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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 

 
鲁自考委〔2022〕2 号 

 

 

各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为满足我省消防工程领域从业人员学历提升需求，根据《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设置实施细则>和<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清单>的通知》（教职成厅〔2018〕1

号）精神，结合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布局及社会经济发展

需要，经研究，决定在我省开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消防工程（专

升本）专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考对象及开考时间 

消防工程（专升本）专业面向社会开考，首次考试时间为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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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具体报考规定和毕业要求按照专业考试计划执行（见附

件）。 

二、职责分工 

（一）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在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

领导下，负责制定专业考试计划、课程考试大纲，审定教材，组

织命题、制卷、考试实施、评卷、考籍管理，公布考试成绩和审

发毕业证书等工作，并对助学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二）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为主考学校，参与制定专业考试计

划、课程考试大纲、命题、评卷，并负责实践环节考核、毕业环

节考核以及在毕业证书上副署、授予符合条件学生的学位等工作。

关于课程助学、实践性环节考核、毕业论文（设计）及学位授予

等情况考生可咨询中国人民警察大学自学考试办公室。网址：

https://www.cppu.edu.cn/jxjy/，联系电话：0316-2068193、

0316-2068987。 

（三）各市招生考试机构在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委员会

领导下，负责组织本地考试以及管理考生的考籍档案等工作。 

三、其他事项 

（一）收费标准严格按照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财政厅《关

于明确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鲁发改成本

〔2021〕472号）执行。 

（二）考试课程和考试时间的具体安排，详见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届时公布的报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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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职业道德水准、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

责任感，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牢固

的火灾防控意识以及较强的实践能力，能够适应消防工作发展形

势及消防安全管理工作需要，具有较强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能从事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消防安全管理等方

面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政治修养和道德修养，掌握消防

工程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具备消防监督检查、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消防安全管理、应急救援等方面的实践技能，

具备较强的协调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具备初步的应急救援能力。

主要包括： 

（一）具有较高的政治修养和道德修养，具有公共情怀、专

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二）掌握消防安全管理学、消防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具备火灾风险评估、应对安全检查、开展消防自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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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能力； 

（三）掌握各类建筑防火设计的基本原理以及防火工程（建

筑防火、工业企业防火、电气防火）相关理论知识； 

（四）了解流体力学、火灾动力学、建筑技术和安全工程学

的基本知识，熟悉火灾发生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掌握各类火灾的

特点及防治对策； 

（五）了解各类消防器材的功能、检验的过程，掌握消防设

施、器材的构造原理和使用方法； 

（六）具备火场逃生能力和一定的应急救援能力，满足消防

行业各用人单位的需求； 

（七）熟悉国家消防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消

防技术标准和规范； 

（八）了解现代消防性能化设计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发

展动态、行业需求和发展趋势； 

（九）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一定的创新能力。 

三、学历层次与规格 

本专业为专科起点本科层次。申请毕业时须提供经教育部审

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

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 

本专业实行学分制。各门课程考试采用百分制计分，60 分为

及格，考试及格后即可获得该课程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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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共设 15门课程，考试课程相关的实践考核环节部分不

单独计入课程总门数。凡取得本专业计划所规定 15 门课程的合格

成绩，累计达 71学分，并完成规定的毕业论文考核及其他实践性

环节的考核，思想品德鉴定符合要求者，经审核合格后，颁发主

考学校副署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消防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证书。 

考生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且符合主考学校学位

授予条件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由主考学校授予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序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3 12406 消防燃烧学 5 

4 
12409 建筑防火 5 

12410 建筑防火（实践） 1 

5 
12411 电气防火及火灾监控 4 

12412 电气防火及火灾监控（实践） 2 

6 
13228 工业企业防火 5 

13229 工业企业防火（实践） 2 

7 
13226 建筑消防设施 6 

13227 建筑消防设施（实践） 1 

8 
12414 消防安全管理学 5 

12415 消防安全管理学（实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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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4431 消防工程综合实践（实践） 2 

10 14441 消防制图（实践） 4 

11 
14357 危险化学品防火与防爆 4 

14358 危险化学品防火与防爆（实践） 1 

12 14111 人员疏散与救助（实践） 4 

13 13000 英语（专升本） 7 

14 13843 交通运输工具防火（实践） 3 

15 14427 消防安全教育与培训（实践） 3 

16 12418 毕业论文 不计学分 

总学分 71 

备注：考生如不考 13000英语（专升本），可以选考同层次其他专业相

同（或高于）学分的课程（非纯技能课程）顶替 13000 英语（专升本）的

学分。 

五、主要课程说明 

（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程说明略，见全国统考大纲）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课程说明略，见全国统考大纲） 

（三）消防燃烧学。 

消防燃烧学是一门系统讲授火灾发生、发展和熄灭基本规律

以及典型可燃物质的燃烧特性的课程。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火灾

发展的基本规律，典型物质的燃烧特性，典型火灾现象发生、发

展过程和规律，室内火灾的发展过程和特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 8 — 

引导学生掌握消防基础理论，为专业课程学习提供支撑。 

（四）建筑防火。 

建筑防火是一门讲授建筑防火设计基本原理的课程，本课程

主要内容包括建筑火灾的发生发展规律和特点、常用建材的高温

性能及其燃烧性能、建筑构件的耐火性能、建筑物耐火等级的划

分方法、布局防火要求、防火分隔、安全出口及疏散，建筑防火

设计的基本技术措施、性能化防火设计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程序。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掌握建筑防火设计审核的基本知识

与技能,具备从事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核和对建筑物进行消防监

督检查的基本能力。 

建筑防火（实践）是建筑防火课程的重要配套实践课程。通

过本课程实践，引导学生了解建筑火灾的发生、发展规律和特点，

掌握常用建材的高温性能及其燃烧性能、建筑构件的耐火性能、

建筑物耐火等级的划分方法、布局防火要求、防火分隔、安全出

口及疏散、建筑防火设计的基本技术措施、性能化防火设计的基

本概念和基本程序。 

（五）电气防火及火灾监控。 

电气防火及火灾监控是一门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上的具有较强

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课程。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电气防火及火灾监

控阐述电气火灾的形成机理、电气防火防爆的基本原理及技术。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掌握电气防火的基本原理和技术,具

备从事电气防火业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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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防火及火灾监控（实践）是电气防火及火灾监控课程的

重要配套实践课程。通过本课程实践，引导学生了解电气火灾的

形成机理、电气防火防爆的基本原理及技术,掌握电气防火的基本

原理和技术,掌握电气消防检测箱中各检测仪器设备的操作和建

筑电气图纸的识读方法，清楚建筑电气防火检测的要求和方法，

能够进行基本的电气火灾隐患检测，培养学生电气设备检查能力

和发现电气线路设备隐患的能力，使学生具备从事电气防火业务

的能力。 

（六）工业企业防火。 

工业企业防火主要内容包括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火灾与

爆炸事故的原因类型、火灾事故后果及爆炸事故后果的常用定量

分析方法、防火防爆技术对策、工业企业火灾爆炸风险的分析方

法以及各类典型易燃易爆危险品储运场所防火要求等内容。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掌握运用火灾危险性分析方法与火灾风

险分析方法手段，分析并解决工业企业中的消防安全问题，为承

担消防监督检查工作奠定必要的基础。 

工业企业防火（实践）是工业企业防火课程的重要配套实践

课程。通过本课程实践，引导学生了解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

火灾与爆炸事故的原因类型、火灾事故后果及爆炸事故后果的常

用定量分析方法、防火防爆技术对策、工业企业火灾爆炸风险的

分析方法以及各类典型易燃易爆危险品储存场所的防火要求等内

容，培养学生运用火灾危险性分析方法与火灾风险分析方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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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并解决工业企业中的消防安全问题的能力。 

（七）建筑消防设施。 

建筑消防设施是是一门讲授建筑物内各类消防设施的设置、

设计、使用及维护管理的课程。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建筑消防设

施的类型、适用范围、设置原则、主要组件及作用，各类建筑消

防设施的工作原理及设置要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引导学生了

解火灾烟气扩散流动规律、烟气控制技术、防排烟设施的设置范

围、设置要求等基本的防排烟技术知识，掌握建筑消防设施类型、

适用范围、设置原则、主要组件及作用,学习各类建筑消防设施的

工作原理以及基本技术数据和计算、审核验收、操作使用知识。 

建筑消防设施（实践）是建筑消防设施课程的重要配套实践

课程。通过本课程实践，引导学生掌握建筑物内各类消防设施的

设置、设计及应用，了解建筑消防设施的类型、适用范围、设置

原则、主要组件及作用，各类建筑消防设施的工作原理及设置要

求，使学生能够应对或进行日常建筑消防设施监督检查，满足在

灭火作战中的实用要求。 

（八）消防安全管理学。 

消防安全管理学是以消防安全学、管理学和消防安全技术为

基础、以消防安全管理为内容、融管理与技术于一体的交叉课程，

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消防安全管理

基础理论,消防安全管理体制、机制、制度、安全文化和管理技术、

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消防管理水平,为从事消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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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消防安全管理学（实践）是消防安全管理学课程的重要配套

实践课程。通过本课程实践，引导学生将所学到的消防安全管理

理论和方法运用到重点场所和部位,能够正确识别各类场所的火

灾风险，并给出合理的消防安全管理对策，提高消防安全管理水

平，初步具备判断和处理相关的消防安全问题的能力。 

（九）消防工程综合实践。 

消防工程综合实践本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实践课程,是在完成

本专业全部课程学习的基础上,依据消防法规、规范要求,综合运

用所学的消防工程专业知识而进行的综合实践。通过本课程实践,

培养专业知识综合运用能力,具备在企事业单位、专职消防队、社

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等单位从事消防工作的能力。 

（十）消防制图（实践）。 

消防制图（实践）是消防工程专业的重要实践课程。通过本

课程实践，引导学生绘制阅读建筑图样和消防专业图纸，了解画

法几何、投影制图、建筑工程制图、消防专业制图和计算机绘图

等基本技能，掌握阅读建筑图样和绘制、阅读消防专业图的能力。 

（十一）危险化学品防火与防爆。 

危险化学品防火与防爆是一门讲授危险化学品储存和运输等

过程的防火防爆以及安全管理等内容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引导学生了解危险化学品火灾特点、危险性，掌握危险化学品防

火防爆的基本理论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培养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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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化学品消防安全管理能力。 

危险化学品防火与防爆（实践）是危险化学品防火与防爆课

程的重要配套实践课程。通过本课程实践，引导学生了解危险化

学品火灾特点、危险性及灭火对策，掌握危险化学品防火防爆的

基本理论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培养危险化学品

消防安全管理能力。 

（十二）人员疏散与救助（实践）。 

人员疏散与救助（实践）是消防工程专业的重要实践课程，

通过对突发事件中人员个体特征和行为、人员之间的相互作用、

人员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建模分析，为在人员密集场所发

生灾害或应急情况时的疏散与救助提供技术保障。通过本课程的

实践，引导学生掌握疏散策略制定方法及其效果评价，掌握在人

员密集场所发生灾害或应急情况时应采取的正确疏散方式，具备

选择正确疏散通道、引导不同类型人群疏散等救助技能。 

（十三）英语（专升本）。 

（课程说明略，见全国统考大纲） 

（十四）交通运输工具防火（实践）。 

交通运输工具防火（实践）是消防工程专业的重要实践课程，

通过本课程实践，引导学生了解各类交通运输工具火灾发生发展

规律、特点和危险性，掌握燃油车、轨道交通、船舶、电动车、

航空器等不同类型交通运输工具的防火规范、原则、程序和方法。 

（十五）消防安全教育与培训（实践）。 



 — 13 — 

消防安全教育与培训是防火管理专业的重要实践课程，通过

本课程实践，引导学生掌握消防安全教育的基本内容、形式、方

法和流程，制定恰当的消防安全教育方案，设计有针对性的消防

安全教育内容，并能够组织实施以及评估效果，具备组织协调和

实施消防安全教育与培训的能力。 

六、使用教材 

笔试课程使用教材详见当次考试公布的教材目录；实践课程

使用教材由主考学校公布，详见主考学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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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2年 9月 21日印发  
                                                                

校对：乔美丽                                共印 3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