾向，且能够集中体现专业的一般特点，因此，在确定人才培养的专业课程体

配置时，除考虑课程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外，还应充分考虑国家职业标准对人才培养的基本要

求。国家职业标准实质代表了社会对人才能力需求的总体原则，对于新增土地整治工程专业

来说，与之相对应的国家职业标准是：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分类大典（2015 年版）》（最新版）中将土地整治工程技术员（职业编码 GBM20237）规

定为“从事土地开发、整理、复垦等工程的勘测、规划、设计、施工、监测、监管等工作的

技术人员”，同时明确该类工程技术人员的主要工作任务包括：（1）对各类型农用地、建

设用地和废弃地（包括被破坏了的土地），以及未利用地等土地整治工程边界进行研究和确

定；（2）对土地类型、数量、质量、权属、价值等进行调查、描述与评价；（3）对土地利

用和工程建设条件进行调查与勘测，同时对土地整治和开发利用工程进行可行性和适宜性研

究和评价；（4）在研究和分析土地利用限制条件的基础上，编制土地整治和开发利用工程

的可行性研究报告；（5）对土地平整、灌溉排水、田间道路、生态环境保护等土地整治工

程进行设计、施工和管理；（6）各类型污染土地修复工程和土地生态景观建设工程方案的

研究、编制与实施；（7）对土地权属调整进行研究与设计，包括研究和编制土地权属的调

整方案，以及变更、登记等；（8）对土地整治工程建设项目资金、质量、管护和运营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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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监测和监管。[6]
 

国家关于土地整治工程技术人员的职业标准实质是要求要求各高校土地整治工程本科

专业人才培养应以能够从事土地调查与勘测、土地利用规划、土地整治工程、土地开发利用

工程、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等工作和研究能力[3,5,6]作为专业能力培养目标。因此，国家关于土

地整治工程技术人员的职业标准[6]是高校创建土地整治工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主要

依据，同时也是配置土地整治工程专业课程的基本标准。 

2. 专业课程配置应以国家发展需求为基本导向 

国家发展需求（包括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对一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起导向作用。我国

土地整治研究与生产实践走过 40 余年，经历了萌芽、起步、发展演变等三个阶段，目前正

处在跨入第四阶段的转型关键时期[7-10]，国土空间规划与全域土地整治蓬勃兴起和发展，为

满足落实国家关于自然资源“五统一”[11]和土地“全域、全要素、全周期”整治等相关规

定或政策[8-14]需要，在土地整治工程本科专业课程建设过程中，同时应瞄准资源环境“联合

国千年发展目标”[15]，做到“与时俱进”[16]，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基

本国策”[8,17]和“顶层设计”[18]。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推进“多规合一”进行了战略部署，“十九大报告”明确了

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及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的职责。由于

国土空间是个十分复杂的地理空间，它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生态环境、社会

经济等诸多要素，因此，要求国土空间规划应具有科学性、战略性、引导性和约束性，在编

制国土空间规划时应依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国土自然与经济社会条件，统筹全域国土

资源禀赋，以及相关开发利用、经济与社会活动、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三者关系，优化资源

空间配置、开发利用管理和产业布局，以确保“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

评价的基础上，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

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19-20]，其实质是对土地整治工程专业建设与人才

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土地整治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专业课程配置应满足国家长期发

展的需求。 

3. 新增专业的专业课程配置应以现有课程为基础 

新增专业往往应社会实践和国家经济建设发展需要而从原有相关专业领域中诞生，因

此，原有相关专业的专业课程必然为新增专业的专业课程配置的基础。由于国家职业标准与

建设发展需要是确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根本，因此，依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对现有课程进行

分析与归类是新增专业的课程配置的基础和途径（图 1 所示）。专业是高等院校教育教学管

理的基本单元，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应由各门课程分担[2]。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包括专业素养和

专业技能两个方面，其中专业技能目标应由专业课程承担。依据目标管理法则[21-22]，首先将

土地整治工程本科专业人才的专业技能培养目标分解为能够从事土地调查与勘测、土地利用

规划、土地整治工程、土地开发利用工程、土地监测监管等方面工作和科研能力的培养，然

后再依据专业技能培养分解目标和要求，对现有土地整治工程专业的专业课程进行归类与合

并，由此构建新增专业的专业课程。 

由图 1 可知： 

⑴ 土地调查与勘测任务主要包括查明土地整治工程范围内土地的物质组成、类型、物

理力学和化学性质，以及地质灾害、环境地质、水文地质、水文与气象条件等自然特征，并

构建土地信息数据库，要求其从业人员应具有土地认识、调查与勘测、评价以及相关科学研

究等方面的能力，可通过测量学、地图学、地理信息与遥感、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土

壤学、环境地质与人居环境科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普通地质学、构造地质学、矿产

资源与规划学、地质工程、土地资源与规划学、植物与生态学、土地生态学、气象学、水文

学、土地调查与勘测学及其它必要科学知识和理论等课程学习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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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土地利用规划包括土地利用类型及其适宜性评价、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重

划、土地保护与整治规划，要求其从业人员应具有相应的工作和科学研究能力，可通过地图

学、地理信息与遥感、环境地质与人居环境学、土地调查与勘测学、环境规划与工程、城乡

规划学、矿产资源与规划学、土地资源与规划学、工业建设项目规划学、土地管理学、土地

经济学、土地生态学、土地法学及其它必要科学知识和理论等课程学习获取。 

⑶ 土地整治工程是指在土地利用过程中为保护生态环境、人居环境和提高土地质量而

展开的各种工程活动，主要包括灾害防治工程、污染土地和土壤防治工程、废弃地复垦与生

态修复工程、水土保持工程、荒漠化防治工程、河湖治理工程、土地升级改造工程、防洪工

程等，要求其从业人员应具备土地整治工程勘察与设计、施工、监理和验收、项目管理等专

业能力，可通过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环境地质与人居环境学、水土保持学、水力工程

学、土力学、岩石力学、结构力学、材料力学、岩土工程技术、工程岩土学基础、污染场地

与土壤防治工程、工程经济与项目法施工管理及其它必要科学知识和理论等课程学习获取。 

⑷ 土地开发利用工程指针对尚未被利用或利用不充分的土地资源而进行的各种工程活

动，要求其从业人员应相应的工作和研究能力，包括编制、阅读和解讲土地开发利用工程设

计报告，进行土地开发利用工程的业务洽谈、签订合同、编制施工方案与施工组设计、施工

过程控制与管理、竣工报告编制、竣工验收等业务能力，可以通过现有工程地质学、水文地

质学、环境地质与人居环境学、污染场地与土壤防治工程、水土保持学、水力工程学、岩土

工程技术、工程岩土学基础、土力学、岩石力学、结构力学、材料力学、土地管理学、土地

经济学、土地生态学、土地法学、工程经济与管理、项目法施工管理及其它必要科学知识和

理论等课程学习获取。 

⑸ 土地监测监管包括对土地整治工程和开发利用工程进行项目监管，及对土地与环境

进行动态变化监测两类工作，要求其从业人员应具备相应的工作和研究能力，目前可通过测

量学、地理信息与遥感、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学、环境地质与人居环境学、地球化学、地球

物理学、地质工程、土地调查与勘测学、土地管理学、土地生态学、土地法学及其它必要科

学知识和理论等相关课程学习获取。 

 

图 1  专业课程的配置基础与途径 

4. 土地整治工程的专业课程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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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习者要想获取土地整治工程技术人员职业标准要求的基本能力，需要通过几十

门课程的学习，但对普通高等学校来说，很难为学生提供这样多的课程。因此，结合国家职

业标准和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需要，通过现有课程的拆解、综合和创新等处理，优化土

地整治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专业课程配置与优化的一种方案（图 2 所示）。 

 

图 2  土地整治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专业课程配置与优化的一种方案 

由图 2 可知： 

⑴ 土地资源与管理学，可通过现有课程 1-14、24、32-37 和 38 的拆解、综合与归类而

构建，主要承担学习者从事土地分类与分区、土地功能，土地结构、构造、质量和数量、分

布分异规律，土地生态、土地承载力、土地生产力评价和预测等研究和生产技术工作能力的

培养任务。 

⑵ 土地生态学基础，可以现有课程 9-13、37 融合其它必要科学知识和理论而构建，主

要承担学习者从事土地生态类型、生态功能与评价，以及土地环境生态规划、生态恢复和治

理、生态管护等工作和研究能力的培养任务。 

⑶ 土地测量与制图学，可通过课程 16、17、18 和 38 的拆解、综合与归类而形成，主

要承担学习者运用测量学、地理信息和遥感技术等方法对土地及其附着物的界限、位置、面

积、高程和分布等进行测量与制图，以及从事地籍、地形、土地利用现状、土地平整度、荒

山荒地、土地工程等测量的基本技能培养任务。 

⑷ 土地工程岩土学基础，可通过现有课程 24-32 和 38 的拆解、综合与归类而构建，主

要承担学习者从事土地认知、评价等基本技能的培养和训练任务，同时为土地整治工程规划

与设计、土地开发利用工程规划与设计等提供科学理论支撑。 

⑸ 土地勘查学，可通过课程基础 1-18、24、32 及 38 的拆解、综合与归类而形成，主

要承担学习者从事土地调查、勘测、定界及相关技术文件编制等基本技能的培养任务。 

⑹ 国土空间规划，可通过课程基础 1-23 及 38 的拆解、综合与归类而形成，主要承担

学习者从事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各业用地内部规划和土地利用专项规划、土地规划重划、自

然资源配置及其成果整理、整饰、送审、数据入库等基本技能的培养任务。 

⑺ 土地整治工程规划与设计学，可以现有课程 1、2、14 和 19-38 的拆解、综合与归类

而构建形成，主要承担学习者进行土地整治规划与设计技能的培养任务，包括土地整治工程

类型、特征和设计要求的提出，依据土地整治工程要求进行土地整治工程选择、布置和安排

等，土地整治工程设计原则、标准、计算和分析、工程制图，土地整治工程潜力、风险、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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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性评价等。 

⑻ 土地整治工程学，可通过课程 1-33 和 38 的拆解、综合与归类而形成，主要承担从

事灾害防治、污染土地和土壤防治、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水土保持、荒漠化防治、河湖

治理、土地升级改造、防洪等工程设计基本技能的培养任务。 

⑼ 土地开发利用工程学，可通过课程 1-33 和 38 的拆解、综合与归类而形成，主要承

担学习者从事土地开发利用潜力测算及其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计算分析等基本技

能的培养任务。 

⑽ 土地政策与法规基础，可通过课程 33-36 和 38 的拆解、综合与归类而构建，主要承

担学习者运用土地法律和法规约束和规范土地整治工程和土地开发利用工程的规划、设计和

施工等操作和管理的专业能力培养任务。 

⑾ 土地整治工程经济与管理学，主要承担学习者运用专门的知识、技能、工具和方法

进行土地工程项目管理技能的培养任务，可通过现有课程 1、2、33 和 38 的拆解、综合与归

类而成。 

5. 结论与讨论 

高等教育新增专业的专业课程体系构建应以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国

家职业标准为准则，通过新增专业的专业能力培养目标确立与分解，以及依据专业能力培养

目对现有专业课程的拆解、综合、归类与创新等处理，确定其主要专业课程的建设途径与方

案。 

⑴ 土地整治工程技术员的国家职业标准涵盖土地整治工程项目实施的全过程，即土地

调查与勘测、土地利用规划、土地整治工程、土地开发利用工程、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理等方

面，因此，土地整治工程技术人才专业能力培养应以能够从事土地调查与勘测，土地利用规

划，土地整治和开发利用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与管理，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等技术和研究

工作能力培养为主要目标。土地整治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专业课程体系构建，应以实现其专

业能力培养目标为基本原则，综合考虑国家建设与发展需要，结合高等学校的具体情况，因

校制宜，建立具有“进阶性”的专业课程体系，包括具有“两性一度”专业课程的创建。 

⑵ 目前承担土地整治工程专业人才专业能力培养的基础理论和知识分散在现有三十多

门课程中，通过现有课程的拆解、综合与归类，构建了以土地资源与管理学、土地生态学基

础、土地测量与制图学、土地工程岩土学基础、土地勘查学、土地规划学、土地整治工程规

划与设计原理、土地整治工程学、土地开发利用工程学、土地政策与法规基础、土地整治工

程经济与管理学等为主的专业课程配置与优化的一种方案，共同承担土地整治工程本科专业

人才的专业能力培养任务，包括从事土地调查与勘测，土地规划，土地整治和土地开发等工

程规划、设计、施工及管理，以及土地监测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及管理等基本技能的培养

和训练。 

⑶ 土地整治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专业课程体系方案建设包括课程体系建设和具体各门

课程的建设，面对土地整治工程专业及其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落后生产实践的局面，只要高校

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并同时综合考虑土地整治工程的系统性、内容广泛性、复杂性和跨学

科交叉性特点，以及科技进步、社会时代发展等各方面因素，就能找到适宜的土地整治工程

专业课程体系构建途径与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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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configur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eet the needs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training. Taking the newly added land consolidation engineering 

special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allocation and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based on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allocation scheme. Accord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new ideas of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he new undergraduat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needs of nat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uided by the national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and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through 

the way of dismantling, integrating, classifying and innovating the existing curriculum.  

Keywords:National professional standards;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project; Professional 

courses; New undergraduate programs;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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