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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介绍
Professional Introduction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成立于1962

年，具有悠久的办学历史。

2006年，模具专业成为省经信委教学改革试点专业，

2007年作为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重点专业建设，2008年被遴

选为江苏省高等学校特色 专业建设点。经过几年的专业建

设，已经形成了可以服务于区域经济和IT产业的特色专业。



我们的未来
Our future

继续深造

职业人生

自主创业

根据第三方机构新锦成公司调研报告就业一年调查，
模具专业客观就业率100%，调研就业率98.28%。



继续深造
To further his studies

专
转
本

升学
途径

学校注重强化专转本专业课程的学习和辅导，
每年本科录取率较高，为学生提供了“专转
本”的升学通道。

常州大学

开设常州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
业专接本班，三年级在常信院学习
相关课程，第四年到常州大学学习，
达到规定要求可获得学士学位。

扬州大学

开设扬州大学“机械制造及其自动
化”专业专接本班，二年级在常信
院开始学习相关本科课程，第三年
到扬州大学学习，达到规定要求可
获得学士学位。



升学院校 人数 占比 升学院校 人数 占比

常州大学 30 17.24% 中国传媒大学 4 2.30%

扬州大学 11 6.32% 徐州工程学院 4 2.30%

南京邮电大学 11 6.32% 南京财经大学 4 2.30%

南京师范大学 11 6.32% 江苏理工学院 4 2.30%

南京大学 11 6.32% 江苏科技大学 3 1.72%

淮阴工学院 9 5.17% 盐城师范学院 2 1.15%

南京工程学院 8 4.60% 苏州科技学院 2 1.15%

盐城工学院 6 3.45% 南京体育学院 2 1.15%

无锡太湖学院 6 3.45% 常州工学院 2 1.15%

南京理工大学 6 3.45% 常熟理工学院 2 1.1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6 3.45%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 0.57%

苏州大学 5 2.87% 江苏师范大学 1 0.57%

三江学院 5 2.87% 淮阴师范学院 1 0.57%

南京晓庄学院 5 2.87% 淮海工学院 1 0.57%

金陵科技学院 5 2.87% 北京电影学院 1 0.57%

东南大学 5 2.87% - - -

继续深造
To further his studies



职业人生
Professional life

模具智能制造生产线设计与管理人才

（月薪5000-30000）

精密模具检测与逆向设计人才

（月薪5000-20000）

模具制造与设计专业人才

（月薪3000-15000）



职业人生
Professional life

省内, 88.01%

上海市, 5.92%

浙江省, 2.60%

福建省, 0.87%

北京市, 0.58%

河南省, 0.58%

其他, 1.45%

省外, 16.30%

就业省份分析

省内就业城市分析



自主创业
Self-startup

学校设有创业创业训练中心、信息产业园，指导学生创新设计和进行创业辅导，并提供创业场地和各种优惠政策。近年来，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获得多项国家级、省级、市级奖励，学生创办十余家企业均得到很好的效益。



我的课堂
My classroom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建有500平米的精密模具加工车间、200平米的冲塑压一体化实验实训中心、并配合有3个专业实验实训室，一个专业机

房，总投资近1000万人民币。此外还有20余家紧密合作企业作为校外课堂的现场教学场所。



我的课堂
My classroom

投资300多万的国内领先的“模具智能制造实验实训室”

最新的快速成型与精密检测实验实训室



2016年全国机械行业职业院校模具技能大赛三等奖

2017年全国机械行业职业院校模具技能大赛两项二等奖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模具技能大赛三等奖

2016、2017连续两年获得江苏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二等奖

第九届“发明杯”全国高职高专创新创业大赛

2014“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
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特等奖

第四届“浩辰杯”
华东区大学生CAD技能竞赛

全国职业院校模具技能大赛学生组

我的作品与荣誉
My honor



我的课程
My course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与模具企业

联合办学，通过“学中做，做中

学”的“现代学徒制”模式进行教

育以达到企业的招聘要求。

毕业时可获得行业、企业认可

的多种国家级技能证书，能够熟练

运用多种机械设计软件及精密数控

机床进行模具设计与制造。



我的老师
My teacher

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先后被评为省经信委教改试点建设专业、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重点建设专业、省高等学校特色专业、院级

特色专业、院级优秀教学团队。



我的老师
My teacher

本专业团队目前有优秀教师14人，其中

教授及研究员级高工3人，副教授4人，讲师6

人，高级技师1人，均为双师型教师。近年来

，专业教师完成省级科研项目2项，市级项目

3项，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二等奖1项；发表

论文100多篇，其中SCI2篇、EI5篇；并获国

家发明专利2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100多项

；出版国家规划教材多部。



优秀校友
Excellent alumni 

程路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1985届毕业生

1996年 徐州化工机械总厂副厂长、徐州阿卡控制阀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1-2006年 徐州化工机械总厂副厂长、徐州阿卡控制阀门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6年至今 徐州化工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州阿卡控制阀门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严晓群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1985届毕业生

江苏斯威特集团董事长，名列2004年、2005年《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第79名和

126名

张玉华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1983届毕业生

1983.7 江苏绿扬电子仪器集团工作，担任工模具设计
1991.12 泰克（扬中）科技有限公司 任仪器结构设计师、示波器附件产品部经理

2002.5 扬中市扬泰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09.4 江苏华晟置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0.3 泰州华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优秀校友
Excellent alumni 

王浩（徐州市丰县华山中学）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2015届毕业生
2012.12获得省“水杉杯”话剧大赛三等奖
2014.6全国网络赛三维造型三等奖
2014.7全国数控大赛江苏选拔第四名
2014.7“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
新创业创效大赛特等奖、最具投资潜力奖
2014年江苏省年度大学生年度人物提名奖
2014年度中国电信奖学金
2016.8获得第十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2015.7-2016.5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接本
扬州大学
2016.5-至今 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

罗四化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2007届毕业生

现任常熟美仕达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加猛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1993届毕业生

1993.08—2000.08 江苏东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
所技术员

1993.08—1996.07 扬州大学机械工程专业
2000.09－2003.03 南京林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2005.09－2008.06 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

2011－ 南京大学，博士后
2003至今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历任讲师，

副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

许波勇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1999届毕业生
现任苏州荣威模具有限公司总经理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