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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信行指委立项科研课题《网络
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专业技术技
能人才需求分析研究》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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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PREFACE

2022年7月7日，工信行指委发布了《关于2022—2023年度科研课题立项的通

知》，公布了立项的187项课题，本次课题研究是各有关院校及单位科研能力、学术

水平及工作成效的集中展示，是工信行指委强化需求牵引、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深

化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的重要基础。

工信行指委立项科研课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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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专业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分析研究》项目简介

姓 名 职务/职称 研究专长 工作单位

负责人 杨剑涛
教务主任
高级教师

信息技术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主

要

参

加

者

蒋晨
技术总监
工程师

信息技术 西安西元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市西元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陈宜祺 副总经理 信息技术 广州明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程弋可
专业负责人
高级讲师

计算机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校

黄国成 技术总监 信息技术 广州明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刘海燕 一级教师 信息技术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课题名称 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专业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分析研究

关键词 网络安防 技术技能 人才需求

申报单位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协作单位 西安西元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1 项目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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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入调研。了解网络安防行业国内、外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国内安防行

业、企业人才结构现状和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状况。

2）汇编标准。收集整理网络安防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掌握安防行业绿色制造和

绿色转型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3）科学提炼。把网络安防行业和相关企业发展的最新职业标准、岗位群工作内容

和工作要求，进行科学分析提炼，梳理出行业、企业对中职网络安防专业技术技能人

才所需的核心技能与职业能力要求。

4）分析问题。总结分析网络安防专业现有人才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5）构建体系。根据网络安防典型工作任务，分析素质、知识、能力构成，科学合

理确定各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合理设计网络安防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6）规划路径。探讨适应新时代网络安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新路径。

1 《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专业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分析研究》项目简介

1.2 主要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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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学结合，以工促学

网络安防行业发展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沉淀，形

成了较大的市场规模，而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

专业是却中等职业教育计算机类新增专业，教育部

于2014年首次发布专业教学标准，各院校开设本专

业时间较晚，缺少足够完善的教学体系资源和经验。

本课题将从行业需求出发，以实际工作任务为导向，

提炼岗位需求，对应课程体系要素，促进教学资源

开发，提升人才培养方案。

1《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专业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分析研究》项目简介

1.3 主要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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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引领，理实一体

网络安防行业涉及系统设计、工程施工、项目

验收等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岗位的专业技能

人才需求，对于各类型的工作任务规范，有众多国

家及行业标准做为支撑，如《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

准》《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则》《视频安防监控系

统工程设计规范》《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等。本课题的研

究将结合最新国家标准，将标准中的术语、系统组

成、设计规定、施工要求、验收规范等内容，引入

人才培养需求中，用标准规范技能，通过专业的教

学资源，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实施环节中。

1《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专业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分析研究》项目简介

1.3 主要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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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布线系统安装与维护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简介

3）校企合作，协同育人

本项目的研究团队，由院校和企业联合组建，

院校教师具备多年的专业教学经验，在教学模式上

能够不断创新，企业专家具备多年的工程实践经验，

在岗位技能上能够不断积累，部分团队成员参与全

国职业教育（中职）“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

专业标准制定工作。团队采取校企合作模式，将最

新行业需求转化教学教法，为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

维修专业共建新一代人才培养模式。

1.3 主要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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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络安防行业
背景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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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络安防行业背景现状

网络安防行业是随着现代社会网络安全需求应

运而生的产业。

网络安防市场广阔，业务领域涵盖了公安、交

通、智能楼宇、金融、能源、司法、文教卫等多个

大类及几十个子类。

伴随智慧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物联网认知

的不断提高，以网络安防产品和网络安防工程为主

要构成的网络安防产业市场规模得以快速增长。

公安

2.1 各行业应用广泛

司法 金融

能源 文教卫

智
能
家
居

智
能
楼
宇

智
能
交
通

平
安
城
市

数
字
地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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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安防生产大国，安防产业规模位居世界

第一,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布局。

2020年，我国安防行业总产值8510亿元，企业

数量超过3万家，从业人数达160多万人。其中智能

化网络安防市场规模超过500亿元，年增长率达25%

以上，预计至2026年，市场规模有望达2045亿元。

2.2 行业飞速发展

2 网络安防行业背景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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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报告中提及了智能安防七大应用领域

（智慧城市、智慧养老、智慧校园、智慧林业、智慧环保、智慧水利、数字乡村）

2.3 国家政策引导

近几年国家发布的智能安防相关政策

发布时间 发布机关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15.04 国务院
《关于加强社会治安安防体系
建设的意见》

将社会治安信息化纳入智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充分运用新一代互联网、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和智能传感、遥感、卫星点各位、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创新社会治安防控
手段,提升公共安全管理数字化、同络化、智能化水平

2016.12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规划》

提出重点推荐智能家居、智能汽车、智能农业、智能安防、智能健康、智能机器人、智
能可穿戴设备等研发和产业化发展

2018.07 工信部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规划》

提出加快先进安全产品研发和产业化，“城市安全领域、重点发展智能化巡检、智能安
防系统等安全防控产品。

2020.08 工信部
《关于开展2020年网络安全技
术应用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

提出结合智慧家庭、智能抄表、零售服务、智能安防、智慧物流、智慧农业等典型场景
网络安全需求，在物联网卡、物联网芯片、联网终端、网关、平台和应用等方面的基础
管理、可信接入、威胁监测、态势感知等安全解决方案。

2021.07 中国安防协会
《中国安防行业”十四五”发
展规划(2021-2025年)》

加快推进平安城市、雪亮工程等项目后续建设,以新基建为契机,有效提升 智能化应用
水平，为新型智慧城市、数字李生城市、交通、家居及社区学校 安防提供技术支持。

2022.02 国务院
《关于做好二〇二二年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强化智能监控全覆盖”、“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平安稳定，
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法治乡村建设”

2 网络安防行业背景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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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安防行业标准
和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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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安防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国家标准

现行
标准

GB 50314-2015《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606-2010《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

GB 50339-2013《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48-2018《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 55029-2022《安全防范工程通用规范》

GB 50394-2007《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5-2007《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6-2007《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行业标准

GA 308-2001《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则》

GA/T 74-2017《安全防范系统通用图形符号》

GA/T 367-2001《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GA/T 368-2001《入侵报警系统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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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筑物为平台，基于对各类智能化信息的综合应用，集架构、系
统、应用、管理及优化组合为一体，具有感知、传输、记忆、推理、
判断和决策的综合智慧能力，形成以人、建筑、环境互为协调的整合
体，为人们提供安全、高效、便利及可持续发展功能环境的建筑。

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设计要素宜包括信息化应用系统、智能化集成系
统、信息设施系统、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公共安全系统、机房工程等。

智能建筑
i n t e l l i g e n t  

b u i l d i n g

公共安全系统宜包括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和应急响应系统等。
公共安全

系统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根据防护对象的防护等级、安
全防范管理等要求，以建筑物自身物理防护为基础，运用
电子信息技术、信息网络技术和安全防范技术等进行构建。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中宜包括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和
入侵报警、视频安防监控、出入口控制等系统。

安全技术
防范系统

3.1 GB 50314-2015《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住宅建筑安全防范配置表

3 网络安防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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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建筑工程系统包括：智能化集成系统、信息接入系统、用户电
话交换系统、信息网络系统、综合布线系统、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
系统、卫星通信系统、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公共广播系统、
会议系统、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时钟系统、信息化应用系统、建筑
设备监控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安全防范系统、应急响应系统。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可包括安全防范综合管理系统、入
侵报警系统、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电子
巡查系统和停车场管理系统等子系统。

安全技术
防范系统

3.2 GB 50339-2013《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3 网络安防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5.标准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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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安全防范 security

综合运用人力防范（人防）、实体防范（物防）、电子防范（技防）等多种手

段，预防、延迟、阻止入侵、盗窃、抢劫、破坏、爆炸、暴力袭击等事件的发生。

2.0.5 安全防范系统 security system

以安全为目的，综合运用实体防护、电子防护等技术构成的防范系统。

2.0.8 电子防护系统 electronic protection system

以安全防范为目的，利用各种电子设备构成的系统。通常包括入侵和紧急报警、

视频监控、出入口控制、停车库(场)安全管理、防爆安全检查、电子巡查、楼寓

对讲等子系统。

3.3 GB 50348-2018《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3 网络安防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网络安防专业
毕业了当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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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业链就业岗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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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业链就业岗位分布

以生产和供应安防产品为主的产品供应商

以设计、安装、服务为主的工程商

以经销、代理为主的销售商

以运营服务为主的运营商

负责缔结软硬件产品、运营服务于一体的系统集成商

4.1 我国安防行业的主要参与者

面向安全防范系统安装维护员等职业，网络安防系统工程项目施工、网络
安防系统运维与服务等岗位（群）。

职业
面向

安防工程

61.90%

安防产品

30.10%

运维服务

8.00%

2021年安防行业产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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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业链就业岗位分布

4.1 网络安防产业技术链

网络安防技术链各环节 含有多层次需求

1.系统设计

•综合布线设计

•计算机网络设计

•楼宇安防设计

2. 施工管理

•网络工程施工

•电气工程施工

•安全工程施工

•信息工程管理

3.安装调试

•计算机硬件安装

•安防系统终端安装

•强弱电系统布线

4.检测运维

•网络系统测试

•安防平台软件测试

•计算机硬件维修

•安防系统运维

5.技术培训

•用户使用培训

•技能操作培训

•新技术应用培训

6.应用推广

•线上推广

•线下推广

•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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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业链就业岗位分布

4.1 网络安防产业技术链

技术类岗位：主要是项目设计、项目施工、设备安装调试、系统运维、设备维修等

管理类岗位：主要是项目管理、产品经理、数据库管理和系统管理类岗位；

服务类岗位：主要是运营类、客户技术支持。

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

数字化 智能化 技术岗位

专项培养计划面向重点领域数字化、智能化职业场景下人才紧
缺技术岗位，遴选发布生产企业岗位需求，对接匹配职业教育资源，
以中国特色学徒制为主要培养形式，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现场工程师
培养标准，建设一批现场工程师学院，培养一大批具备工匠精神，
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现场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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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业链就业岗位分布

4.2 就业行业与就业渠道

93.75%

72.92%

85.42%

60.42%

60.42%

41.67%

A. 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产品销售及技术支持

B. 系统集成企业

C. 企事业单位(非维修服务类)的后勤维修人员

D. 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组织或协会、培训机构等第三方机构

E. 具备一定资质的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运维企业

F. 个体维修企业

就业行业分布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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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业链就业岗位分布

4.2 就业行业与就业渠道

57.69%

46.15%

19.23%

0%

30.77%

19.23%

53.85%

69.23%

38.46%

23.08%

7.69%

15.38%

38.46%

50%

岗位需求分布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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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核心技能
与职业能力要求



26
西元 www.s369.com

5 核心技能与职业能力要求

5.1 典型工作任务

69.23%

76.92%

73.08%

76.92%

76.92%

65.38%

46.15%

50%

61.54%

50%

69.23%

61.54%

53.85%

46.15%

53.85%

34.62%

38.46%

34.62%

34.62%

26.92%

A. 掌握安防产品的基础知识

B. 熟悉安防系统的构成和各子系统的功能作用

C. 熟悉安防产品的性能、配置和安装方法

D. 熟悉安防工程常用的配套工具和材料

E. 熟悉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基础知识

F. 熟悉计算机网络系统的组成架构和系统拓扑

G. 熟悉计算机网络布线产品的性能、标准和安装方法

H. 熟练掌握计算机的硬件拆装、系统安装

I. 具备计算机设备日常维护和故障排除能力

J. 熟悉路由器、交换机等网络设备的性能、简单配置和维护

K. 能读懂建筑智能化图纸

L. 能进行安防产品的安装与维护

M. 熟悉主流安防产品的配置部署、管理与维护

N. 能进行网络布线产品的安装与测试

O. 熟悉网络布线系统常见的故障和解决办法

P. 能进行网络安防工程需求分析和图纸设计

Q. 能进行网络安防工程产品选型和系统搭建

R. 熟练掌握各种安防产品管理平台

S. 能够处理网络安防工程常见故障和开展修复工作

T. 熟悉网络安防和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

典型知识结构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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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核心技能与职业能力要求

5.2 职业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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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核心技能与职业能力要求

5.2 职业能力分析

序
工作领

域

工作

任务

编号

典型

工作

任务

职业能力编号 职业能力

02

网络安

防系统

工程项

目施工

02-02

安装

与施

工工

程系

统

02-02-01
能描述网络安防相关子系统工程的国家标准、行业规范及

相关技术要求。

02-02-02 能够描述综合布线系统的安装方法、施工工艺。

02-02-03 能阅读施工安装图纸、系统拓扑图等相关工程图纸。

02-02-04
能识别网络安防各个子系统的前端、终端设备，并可以熟

练安装、施工。

02-02-05
能阅读并理解产品说明书，操作工艺规范说明书等项目文

件资料。

02-02-06 能进行网络线缆制作及测试。

02-02-07
能安装与调试计算机网络设备互联、网络设备以及计算机

等终端设备。

02-02-08 能理解网络规划与管理相关术语和知识。

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专业典型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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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核心技能与职业能力要求

5.2 职业能力分析

课程
类别

课程
名称

工作任
务编号

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
编号

职业能力

专业
核心课

网络安
防设备
安装与
调试

06-01
识读工程图纸，
编制施工方案

06-01-01 能根据安防工程图纸的设计标准进行工程图纸的分类。

06-01-02 能识读工程图纸的设计说明、设计依据、用户需求等信息。

06-01-03 能按照工程平面图的图例说明识别平面图的各种建筑物信息。

06-01-04
能根据工程平面图、设计说明、用户需求，编制安防工程施
工说明。

06-02
安装与调试视
频监控系统

06-02-01 能描述各种视频监控设备的原理及安装方法。

06-02-02 能根据需求进行视频监控系统相关设备及产品的选型。

06-02-03 能进行视频监控系统设备安装、联网及通电。

06-02-04 能进行视频监控系统前端设备的调试及检测。

06-03
安装与调试入
侵报警系统

06-03-01 能描述各种探测器的原理和安装方法。

06-03-02 能根据需求进行入侵报警系统相关设备及探测器的选型。

06-03-03 能进行探测器、报警设备的安装、联网及通电。

06-03-04 能进行入侵报警系统调试、布撤防。

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专业课程设置与职业能力对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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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区域经济

促进产教融合

坚持校企“双元”育人

专业建设

提升建议

专业建设促进就业

转变教学模式

提升教师质量

提高社会认可度

完善教学设施与资源体系建设

培养综合能力

增强实战经验

丰富课程内容

任务驱动式引导

对接典型工作任务

人才需求增加：实体安防为主，缺乏既懂业务管理，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专业内涵升级：多类型、多方向、多层次，专业标准与行业需求急需快速对接



欢迎交流探讨，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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