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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面面观

物联网是什么？简单来说，
就是让一切物品相连，并可实施
感知、操作、管理。比如，你的二
代身份证，卡内安装了存储个人
基本信息的芯片，需要时直接读
取使用，这就是运用了物联网技
术。

在我国，物联网已经受到了
极大关注。不过，在高校，这还
是个年轻的专业。河海大学是
2010 年首批获批设立物联网工
程专业的高校之一，目前在国内
处于领先地位。该校物联网工
程学院副院长朱金秀介绍，专业
主要立足物联网的核心技术，围
绕水生态文明建设，开展水电工
程安全运行、水环境保护、水务
智能监控的物联网+水利行业
的人才培养和科研。

“当然，外语能力强的话，更
是锦上添花。”朱金秀说，因为目
前物联网的研发、应用主要集中
在欧美等国家，学生需要阅读外
文资料，应对国际交流。

据了解，他们的毕业生，很
多都被水利行业和华为、中兴等
国内知名IT企业录用。“像IT行
业，特点就是新，所以要求学生
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

毕业生眼中的专业

刘立和钱海峰，都是河海大

学物联网工程专业首届毕业生，
也都选择了考研。不同的是，读
完研，刘立继续攻读博士，而钱
海峰入职华为。

刘立认为，物联网工程是一
门跨多领域的交叉学科，有点

“兼容并蓄众家学科之长”的意
思。“没接触过物联网的人会误
以为和物流有关，事实上并不
是一回事。有所了解后，又容易
让人产生和计算机专业很像的
感觉，实际上，前者比后者宽泛
得多。”他回忆，在学校，他们除
了要学习通信、IT的基础知识之
外 ，还 要 接 触 无 线 传 感 网 、
RFID、模式识别基础等物联网
感知层的知识，内容很丰富。

而钱海峰读完本科后，又到
电子科技大学攻读硕士。毕业
后，他留在成都找工作，拿到的
第一个offer，就是华为公司。

工作两年，开发华为公有云
对象存储服务。钱海峰说，这一
行的特点就是压力大收入高，前
景不错。“华为的加班文化是行
内公认的，经常要加到晚上 11
点，不过，月薪基本能达到1~1.5
万，跟应届平均月薪比起来还是
可以的。”正好女朋友也在华为
工作，钱海峰打趣，至少上下班
时间能同步。

对于这个专业，钱海峰还是
很看好的。“它能锻炼人的个人
编程能力、思考能力，而且走在
科技前沿，以后发展不错。”

本报记者 杨曌

机械制造、新能源、物联网⋯⋯常州晚报为你一探究竟

在常高校这些专业很吃香，你会选谁？
这几天，第一阶段高考志愿填报正在进行中。在高招咨询会上，这些问题不绝

于耳：这个专业学什么，难度如何？将来的就业方向是什么，前景怎么样？
其实，专业选择关系着学生的前程，看看本地高校，亮点也很多。
常州晚报为您打探 4 所在常本科院校 3 大王牌专业，发现一个共同点：找工作

不用愁。

专业面面观

根据近几年的人才市场
调查显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专业一直排在人才需
求的前列。

在常州工学院，这个专业
算是“元老”级别了，目前已是
江苏省特色专业。“就业形势
很好，大部分对口企业都需要
这类人才。”常工院机械与车
辆工程学院副院长尹飞鸿介
绍，毕业生未来的发展，选择
面很宽，适应性强。“有的去了
苏锡常地区的机械制造或近
机械类企业，做产品设计开
发，有的去了研究所、设计院，
有的到企业搞设备维护，有的
做起了管理层，或者跨行干销
售，考公务员，都可以。”他说，
近几年，毕业生就业率都在
100%。

那么，什么样的学生适合
学？江苏理工学院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系主任
张锁荣建议，对智能制造领域

感兴趣，动手能力强，数学、物
理基础比较好的学生可以考
虑。“这个专业实验实训类课
程较多，培养学生的实践能
力。”他说，入学后，如果能积
极参加课外科技活动和科技
竞赛，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
升，就能学好该专业。

毕业生眼中的专业

“万金油”“就业好”“务
实”，这些是毕业生们提到的
关键词。

“职场青椒”来宁是江理工
2017届毕业生，目前在今创集
团国际事业部担任工艺员一
职。还没有太多工作经验的
他，收入还不是很高。不过，由
于国际项目及行业的垄断性，
他的晋升空间比较可观。

工作一年，来宁的感觉
是，这个专业实用性蛮强的。

“在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尤
其是对三维及二维绘图软件
的学习和运用，以及产品结构
的设计和优化，对工作都很有

用。”不过，光会动手还不行，
工作中，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
也很重要。因此，来宁建议，
大学期间要多参加与专业相
关的社团活动和竞赛，为就业
奠定基础。

和 来 宁 不 同 ，常 工 院
2005 届毕业生沈志贤，当年
是先就业后创业。在诺基亚
手机盛行的年代，他进入一家
生产手机配件的美资企业，做
模具设计。很快，他从中发现
了商机。“我大学的专业方向
是模具，工作时，正好将模具
原理运用到产品开发中，设计
了一套生产工艺设备。”次年
10 月，他带着产品创办了自
己的科技公司。直到去年，产
值已达两亿元。

就业“吃香”，是他一直以
来的印象。“每年我们去常工
院招聘，都排不上队，很多学
生 在 大 四 上 学 期 就 被 抢 订
了。”不过，他也坦言，学这个
专业，要能吃苦。“学习原理知
识会有些枯燥，但能锻炼分析
的思路，缜密严谨的态度。”

专业面面观

材料学什么？需要整天
和陶瓷、水泥打交道？常州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宁一表
示，要给这个专业正正名：“我
们的定位是新能源行业，企业
都是大型上市公司，工作环境
还是宜人的。”她说，环境、能
源一直是长盛不衰的话题，近
年来，新能源也成为国家战略
新兴产业，未来前景不错。

袁宁一告诉记者，毕业生
不仅活跃在光伏、储能等领
域，从事科研、技术开发、品
控、生产管理等工作，还能去
投行做项目评估。“放眼我省，
就业机会就不少。”她说，江苏
集结了一批优质新能源公司，
人才供不应求。

不过，袁宁一更鼓励学生
考研、出国深造。“本科以基础
课程为主，追求更高学历对将
来个人发展更好。”据了解，今
年，常大已获批材料科学与工
程博士点。

由于专业有学科交叉，教
学内容多，学生最好是有物
理、化学基础。当然，光会做
题还不够，大学期间，主动了
解行业动向也很有必要。

毕业生眼中的专业

刚刚常大博士毕业的房
香，本硕博读的都是该校材料
科学与工程专业。她告诉记
者，自己刚进校那会儿还没新
能源方向，也是一点点看着它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

本科期间，房香在日常积
累中意识到，发展清洁能源，
才有话语权。于是，硕博阶
段，她果断选了新能源方向，
研究钙钛矿电池。“这是个年
轻的领域，未来发展会很迅
猛。”

不过，目前这个领域还
没产业化，偏实验室研究，所
以，每天房香不是在“啃”学
术 文 献 ，就 是 泡 在 实 验 室
里。“早上 8 点工作到晚上 10
点，周末只能休一天。”她说，

科研占据大半时间，宝宝只
能托给外婆照料，好在终于
熬过来了。

如今，她正申请留校当专
业讲师，希望把自己的所学所
知，分享给学弟学妹们。

另 一 边 ，房 香 的 学 弟 ，
2016 届毕业生徐锐，才到亿
晶光电工作一年多时间，就立
了大功。

2016 年底，徐锐跳槽到
现在的企业，做 PE 工程师。
这个工作说难不难，说简单也
不简单。他经常要生产线、办
公室两头跑，把生产中遇到的
问题进行汇总，拿出解决方
案。“去年，我们遇到了个让前
辈都很头疼的问题。”徐锐说，
多亏他在校学的基础知识，很
快掌握了问题的根源，然后连
加一个月班，终于搞定。年
底，领导给他的表现打了高
分，拿了2万元年终奖。

徐锐给自己定了个“小目
标 ”：到 33 岁 ，做 上 部 门 主
管。“趁这几年，多攒点工作经
验，对晋升有好处。”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工作好找，但是学起来要“耐得住寂寞”

材料科学与工程（新能源材料）
朝阳产业，未来出路有很多

物联网工程
走在科技前沿，外语好更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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