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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介绍

软件工程学院现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

程、汽车服务工程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软件工

程5个本科专业，下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工程、

汽车服务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公共计算机

基础、数学六个专业教研室及中心实验室。学院党建

工作成绩显著，教职员工教学科研能力突出，专业技

术实践经验丰富，学生管理规范有序。

学院办学主要特点是“教风正，学风浓，管理规

范”，致力于培养应用型工科类人才。学院就业率连

续多年位居全校前列，毕业生优质就业成果显著。毕

业生签约中国农业银行、德勤（中国）、IBM、阿里巴巴、

百度、京东、神州数码、猪八戒网络公司、中国民航

等行业内领军企业；考取墨尔本大学、上海大学、重

庆邮电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理工大学、四川美

术学院等院校硕士研究生。

学院以党建样板支部建设为依托的“导师领航”

育人机制是办学主要特色。自 2008 年始，学院为新

生安排专业能力突出、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学业

导师，指导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和校园学习生活，

育人效果显著，广受师生和家长好评。学院党建工作、

团建工作和学生工作规范有序，先后荣获重庆市大学

生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重庆工商大学“先进

基层党组织”、学校“先进基层党组织”“宣传思想

工作先进集体”“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党建活动特

色奖”等荣誉。学院学科竞赛氛围浓厚 , 连续多年获

得全国数学建模大赛 ( 重庆 ) 一等奖。学院还开展形

实训室一览

专业咨询热线：023-42883752软件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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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多样的实践育人活动，主要有“计算机应用技能大

赛”“汽车服务知识竞赛”，阳光体育系列活动之“斗

绳大赛”“三走竞技友谊赛”等；党员服务站“小蓝帽”

工作队坚持开展计算机义务维护活动，十年如一日，

广受地方社区、学校和师生好评。

专业设置

（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代码：080901  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Java 高级开发与软件测

试方向】

培养目标：以地方软件产业发展为导向，培养具

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掌握软件开发基础理

论，具有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开发测试与管理能力

的高级软件开发人才。本专业毕业生能够从事软件工

程师、软件测试工程师、软件架构工程师、软件分析

师等职业，同时也可以到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企事

业单位从事软件设计、开发与管理等工作，特别是省

内外服务外包等企业从事软件设计、开发与管理等工

作。

主干专业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数据库原理、Java 框架、J2EE、Web 开

发与应用、网络通信技术、数据结构及算法、软件测

试等。

培养特色 :本专业方向采取“理论+实训”和“专

业 +特色方向”的人才培养模式，深度强化 Java 高

级开发与软件测试方向的主干课程，重点培养学生熟

练运用 Java 高级开发常用的框架和一些常用的应用

服务器，具备从事 JSP网站开发、Java 编程、Java

游戏开发、Java 桌面程序设计，以及其他与 Java 语

言编程相关工作的能力。

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移动互联网应用方向】

培养目标：培养在电子信息、制造、服务等行业

领域具备可持续学习和适应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高级

复合型人才，主要从事移动智能设备软件的设计与制

作、移动网站数据库的设计与程序开发、移动智能设

备的运营与维护以及网络信息系统的开发、测试、维护、

管理等相关工作。

主干专业课程：程序设计语言、数字逻辑电路设

计、数据通信与网络传输、数据库系统原理、Java 程

序设计、移动互联网系统开发、移动互联网应用开发、

移动网站客户端技术等。

培养特色 :本专业方向采取“理论+实训”和“专

业 +特色方向”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市场的需求和就

业为导向，深度强化移动互联网应用方向的主干课程，

重点培养学生熟练运用移动互联网开发工具，具备从

事移动互联网手机客户端软件的设计和研发、移动智

能设备的运营与维护以及网络信息系统的开发、测试、

维护、管理等相关工作的能力。

3.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方向】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基于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

技术、智能系统方法、传感信息处理等科学与技术，

大数据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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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信息获取、传输、处理、优化、控制、组织等并

完成系统集成的，具有相应工程实施能力，具备在相

应领域从事智能技术与工程的科研、开发、管理工作的、

具有宽口径知识和较强适应能力及现代科学创新意识

的高级技术人才。

主干专业课程：数据库原理、高级语言程序设

计、智能科学技术导论、人工智能原理、智能机器人、

虚拟现实技术、模式识别、数据挖掘、仿真建模与

MATLAB、智能信息获取技术等。

培养特色 : 本着立足地方，面向全国，与市场经

济和国际接轨的指导思想，围绕重庆大数据战略目标，

结合本校的优势专业整合校内外资源，深化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改革。服务面向软件、物联网、

智能物流、电子商务和金融等产业的大数据智能化专

业人才。

（二）汽车服务工程【汽车技术服务方向】

【专业代码：080208  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未来社

会与科技发展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

一定的文化素养和良好的社会责任感，掌握必备的自

然科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

实践能力、专业能力和创新意识，具备扎实的汽车服

务理论基础，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熟

悉相关法律法规，能够在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汽车

贸易与服务等领域从事技术或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

主干专业课程：机械设计基础、汽车构造、汽车

理论、汽车电子控制技术、汽车检测与故障诊断技术、

汽车服务企业管理、汽车市场营销、汽车保险与理赔、

新能源汽车技术概论。

培养特色：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除拥有校内

实验室外，还与本地多家汽车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注重学科融合，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根据汽车

市场需求和新工科发展要求，结合学校财经特色，制

定培养方案。

（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专业代码：080910T  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面向大数据时代以计算机

科学、应用统计为基础，注重基本理论与工程实践相

结合，方法技能与应用相结合，知识与能力相结合、

学科交叉融合、素质协调发展的工程实践能力，能够

在企事业、技术和管理部门从事大数据系统设计、开发、

数据分析、数据管理、运行维护和经营管理等工作的

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主干专业课程：数据科学导论、web 程序设计、

统计分析、数值计算、数据结构、操作系统、大数据

处理技术及应用、数据仓库、行业大数据分析实训等。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重庆赛区二等奖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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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特色 : 突出计算机科学、统计分析与经济、

金融等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强化计算机编程和

统计分析基础能力培养，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以大数据技术为重点，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为主线，

形成厚基础、强能力、宽口径、重实践的专业特色；

与行业头部企业构建鲜明特色的“产学研”深度融合

的协同育人基地。

（四）物联网工程

【专业代码：080905  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1. 物联网工程【智能制造与车联网方向】

培养目标：本专业着力培养学生在各种智能化产

品设计开发、城市交通和中国制造等行业的智能改造、

信息的检测传输及数据处理等方面具有创新创业精神

汽服实训

物联网智能交通实训

物联网单片机实训

校企合作基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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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素质物联网专业技术

人才。毕业后能够在信息领域、科研部门从事物联网

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也能胜任物联网技术在智

能制造、智能交通、环境保护、地质灾害监测、政府

工作、公共安全、平安家居、智能消防、工业监测、

个人健康等多个领域中的应用工作。

主干专业课程：物联网智能信息处理技术、智能

交通设计与案例分析、车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开发

技术、无线传感网、RFID 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

专业培养特色 :(1) 物联网是 21 世纪我国战略性

新兴产业，物联网技术是实施“中国制 2025”、“互

联网 +”、“人工智能 +”、“智能制造”等战略的

核心应用技术之一，有着广阔的应用领域和巨大的市

场需求。（2）深度强化智能制造、智能交通和车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方向的主干课程，致力于培养

以智能信息感知、智能数据管理、智能分析及综合应

用的卓越型、创新型、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2. 物联网工程【智能家居控制技术方向】

专业培养目标：本专业着力培养学生在各种智能

化产品设计开发、智能家居和智慧城市等行业的人工

智能改造、信息的检测传输及数据处理等方面具有创

新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素质物联

网专业技术人才。毕业后可从事智能家居、智能交通、

智能物流、智能电网、智能医疗、智能工业、智能农

业等行业的技术开发和管理等工作。

主干专业课程：物联网智能信息处理技术、智能

家居设计与案例分析、智能家居安装与项目控制、无

线传感网、RFID 技术、单片机与嵌入式技术、物联

网通信技术、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等。

专业培养特色 :(1) 深度强化智能家居、智能制造、

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方向的主干课程，重点培养学

生具备运用物联网专业知识实施“中国制造2025”、“互

联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的能力。（2）

将物联网工程技术和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深度融合，

使学生具备熟练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从

事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智能物流、智能

电网等行业的设计开发、工程管理与运行维护等相关

工作的能力。

（五）软件工程

【专业代码：080902  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培养目标：本专业以立德树人为根据任务，旨在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数学与自然科学、计

算机系统相关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

本方法。基本具备本领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备包括计算思维在内的科学思维能力和设计计算解

决方案、实现基于计算原理的系统的能力，具备较扎

实的数学、自然科学知识和扎实的计算机工程基础知

识 , 具备团队协作和团队管理能力，具备良好的人文

素养、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感，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

题的能力，能够持续学习以适应行业的不断发展变化，

毕业后可从事计算机产业、各种厂矿企业、事业单位

和高、中等学校从事软件分析、设计、开发、维护等

工作，以及工程项目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团队协作能

力的高层次实用型、复合型软件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

主干专业课程：软件工程 、软件需求工程 、软

件设计与体系结构 、软件构造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数据结构与算法、数据库原理、软件质量保 证与测试、

软件项目管理 、软件分析与建模技术。

培养特色 :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协同创新为引领，

形成重基础、分方向、加强实践教学的“专业基础 -

专业方向-行业”的“2+1+1”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从事软件分析、设计、开发、维护等工作，以及

工程项目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的高素质、

应用型人才，形成厚基础、强能力、宽口径、重实践

的专业特色。构建鲜明特色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协同育人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