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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introduc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irefighting professionals training in universities and the professionalism transformation of firefighters in China, after the new situation was
analyzed under this background according to the talent requirement, quality and talent training
mode changes; the related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which was suitable for the job requirement
was proposed by seven aspects, including persisting the principle of quality priority and the
school direction of multifaceted, solid fundamentals, high abilities and qualities, established a national fire academy and a regional training base, achieved the semi-military management, directional training and joint training, strengthen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vocational
skills appraisal and profess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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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介绍我国高校消防专业人才培养现状、消防员职业化改革情况的基础上，从人才需求数量、质量及人
才培养模式变化等方面分析了消防员职业化转型背景下高校人才培养面临的新形势，从坚持质量优先原
则、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重素质”办学方向、成立国家消防学院和区域性培训基地、实现
半军事化管理、定向培养和联合培养、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加强课程建设力度七个
方面提出了构建与岗位任职需求相适应的消防专业学历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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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消防员是一种对从业人员知识、技能、体能、生理、心理等方面综合素质要求较高的高危职业，每
年均有一定数量的消防员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如 2003 年衡阳火灾事故造成 20 名消防员牺牲，2010 年云
南宁蒗县森林火灾致 12 名扑火人员牺牲、四川道孚县草原火灾致 22 人牺牲，2011 大理云南剑川县森林
火灾导致包括 2 名县防火办工作人员、5 名县森林扑火队员在内的 9 名人员牺牲，2015 年天津港“8∙12”
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造成了公安现役消防人员 24 人、天津港消防人员 75 人遇难，
2019 年山西沁源“3∙14”森林火灾造成 6 名消防员牺牲、四川木里森林火灾造成 27 名森林消防人员和 4
名地方干部群众牺牲。火灾形势的严峻性、消防任务的艰巨性和灭火工作的高危险性决定了要建立与之相
适应的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对火场可燃物和火行为等信息掌握不足，消防队伍不稳定，从业人员对火灾
基本理论和知识掌握不全面、安全防护装备不齐全、灭火技战术训练不到位、火场安全意识薄弱、紧急情
况下逃生与自救能力不足、灭火现场缺乏有实战经验的高水平指战员等是造成人员伤亡事故频发的重要原
因。消防员职业化是解决以上困境的有效措施之一。为此，国家成立了应急管理机构，公安部门的消防管
理职责、林业部门的森林防火职责、农业部门的草原防火职责均被纳入了应急管理部门，公安消防部队、
武警森林部队转制后，与安全生产等应急救援队伍一并作为综合性常备应急骨干力量，是我国应急救援力
量走向职业化、综合化、集中化、专业化的一项重大举措，是我国应急管理体制建设中的一项重大进步，
有助于将原先分属于不同行业、领域、部门的力量整合起来，实现主要救援力量集中管理和救援指挥权集
中行使，是我国应急救援职业化建设的关键性一步。学历教育是培养高级消防专业人才的重要途径，分析
消防专业学历教育人才培养现状及消防员职业化转型背景下高校人才培养面临的新形势，构建与岗位任职
需求相适应的消防专业学历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对实现消防员职业化转型改革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我国高校消防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我国消防教育诞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当时主要是短期培训，正规的消防高等学历教育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1]。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高校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博士 4 个层次的消防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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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体系，其中本科、专科层次人才培养规模较大。
在专科层次人才培养方面，消防高等专科学校为消防救援队伍定向培养消防指挥、抢险救援专业人
才。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云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安
全技术职业学院、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武汉警官职业学院、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建筑职业技术
学院、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厦门安防科技职业学院、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齐齐哈尔理工职业学院、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设置了消防工程技术
专业，辽宁政法职业学院、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等高校设置了防火管理专业，这些高校毕业生大多在
企事业单位从事消防技术、消防管理安全等相关工作。
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主要专业有消防工程、消防指挥、核生化消防、火灾勘查。消防工程专业具
有跨学科、跨行业的特点，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多达十个以上[2]。原武警学院、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中国
矿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南大学、西南交
通大学、河南理工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重庆科技学院、西安科技大学、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四川警
察学院、安徽理工大学、河北建筑工程学院、新疆工程学院 18 所高校先后设置了“消防工程”本科专业。
毕业生大多进入消防救援队伍、消防技术服务企业、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等相关机构工作，即招生和就业
存在地方、专职救援队两种完全不同的体制。原武警学院和四川警察学院设置了“消防指挥”专业。培
养“核生化消防”、“火灾勘查”本科人才的高校只有原武警学院。设置“消防工程”本科专业的高校
相对较多，但大多为行业高校，在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上表现出一定的行业特色[3] [4] [5]，具有差
异化发展的特征。如西南林业大学根据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省森林火灾数量多、类型复杂、预防和扑救
难度大的特点，结合学校具有森林消防、消防工程两个方向专业教师队伍的现状，在消防工程本科和森
林防火硕士点人才培养方案设计过程中，深化森林消防、消防工程分属于农学、工学两个方向的知识、
技能、方法交叉与融合，使该校消防学科更具有学科交叉特点和鲜明的地域特色。中南大学消防工程专
业设在土木工程学院，秉承“火灾 + 土木建筑”的特色办学理念，培养“品德优良、基础厚实、知识广
博、专业精深”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6]。自 2013 年正式成立以来，全国消防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每
年召开研讨会一次，就教材建设、培养方案设计、实践教学、学生就业、科技创新等主题开展了交流和
讨论，为提升各高校“消防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研究生人才培养方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依托安全科学与工程、
土木工程等学科培养火灾科学、消防工程硕博士层次人才。东北林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自主设置了森
林防火学科，培养硕士、博士层次人才。总体上看，消防类硕博士研究生供不应求，仍有扩招空间。

3. 消防员职业化转型背景下高校人才培养面临的新形势
消防员职业化后，高层次消防专业人才仍将主要来自高校，培养消防专业人才的高校特别是承担本、
专科层次人才培养任务的高校，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主要体现在：

3.1. 专业人才需求数量增加
我国各种类型的消防队伍规模较大，人员来源复杂，但大多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没有受过系
统专业教育的消防队员，受理论知识不扎实、不系统等因素制约，难以成长为消防基础知识、理论、技
能兼备的高素质消防专门人才，这对推进消防员职业化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据《全国森林防火规划
(2016~2025)》记载，全国森林防火指挥机构达 3342 个，森林防火专职管理人员达 2.2 万人，全国建有森
林消防专业队 3264 支 11.3 万人。各林区县、乡(镇)还建有半专业扑火队，规模庞大。但由于我国当前没
有高校设置森林消防本专科专业，很多从业人员没有林学、消防专业背景，甚至很多地方的专职副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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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既没有林学专业知识背景也没有消防专业系统学习和工作经历，客观上存在专职不专业的现象。消防
员职业化特别是应急管理部门成立后，经过若干年的人员整合、分流、消化，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将日益
增加，高校将面临着为社会培养更多专业人才的重任。特别是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原武警学院)和南京森林
警察学院停办消防相关本科专业后，全国消防类本科专业只顺下消防工程一个专业在招生了，普通高校
面临着依托消防工程为社会培养更多消防专业人才的重任。

3.2. 专业人才质量变化
消防员职业化转型后，对消防员个体的专业知识、技能、体能和队伍的综合化、集中化、专业化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各普通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有别于其它专业的更多特殊要求。

3.3.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变化
转型后的职业消防员“非军”、“非警”身份及特殊的工作使命，对各高校的人才培养方式、方法
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职业消防员独特的岗位任务、专业知识和技能需求，有别于消防工程设计、消防工
程施工、消防设施检测、消防设施维护和保养、消防安全评估、消防安全管理、消防教育与培训、消防
产品生产和销售等大部分地方普通高校毕业生的主要任职岗位需求，对各高校的人才培养方向、目标、
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各高校面临着在专与通、研究与应用、管理与技能、企业人才与专职消防员等人
才培养方向上的抉择问题。为实现独特的人才培养目标，各高校面临着对招生、人才培养方案、学生管
理、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等各环节进行重大改革的问题，面临着双师型教师队伍、实践教学条件的建设和
保障问题，面临着人才培养成本增加问题。对以上数十所培养本、专科层次人才的高校，绝大部分学校
消防专业招生规模不大，办学成本相对较高，消防专业在其所属学校处于非特色的弱势地位，在人才培
养成本增加和新投入的情况下，面临着专业取舍问题。

4. 构建与岗位任职需求相适应的消防专业学历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4.1. 坚持质量优先原则
消防员职业化转型后，高校如何适应新形势，培养社会需求的合格人才，仍需要长期探索。消防专
业人才培养成本高，社会现有高层次教师队伍少，不足以支撑高校大规模、高水平办学，建议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严把专业设置关，相关高校应控制招生规模，避免大量低水平办学造成毕业生就业形势恶化。
建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授权全国消防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对申请设置消防专业的高校进行评估认证，
准许申请学校在办学理念、资源配置、管理水平等方面达到质量标准并经全国消防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评估认证后方可批准其设置专业，严把准入资格关。同时，结合消防行业现状和发展趋势，坚持实
事求是原则，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指导方针，对已设置消
防专业的高校进行评估认证，促进高校落实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加强资源配置，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强化教学管理，建立健全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促进有关高校持续改进教学质量，淘汰不合格学校的
消防专业人才培养资格。

4.2. 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重素质”办学方向
消防专业的知识体系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安全科学与工程等 l0 多个学科内容，而毕业生就业面
向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服务的众多领域，具体的工作岗位有灭火、消防监督管理、消防工程设计、消防
工程施工、消防设施检测、消防设施维护和保养、消防安全评估、消防安全管理、消防教育与培训、消
防产品研发与生产等。从有利于毕业生业务成长的角度出发，各高校应强化专业基础教育，坚持“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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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宽口径、强能力、重素质”的办学方针。课程体系设计是实现这一办学方针的重要体现，相关研究
较多。郑爽英构建了“课程体系 → 课程群 → 主干课程群 → 主干课程”的消防工程专业本科课程体
系的结构模式[2] [3]。黄金印分析了火灾科学与消防工程学科内涵、研究领域、相关学科、主干课程[7]。
陈长坤分析了消防工程课程体系中各元素、各环节和各课程之间的脉络关系，绘制了课程体系及其内在
关系的链式结构图[8]。刘海波提出消防工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 5 + 3 模式，即前 5 个学期进行大安全
专业的课程学习，后 3 个学期进行专业特色课程学习，实现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避免学生因过早进
入专业学习而知识面狭窄的弊端[9] [10]。这些源于实践的探索可以为其它学校消防专业建设提供借鉴。

4.3. 成立国家消防学院和区域性培训基地
我国消防人才培养高校较多，除原武警学院、消防高等专科学校外，其它高校人才培养规模不大、
教师数量也不多。建议在这两所高校基础上，从其它机构选拔优秀教师，建设国家消防学院，近期可设
置消防指挥、消防工程、火灾勘查、抢险救援指挥与技术、公共事业管理、安全工程等本科专业和消防
工程技术、防火管理、森林防火、抢险救援等专科专业，远期可申报硕士点和博士点，建设相关学科，
为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培养专门人才。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社会因素、科学技术、经济实力差异性大，消防安全管理能力、水
平和消防手段千差万别，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也不相同，消防队未来承担的应急救援任务也不尽相同。
根据消防技术更新快、各地火灾特别是森林火灾、草原火灾具有一定地域特征的特点，可在全国建设若
干区域性培训基地，为区域内技术骨干提供新理论和新技术宣贯、案例和战术研讨、新装备推广使用等
高层次培训服务。各区域性培训基地在实施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即在国家职业标准架构下探
索有区域特色的培训科目，开展分区、分类培训。

4.4. 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为了更好地满足应急管理部门对消防员的岗位任职需求，各普通高校可对消防专业学生实行半军事
化管理，加强体能、纪律等职业能力建设，为今后更好地履行消防员职责奠定基础。

4.5. 定向培养和联合培养
根据消防员的工作特性，建议普通高校与应急管理部门开展本专科专业人才定向培养和联合培养。
参照原武警学院、消防高等专科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普通院校本科采用“3 + 1”、专科采用“2 + 1”
模式开展教学活动，即前三或两年在学校学习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课，最后一年带着学习任务到应急队
实习，巩固理论学习成果、提高职业技能。

4.6. 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技能鉴定是提高消防从业人员职业素养的有效载体，是提高消防员实战水
平的有力抓手。通过开展职业技术教育与职业技能鉴定，把日常训练与任职资格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
建立和完善常态化训练机制、制度化培训体系，从而提升从业人员的综合业务水平。消防工作的特殊性
决定了当前急需建立一支人员相对稳定的专业化、职业化消防员队伍。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技能鉴
定是提高从业人员职业素养、改善消防员待遇、留住高技能型人才的有力抓手。
当前，持证上岗和就业准入制度日趋完善，在消防队伍中全面实行职业资格制度，将职业资格等级
作为消防员选拔、晋升的必备条件，能够促进从业人员自我加压、主动学习、锻炼成才，对消防队伍建
设具有极强的目标牵引作用，是提升消防员职业化水平的打基础、补短板性质的重要举措。在现行国家
职业资格目录中，消防行业的职业资格有专业技术人员准入类别的“注册消防工程师”，技能人员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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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有准入类别的“消防设施操作员”、水平评价类别的“消防和应急救援人员”，后者又细分为“消
防员”、“森林消防员”、“应急救援员”三种。本轮政府机构改革主要涉及其中的“消防和应急救援
人员”，相关的标准有“灭火救援员国家职业标准”、“森林消防员国家职业标准”。建议对这两项标
准进行合并或分别大幅度调整内容。根据应急救援力量向职业化、综合化、集中化、专业化发展的改革
方向，建议在新的标准中将地质灾害、水旱、草原消防、抗震救灾等其它应急救援基本要求加入到标准
中，并对培训学时、培训教师、场地设施等内容进行相应修订。建议放宽初级职业资格报考条件，允许
消防专业在校生报考，提高在校生学习知识和技能动力，拓展就业渠道。

4.7. 加强课程建设力度
专业教学要紧密结合消防科学技术的发展动态、消防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和社会对消防人才的需求，
努力建设一批综合性课程，更新出版一批综合性教材。如将森林消防、草原消防、城镇消防共性的基础
知识和理论部分，从学科角度加以组合，重组教学内容，主要涉及《消防燃烧学》、《林火原理》等课
程及灭火原理方面的教学内容；将森林消防、城市消防共性的应用技术部分，从学科角度加以提炼，重
组专业课教学内容及教材，主要涉及火源管理、灭火技术方面的教学内容。对专业课程内容进行优化整
合，着力进行不同专业消防共性知识体系的构建，强调共性知识在森林消防、城镇消防、草原消防、农
村消防中的应用，为拓展学生的思维、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

5. 结语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政府机构改革赋予了消防员特殊的使命，当前急需建立一支人员相对稳定的
专业化、职业化消防员队伍。消防职业化改革已迈出了关键一步，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对消防工作提
出了新的挑战，对消防专业人才质量提出了更多、更高、更新的要求，也为消防专业学历教育带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分析当前消防专业学历教育现状，构建消防专业学历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是深化消防员职
业化改革的基础性工作，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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