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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锐捷网络学院

“锐捷网络学院”项目是锐捷网络旨在帮助大、中专院校培养网络技术人才而推出一项共同办学计划。通过在全国

范围内与院校建立广泛校企合作，帮助学校培养一批“双师型”骨干教师队伍，引入企业的项目课程，开展职业认证与

实训，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从而协助完成国家信息化建设人才的培养。

锐捷网络学院项目以“培养实用型网络人才，推进网络技术教育”为目标，将来自厂商成熟I T认证课程引入到学

校，使学生足不出校园，就能获取来自厂商技术、认证和培训，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增强就业竞争力。此外，“锐捷网

络学院”	 项目还开展广泛产、学、研合作计划，培训基地合作计划，骨干师资培训合作计划、示范性专业建设、精品课

程建设、创新网络教材开发计划等一系列合作。

依托自主研发的产品、前沿网络技术的钻研和多年的行业经验，锐捷网络大学在充分了解行业客户需求的基础上，

开发了完善的培训体系，为教育、金融、政府、企业、军队、医疗等各行各业提供专业、完善、全面的培训服务。依托

本土化优势，快速响应服务，多年在教育行业的深耕细作，不断推陈出新课程和培训方案，得到社会高度的认可。

■	 价值一：课程与行业接轨，课程贴近企业和行业需求

	 1、课程的知识点是来源于通过500个行业客户和400个集成商的调研用人能力需求结果;	

	 2、课程强调动手能力培养，实验学时和理论学时的比例是1:1；

■	 价值二：帮助网络学院老师打造一流“双师型”教师团队，提升实践教学水平

	 1、锐捷网络大学的老师都是由多年在一线经过摸爬滚打网络工程师组成，实践经验非常丰富，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2、授课的知识贴近企业和行业的需求，能够帮助老师知识体系迅速更新到与行业接轨的水平；

■	 价值三：学生免费享受企业工程师的E-Learning课程，并以优惠的价格获取认证考试价格

■	 价值四：丰富教学支持，帮助学校提升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

	 1、教学咨询支持：锐捷网络大学教学专家针对合作院校在网络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等方面提供教学指导、方案咨询，

CPPI网络精英人才培养解决方案等服务；

	 2、教学资源支持：

	 	 a、锐捷网络大学的官网（http://university.ruijie.com.cn/）：为合作网院开放网站资源下载权限，提供教学工

具包；包括：教材、课件PPT、课程大纲、参考教案、考试大纲、理论模拟题、实验模拟题等；

	 	 b、实践教学俱乐部（http://www.labclub.com.cn）：全国计算机老师自己的交流平台，结交朋友，交换课件，

分享经验；

	 3、活动支持：

						 a、锐捷网络精英实训营；

						 b、网络学院网络技术大赛；

						 c、网络学院评优活动。

■	 价值五：完善就业支持平台，协助网络学院的学生就业

	 锐捷网络通过锐捷讲坛，就业绿色通道和网络实践工程师委培项目帮助网络学院的学生进行就业。

				 	 a、锐捷讲坛：为学生提供职业生涯规划，网络新技术和面试技巧等热点讲座；

	 	 b、就业绿色通道：分成院校级和区域级，为目标院校的学生提供锐捷合作伙伴现场招聘活动；

	 	 c、网络实践工程师委培项目：对面试通过的学生，免费继续提供45天培训+60天的实习，最后包就业。

锐捷网络学院特色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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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用技术认证：

	 	 网络工程方向

	 	 提供了五个认证等级，考察路由交换方向工程人员技术水平，代表专业水平逐级上升：管理员、工程师、调试工

程师、资深工程师和专家。

	 	 网络安全方向

	 	 提供两个认证级别，考察安全技术人员技术水平，代表专业水平逐级上升：工程师、资深工程师。

锐捷认证

锐捷认证体系

锐捷职业认证是厂商专业技能认证，锐捷认证体系包括通用技术认证、专项技术认证。

	 ■	 专项技术认证：

	 锐捷职业认证提供了多个专项技术认证，考察在特定技术领域具备知识和技能。专项认证包括IP v6、存储、无线和IP

通信，在IPv6、存储、无线及IP通信领域具有专家级知识和技能，并拥有驾驭相关产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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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捷网络学院认证课程

课程名称

锐捷认证网络管理员（RCAM）

锐捷认证网络工程师（RCNA）

锐捷认证资深调试工程师（RCCP）

锐捷认证资深网络工程师（RCNP）

锐捷认证资深安全工程师（RCSP）

网络管理员
初级网络设备销售

网络管理员
售前工程师
售后工程师
网络设备销售

网络管理员
售前工程师
售后工程师
设备测试工程师
网络设备销售

网络管理员
售前工程师
售后工程师
设备测试工程师
网络设备销售

网络安全管理员
售前工程师安全产品
售后工程师安全产品
设备测试工程师安全产品
网络设备销售安全产品

拥有网络管理与设备维护的能力

构建与设计不超过100个节点的中小型网络

构建与设计500个节点以下的大中型网络

构建与设计500个节点以下的大中型网络

实施纵深防御高级策略

课程目标 人才培养定位

■	 RCAM（锐捷认证网络管理员）

	 知识点：计算机网络概述、数据通信系统、网络体系结构、网

络互连设备、IP协议及子网规划、以太网交换机基础、L AN交

换机配置、路由器配置、网络安全简介、常见网络问题分析及

处理。

	 学时：40学时

	 前导课程：《计算机基础》《网络基础》

	 认证效果：获得RCAM证书，证明持有人具有维护和管理小型

网络、并为网络提供基本的优化解决方案、对现有网络以及网

络中的设备、主机进行优化的能力。

	 证书名称：RCAM	锐捷认证网络管理员

	 考试项目：C811-111

网络设备与管理

课程教材

■	 RCNA（锐捷认证网络工程师）

	 知识点：网络基础、交换技术、虚拟局域网（Vlan）、IP协议及

子网规划、路由技术、R I P路由协议、OSPF路由协议、点到点

协议（PPP）、园区网安全、网络地址转换（NAT）、无线局域网

（Wlan）、网络规划与设计、常见网络故障分析与处理。

	 学时：理论32学时、实验32学时	

	 前导课程：计算机网络基础

	 认证效果：通过RCN A认证专业人员可以在中小型网络(500

或500以下个节点)中安装、配置和运行L AN、WAN、WL AN

业务。他们可以使用的协议包括（但不限于）：I P、V L A N、

R IP、	 Ethernet、Access	 Lists安装、配置及维护简单的网

络。

	 证书名称：RCNA	锐捷认证网络工程师

	 考试项目：C812-111、C812-112

■	 RCCP（锐捷认证资深调试工程师）

	 知识点：V L A N技术、生成树协议、虚拟路由器冗余协议、路

由信息协议、开放式最短路径优先协议、路由重分发与路由控

制、网络安全控制、A A A和802.1X、网络出口设计、远程接入

控制、虚拟专用网、网络故障排除、网络规划与设计、常见网

络故障分析与处理。

	 学时：理论36学时、实验36学时

	 前导课程：RCNA（锐捷认证网络工程师）

	 认证效果：通过RCCP认证的专业人员将具有丰富的网络理论知

识和实践操作技能，能够驾驭路由器、交换机等产品，熟练的对

其各种功能和特性进行配置和调试。能够设计和构建超过500

个节点的大中型园区网络，并在网络中部署高级的路由选择协

议和各种安全特性、冗余机制、优化技术等，并能够对网络中出

现的故障和疑难问题进行分析及排错。	

	 证书名称：RCCP	锐捷认证资深调试工程师	

	 考试项目：C813-111、C813-112

《网络设备互联》
--学习指南

《设备调试与网络优化》
--学习指南

《网络设备互联》
--实验指南

《设备调试与网络优化》
--实验指南

课程教材：

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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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部分					RIP高级特性、使用OSPF构建可扩展的路由网络

																		使用IS-IS构建可扩展的路由网络、基于策略的路

																		由选择、路由选择控制与路由重发布、使用BGP

																			实现域间路由选择

交换部分					VLAN技术、配置STP、使用RSTP实现网络的快

																		速收敛、使用MSTP提高生成树的弹性、部署		

																			VRRP实现网关的冗余、使用DHCP实现动态编

																			址、实施和配置局域网安全技术、配置AAA和

																			RADIUS、使用802.1x安全网络接入、在园区网

																			中部署WLAN技术

优化部分			QOS技术、IP组播技术、IPv6技术、虚拟专用网技术

	 学时：构建高级的路由互联网络：理论36学时、实验36学时

	 构建高级的交换网络：理论36学时、实验36学时

	 	构建优化的互联网络：理论36学时、实验36学时

	 前导课程：RCNA（锐捷认证网络工程师）

	 认证效果：通过RCN P认证的专业人员具有丰富的网络理论

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能够驾驭路由器、交换机、WL AN等产

品，熟练的对其各种功能和特性进行配置和调试。能够设计

和构建超过500个节点的大中型园区网络，并在网络中部署高

级的路由选择协议和各种安全特性、冗余机制、优化技术等，

并能够对网络中出现的故障和疑难问题进行分析及排错。

	 证书名称：RCNP	锐捷认证资深网络工程师

	 考试项目：C814-111、C814-121、C814-131、C814-142

《构建高级的路由互联
网络》--学习指南

《构建高级的路由互联
网络》--实验指南

《构建优化的互联网
络》--学习指南

《构建优化的互联网
络》--实验指南

《构建高级的交换网
络》--学习指南

《构建高级的交换网
络》--实验指南

课程教材：
■	 	RCNP（锐捷认证资深网络工程师）

	 知识点：
课程教材：

■	 	RCSP（锐捷认证资深安全工程师）

	 知识点：

RGOS安全部分				安全管理路由器与交换机、访问控制列

																											表、端口安全ARP检查、	DHCP监听、

																											DAI、保护端口、端口阻塞、风暴控制、系统	

																											保护、STP安全机制、路由交换安全策略配

																											置实例、AAA介绍、配置AAA、RADIUS介

																											绍、配置RADIUS、802.1x介绍、802.1x基

																											本配置、802.1x高级配置、802.1x的监控

																											与维护、802.1x的典型应用拓扑、身份认证

																											与网络接入控制配置实例

防火墙部分										防火墙概述、防火墙体系结构、部署防火

																											墙、防火墙产品、锐捷防火墙配置

入侵检测部分						入侵检测系统概述、入侵检测系统的原理与

																									工作流程、锐捷入侵检测系统部署、入侵检

																										测系统的安装与配置

VPN部分													VPN概述、VPN技术、IPSec技术、IPSec配

																											置、IKE配置、路由器连接的故障诊断与排

																											除、VPN网关产品

	 学时：RGOS安全技术：理论12学时、实验12学时

	 防火墙安全技术：理论12学时、实验12学时

	 IDS安全技术：理论12学时、实验12学时

	 VPN安全技术：理论12学时、实验12学时

	 前导课程：RCCP（锐捷认证资深调试工程师）

		 认证效果：通过R C S P认证的专业人员对于网络安全具有深

入的理解和深刻的认识，能够为大中型网络进行安全风险评

估、提供高级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并能够根据各种安全需

求部署网络安全设备和实施网络安全技术，熟练的对锐捷网

络各种网络安全产品的高级功能和特性进行配置和调试。

	 证书名称：RCSP	锐捷认证资深安全工程师

	 考试项目：C822-111、C822-121、C822-131、C822-141、

C822-152

《VPN安全技术》

《IDS安全技术》

《防火墙安全技术》

《RGOS安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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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捷网络学院建议的认证课程的教学安排

RCNP

RCSP

本科
（网络工程专业）

RCNA √

√

高职
（非网络方向）

RCNA

RCCP

√

√

RCCP

RCSP

高职
（网络方向）

RCNA √

√

√

中职
RCAM

RCNA

√

√

本科
（非网络工程专业）

RCNA

RCCP

√

√

学校类型 建议课程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

■	 价值1：锐捷认证是学校课本以外最好的补充，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从而让您脱颖而出

	 很多计算机网络相近、相关专业的学生系统学习了计算机网络基础课程，有的还学习了局域网技术，他们对于小型网

络尤其是局域网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对于广域网上发生的事情（数据包是怎样从内网流向外网的、NAT、PAT是怎

样工作的）、甚至是局域网本身的一些技术（如STP、TRUNK,OSPF,多层交换等等）知之甚少。工作以后，只能通过自

学的方式进行补习。而这些内容正是RCNA、RCNP课程所讨论的内容。

■	 价值2：锐捷认证有助于学生成为IT系统工程师

	 作为一个合格的I T系统工程师，不但需要精通一到两门操作系统技术，而且也要精通路由，交换技术，从而为一个合

格的IT系统工程师打下基础。

■	 价值3：学完锐捷认证，驾轻就熟业界所有同类产品，而获取的成本是业内最低的

	 在完成了RCNA、RCCP的学习之后，你已经在互联网络技术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你再面对其它厂商的技术实

现、配置其它厂商的互联网设备的时候就会驾轻就熟、易如反掌。唯一的不同就是那些配置命令,因为原理都是相通

的。

■	 价值4：开创网络职业生涯

	 •	让您更快地得到晋升、获得更高的报酬；				•	抓住更多的职业机遇；					•	可以承担更具挑战性的项目和职责；

■	 价值5：获得极强的动手能力

	 锐捷认证的课程学习理论和实践是按照1:1设置，考试也增加了实践考试环节,通过对锐捷认证的课程学习，可以获

得极强的动手能力。

■	 价值6：广阔就业机会

	 锐捷网络的数据通信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进入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户遍及电信、教育、政府、税务、公安、医

疗、金融等行业，成为全球范围覆盖最广、解决方案最完善的主导厂商之一。锐捷网络在IP技术领域处于业界领先水

平，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广泛应用，使得锐捷网络认证成为权威的网络技术能力衡量标准，也给优秀的网络人才带来广

阔的就业机会。

■	 价值7：一考三证，获得国家认可

	 成绩合格者也可申请获得信产部颁发“全国信息化工程师认证证书”、人保部颁发“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训

证书”和锐捷网络颁发的“网络工程师证书”。

锐捷认证对学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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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8：报考的学生，都可以免费获得E-LEARING账号

	 每个学生在学期初经过登记报考，锐捷网络都会为其开通免费的网上E-LE ARNING账号，让学生直接享受厂家丰富

经验工程师的指导。

■	 价值9：有机会参加锐捷每年一度的锐捷精英实训营

	 锐捷网络每年都会组织精英实训营，会把全国网络学院的优秀的通过RCNA的学生组织到一起，除了会安排新技术，

素质和技能，以及综合实训，还会提供就业岗位。

■	 价值10：有机会参加锐捷组织的网络实践工程师的定向委培

	 通过RCNA学生可以向锐捷网络申请网络实践工程师委培项目，免费对面试通过的学生，继续提供45天培训+60天

的实习，最后包就业。

锐捷网络学院师资培训

锐捷网络师资培训体系介绍

锐捷师资培养体系旨在建立一套完善的计算机网络相关课程教育体系。锐捷师资培养体系共分为6个认证模块，分

别是RCAMI、RCNAI、RCCPI、RCSAI、RCNPI、RCSPI。通过不同等级师资培养，获得相应阶段师资认证，达到实验辅

导、锐捷课程独立授课、资深课程授课等能力。

■	 RCAMI（锐捷认证助理管理员讲师）

	 RCAMI是Ruijie	 Certification	 Network	 Administrator	 Instructor缩写。针对讲授RCAM职业认证课程讲师推出

教学资质认证。取得RCAMI证书可讲授RCAM认证课程，并具备参加RCNAI学习和考核资质。参加RCAMI认证培训

和考核无任何特殊要求。

■	 RCNAI（锐捷认证网络工程师讲师）

	 RCNAI是Ruijie	 Certification	 Network	 Associate	 Instructor缩写。针对讲授RCNA职业认证课程讲师推出教学

资质认证。取得RCNAI证书可讲授RCNA和RCAM认证课程，并具备参加RCCPI、RCNPI、RCSAI、RCSPI学习和考核

资质。参加RCNAI认证培训和考核无任何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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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CPI（锐捷认证调试工程师讲师）

	 RCCPI是Ruijie	 Certification	 Configuration	 Professional	 Instructor缩写。针对讲授RCCP职业认证课程的讲师

推出教学资质认证。取得RCCPI证书可讲授RCCP、RCNA、RCAM认证课程，并具备参加RCNPI、RCSAI、RCSPI学习

和考核的资质。参加RCCPI认证培训和考核无任何特殊要求。

■	 RCNPI（锐捷认证资深网络工程师讲师）

	 RCNPI是Ruijie	 Certification	 Network	 Professional	 Instructor缩写。针对讲授RCNP职业认证课程讲师推出教

学资质认证。取得RCNPI证书可讲授RCNP及以下认证课程，并具备参加RCIEI、RCSAI、RCSPI学习和考核的资质。

参加RCNPI认证培训和考核无任何特殊要求。

■	 RCSAI（锐捷认证安全工程师讲师）

	 RCSAI是Ruijie	 Certification	 Security	 Associate	 Instructor缩写。针对讲授RCSA职业认证课程讲师推出教学

资质认证。取得RCSAI证书可讲授RCSA及以下认证课程，并具备参加RCSPI、RCCPI、RCNPI学习和考核资质。参加

RCSAI认证培训和考核无任何特殊要求。

■	 RCSPI（锐捷认证资深安全工程师讲师）

	 RCSPI是Ruijie	Certification	Security		Professional	Instructor缩写。针对讲授RCSP职业认证课程讲师推出教学

资质认证。取得RCSPI证书可讲授RCSP及以下认证课程，并具备参加RCIEI、RCCPI、RCNPI学习和考核的资质。参加

RCSPI认证培训和考核无任何特殊要求。

锐捷网络师资培养途径

锐捷网络师资培养是由下至上阶梯式培养，每一级别均有不同的培养内容和考核要求，参加最初的认证培训只需要

相应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基本外语知识即可。

培养途径如图所示。

通过逐级晋升可以使教师自身技术水平、理论水平均得到较大的提高。教师通过不断晋升，所能承担的课程也越来

越广泛。

锐捷网络师资培训体系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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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捷网络师资培养课程介绍

RCCP认证讲师培训课程简表

RCAM认证讲师培训课程简表

RCNA认证讲师培训课程简表

RCNP认证讲师培训课程简表

RCSA认证讲师培训课程简表

RCSP认证讲师培训课程简表



17 18

锐捷网络学院教学支持

教学咨询支持
针对合作院校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培养以及实习实训等方面，提供专业教学指导和咨询，引入来自厂商的课

程，在短期内建立起与行业接轨的课程体系和师资培养体系，为合作网络学院培养师资，提高教学能力。

教学资源支持
■	 锐捷网络大学官网（http://university.ruijie.com.cn）

	 同步锐捷网络大学最新动态，为合作伙伴提供更多服务平台，包含：培训计划、教学解决方案、在线服务、资源下载

等。锐捷网络学院将享有网站资源下载权限，可免费下载教学工具包，包括：教材、课件PPT、课程大纲、参考教案、考

试大纲、理论模拟题、实验模拟题等。

■	 实践教学俱乐部（http://www.labclub.com.cn）

	 为支持计算机实践教学，锐捷网络联合国内出版机构、大中院校，发起建立整合计算机网络实践教学资源一站式交流

平台。目前，已经有超过11000名来自大、中专院校的教师注册，分别来自近2000所院校，上传总计5000余条实践教

学资源，涵盖120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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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实训营

	 锐捷网络学院合作项目，选拔通过认证且成绩优异学生参营，对学生进行企业文化、职业素养、岗位能力和行业综合

技术培训，使学生快速适用IT网络厂商及系统集成公司用人需求，为成绩优异学员提供现场面试机会。

■	 网络学院技能大赛

	 锐捷网络学院年度活动，每年组织全国网络学院进行比赛，通过预赛，复赛和决赛，搭建竞赛平台，激发学习网络的

兴趣，提高学校的教学能力。

活动支持

■	 年度评优

	 锐捷网络学院年度活动，每年将在全国范围内选举出“锐捷优秀网络学院和优秀讲师”，奖励在锐捷认证培训工作

中，成绩显著院校以及个人。

评优奖项
■	金牌讲师、优秀讲师

评选条件
■	获取锐捷课程对应“I”
			类认证
■	学生考试通过率
■	参加锐捷外派授课的课时
■	各类网络技能大赛中作为
			指导教师或参赛选手获奖

评选说明
■	当学年在网院教学工作中				
			尽职尽责，且为锐捷认证
			做出突出贡献的授课教师

■	优秀网络学院

就业支持

■	 锐捷讲坛

	 为学生提供职业生涯规划，网络新技术和面试技巧等热点讲座。

■	 就业绿色通道

	 分成院校级和区域级，锐捷网络大学针对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问题，专门成立了“锐捷人才联盟”，携手锐捷全国几百

家渠道、服务合作伙伴，开展校园招聘活动，给优秀的学生提供实习、就业机会。

■	 网络实践工程师委培项目

	 免费对面试通过的学生，继续提供45天培训+60天的实习，为签订就业协议的学生提供工作的机会。

锐捷网络通过锐捷讲坛，就业绿色通道和网络实践工程师委培项目，帮助网络学院的学生进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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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网络学院的流程
服务类别 服务项目 网络大学 网络学院

签约前沟通

签约

制定方案
审核、确认

填写合作伙伴信息
进行网站在线签约

在线签约指导 注册用户信息

邮寄

邮寄

接收
盖章
回邮

接收、存档

提供网院合作专区网站链接

制作、邮寄

制作、邮寄

提供《教学计划反馈》模板

接收、审核《教学计划反馈》

安排师资评定计划
发布网站（邮件）培训通知

指导培训报名

提供电子版《教学资源包》
《教学资源包》：课程大纲、
官方PPT、考试大纲、考试模拟试题、
教材、教学业务指导书

嵌入院校网站首页

接收

接收

接收

接收
使用教学资源包开展认证教学

登陆网络大学官方网站报名

按要求填写
反馈邮件至training@ruijie.com.cn

按《教学计划表》开展认证教学

悬挂至本院教学楼门口或
实验室机房门口

悬挂至本院教学楼门口或
实验室机房门口

拍摄铜牌悬挂照片反馈邮件
至training@ruijie.com.cn

拍摄实验室机房海报粘贴照片
反馈邮件至training@ruijie.com.cn

课程置换方案

在线签约

协议协议邮寄

合作授权书

合作宣传

网院铜牌

宣传海报

教学计划

教学资源包

师资评定

签约后服务

委派2名授课老师按要求参加评定

服务类别 服务项目 网络大学 网络学院

签约后服务

日常运营

学生注册

认证受理

登陆网络大学官方网站注册用户信息
开通网站下载权限

提供电子版
《E-learning在线课程申请表》模板

登陆网络大学官方网站下载教学资料

接收
按要求填写
反馈邮件至training@ruijie.com.cn

接收

组织学生进行在线学习

启动认证考试报名工作

申请约考

接收

接收

接收

组织学生按时参加考试
指导学生按要求提交实验考试结果

收取申请第三方认证证书学生照片

按要求填写
（填报E-learning在线学习成绩）

反馈邮件至training@ruijie.com.cn
办理认证缴费

提供财务开票信息（发票抬头名称）确认缴费
办理财务开票
邮寄认证费发票

安排认证考试

下发电子版《考试安排表》

提供考试答疑

接收实验考试结果
安排评卷

开通E-learning在线学习账号
下发在线学习账号

提供电子版
《锐捷网络学院-学生阶梯式学习指南》

提供电子版《考试申请》模板

指导认证考试操作要求、纪律

提供电子版
《锐捷网络学院-教师教学指南》 接收

建立考试中心
按要求开展认证考试

资料下载

考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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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大学 网络学院

接收

邮寄（快递）

确认考试成绩、人员信息
通知学生成绩查询地址

接收

接收

执行最新产品价格

执行合作政策

按要求悬挂

接收、核对

下发考试成绩

网站发布考试成绩

制作、邮寄

价格咨询、解答

提供QQ、电话、邮件等咨询服务

发布锐捷认证快讯，
通知最新认证产品价格

申请、制作厂商及第三方认证证书

发布锐捷认证快讯，
通知年度活动及促销政策

服务类别 服务项目

日常运营

认证受理

合作政策

宣传品

价格通知

日常咨询

锐捷网络学院最佳合作实践

优化知识结构，培养卓越工程师--宁波大学和锐捷网络CPPI合作方案

宁波大学是一所由浙江省和宁波市共建共管，由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捐资创立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浙江大学、复

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杭州大学五校对口援建，高起点办学。

学校积极倡导浙东学派“实事求是、经世致用”治学精神，全面实施基于“平台+模块”课程结构体系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注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积极开展各种形式课程改革和课程合作。

根据宁波大学教学现状，并结合宁波大学实际教学实施需求，锐捷网络邀请课程规划专家，并结合行业内人才经

验，帮助开发了宁波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计算机网络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方案：CPPI卓越人才培养计划。

CPPI计划（Certification	 -Profession-Post-Iudustry）是锐捷网络推出网络精英人才培养计划，旨在高校中优先

支持一批院校，植入CPPI课程体系，联合进行教学实施的人才培养战略计划。锐捷网络开发的CPPI方案按照教育的未

来发展形势，以就业为导向，以岗位及行业为标准，注重技术、技能、技巧（职业素养）三方面进行专业性培养，是一套完

善的、全方位的人才培养模式，是高校和企业联合实施的人才培养战略计划。

综合实训
Industry

技术认证
Profession

职业素养
Profession

专业核心课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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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CPPI标准课程置换共分为五部分，分别是：

第一部分为核心课程专业建设，如下图所示：

第二部分为职业技术认证课程，包含标准课程2门，分别是RCNA及RCCP：

第三部分为通用职业素养课程，包括提升技能的若干门课程，具体如下图所示：

第四部分为岗位能力训练课程，其目的是让院校学生熟悉行业用人单位的岗位职责及典型工作任务，本部分包含3

个标准课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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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为行业综合实训课程，其目的是让院校学生行业背景等相关知识，本部分包含4个标准课程，标准课程为院

校自行选择1门课程，如下图所示：

人才培养从“全才”向“专才”蝶变--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和锐捷网络课程合作案例

2002年12月，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被教育部、财政部确定为国家重点建设的示范性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也开启了

兰州石化和锐捷网络合作之门。随着安全技术、I P存储技术、无线网络技术的应用不断加深，市场上对人才的需求呈细

分化趋势。以往学校培养的“全才”逐渐被“专才”所取代。		

面对如此形势，锐捷网络与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信控系于2007年8月合作共建第四代功能型细分网络实验室。着

重突出特色学科建设，强调学生知识结构多元化，根据学生的兴趣为学生量身打造特色培养计划，从而为其就业打下坚

实的基础。

通过锐捷网络实验室的建设，和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把厂商级的认证课程引入到学校的教学中，在全校学生中开展

职业资格认证。极大推动学生学习网络技术的积极性，也为学生就业提供就业资本。

信控系宋主任明确表示：“要让更多学生来学习锐捷认证网络工程师课程，让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成为网络工程

师的培养摇篮”。为此系里每年响应锐捷网络大学的号召，积极组织全系的学生参加锐捷网络精英选拔，以赛促学，以赛

代练。

	 按照全国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示范性建设方案，在学院统一布署下，信控系积极进行课程合作建设。并与锐捷网络

大学教学咨询顾问反复沟通，开展对网络工程人才培养方案的深入研究，信控系宋贤钧主任等几位老师结合实践应用需

求，于08年中正式出版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规划教材《网络组建与维护案例教程》，注重实践及职业综合素养的培

养，对网络工程及相关专业的专业建设会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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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结合，为企业培养实用人才--江阴职业技术学院与锐捷网络开展专业建设案例

贴近企业需求，增强学校就业--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与锐捷网络校企合作案例

江阴实力雄厚产业群孕育江阴唯一一所公办普通高校--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学院在校生近8000人，教职工519人。

毕业生就业率连年保持在98％以上，为江阴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2004年底一场培训拉开江阴职业技术学院与锐捷合作序幕，正是那次培训使两家结下不解之缘。培训后，学校陆

续购进锐捷实验室设备，建立了完善锐捷网络实验室，开启了合作之路。

合作之初，锐捷网络大学就帮助学校培养师资，网络专业老师全部通过了锐捷RCNA认证，学校申请成为锐捷网络学

院，引进锐捷RCNA课程，实施课程置换。为确保课程授课质量，锐捷先后三次派讲师到学校来协助授课，深得同学们的

喜爱，犹如给同学们打开了一扇窗，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在得到锐捷全面帮助之后，学校逐步将原来基于其它厂商的《路由与交换技术》课程置换为锐捷课程方案，合作第

二年又将锐捷网络的RCCP课程引入教学计划作为网络专业必修课程，基于厂商级别的课程，生动、有趣、实用，学生学

习积极性很高，每年参与锐捷认证考试人数都在150人次左右，被评为2005年度及2008年度优秀网络学院。

对于学习优异的同学，锐捷还提供实习机会，南通大学校园网改造，江苏科技大学都曾留下学校学生的身影，见识真

实网络工程环境，领略真正的网络工程师的工作状态，能够学以致用。

几年来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和锐捷开展了全方位师资培养、课程置换、学生考证等等一系列深入校企合作，为学校网

络专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合作的多门课程被评为院级、无锡市级以及江苏省级精品课程，学校的网络专业也因此

在2006年被评为江苏省特色专业，并在江苏省高职院校评估中，网络专业获得了几乎全	A成绩，受到专家一致认可。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通过成功引入锐捷网络大学的认证课程，实现课程置换，为学院网络工程专业学生开辟了一条通

往“符合企业需求”人才培养道路。通过深入的校企合作，江阴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网络专业成为江苏省特色专业。

一、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简介

辽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创建于1951年，为首批28所国家示范性高职建设院校之一。学校自1998年全面启动高等职

业教育教学改革以来，坚持以专业建设为龙头、课程建设为核心，强化“双师”队伍建设和实训中心建设，建立“教学系

部、研究所、实训中心”三位一体的产学研结合运行平台，推行专业负责人制度，办学获得了跨越式发展。

二、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校企合作成果展示

1、第四代功能型细分实验室助力网络实践教学

网络实验室的根本任务是培养较强动手能力和职业能力的技能型人才，全面提高职业学校学生网络实践能力，让学

生切实了解何种环境能够应用这些技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2003年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与锐捷网络联手建立网

络实验室，率先致力于培养网络技能型人才。

2008年学校通过广泛的市场调研，发现随着网络技术发展，企业对于网络人才专业性要求越来越高，网络安全人

才、网络存储人才等专业性的人才越来越得到企业的追捧和青睐。原先以路由交换为主的网络工程实验室已经满足不了

人才培养的要求，08年学校对网络实验室持续投入，结合行业应用和企业对专业人才需求，再次联手锐捷网络，建设第

四代功能型细分实验室，再次率先培养特色网络人才。

2、成为锐捷网络学院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建立网络实验室之后，与锐捷网络大学开展校企合作，成立锐捷网络学院，建立学生职业

认证体系，开展“双证”教育，要求所有学院参加职业认证培训和考核，并实现“一考三证”，通过认证的学院颁发锐捷网

络认证证书、工业和信息化部认证证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证证书。

3、学生动手能力明显提升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网络实训基地建成并投入使用后，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差现象大为改观。网络实训基地提

供真实的网络环境，可以让学生亲自搭建网络、亲自动手调试、配置网络，从而让学生直观、全方位了解各种网络设备

和应用环境，真正加深对网络原理、协议标准的认识。通过网络实训基地的学习，真正提高了学生的网络技能和实战能

力。通过在网络实训基地中学习和实践，使得本校学生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很强的实践动手能力。	

4、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明显加强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学校最关心的就是就业，就业的好坏直接影响学校或专业的生存和发展。学校通过与锐捷网

络开展深入的校企合作，在加强实训环节的同时，加强学生职业能力、职业素养、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能力的培养，通过

多方面、成体系的培养，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自2003年以来，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网络

专业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5%。

5、“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效果显著

为帮助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解决网络教学老师队伍中缺乏“双师型教师的问题”，锐捷网络组织专业的讲师奔

赴学校，现场进行网络实训课程示范教学，组织辽宁分公司的网络工程师演示项目实施过程，帮助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

学校培养一支双师型教师队伍。	

6、建设国家级精品课程

依托建设完善的锐捷网络实验室，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历经3年多课程建设，逐渐形成了以网络实训中心为核

心的课程体系。2006年学校申报计算机网络专业为国家级精品课程的项目获得成功，网络实训基地为学校课程建设提

升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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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共赢共建授权培训基地--北京商业学校与锐捷网络校企合作案例

北京市商业学校系市属全日制中等专业学校，占地400余亩，是北京市人民政府、首都绿化委员会授予“花园式单

位”。学校二十年来为首都商业界输送了大批商务人才，很多已成为所在企业骨干，学校在首都商业界享有良好的声誉。

●	北京商业系统网络人才培养、培训基地

由于重视学生技能培养，强化学生的实训教学，学校培养出毕业生基础扎实，素质全面，一直保持很高就业率，为赛

特集团、蓝岛商厦、西单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百货大楼、双安商场、国际商场、北辰集团……等多家企业首选。学校就

业率名列前茅，还是北京商业系统基础网络管理人才的重要培养、培训基地。

●	校企合作办学、置换入企业网络管理培训课程

为培养出企业真正需求的网络专业人才，学校积极和企业开展合作，培养针对企业网络管理岗位的人才。为培养网

络管理人才，学校和锐捷网络开展合作，筹建网络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训基地，置换企业网络管理工作岗位人才培养的课

程，培养企业真正需求网络管理需要的人才。

●	实施工作过程课程教学改革

为使课堂中培养出来人才，走出校门能适应企业工作岗位，满足用人单位需求，学校在网络实训基地筹建后，实施锐

捷网络开发“面向工作过程”课程改革，把企业用人岗位的工作技能，直接引入到课堂教学中，缩短人才培养从学校到企

业工作路程。

●	无微不至“双师型”师资培训

锐捷网络在和学校建立校企合作后，把帮助学校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作为合作开展的关键工作，对网络专业的

所有教师开展学习、参观和培训活动，帮助学校建立一支真正懂得企业工作岗位技能的专业型、双师型教师队伍。

●	学科建设得以飞跃

北京市商业学校一直是以北京商业系统服务型人才的培养基地，网络管理专业也是学校为适应商业系统信息技术

发展筹建的新专业。通过和锐捷网络开展校企合作，学科建设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学科建设得以飞跃。

●	建设联合培训基地，实现基地增值

为使学校筹建的网络实训基地发挥最大效益，网络实训基地除为北京商业系统提供网络管理工作岗位的人才培养

之外，学校还积极和锐捷网络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和锐捷网络建立授权培训基地，由学校的专业讲师承担锐捷网络代

理商人才培养任务，使网络实训基地得到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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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捷网络学院部分名单

●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	广东白云学院

●	湖南农业大学

●	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阳泉分校

●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	湘潭职业技术学院

●	湖南科技学院计算机系

●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

●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	河北工程技术高等专科学校

●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	哈尔滨华夏计算机职业技术学院

●	南京工程学院

●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系

●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	黄石理工学院计算机学院

●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	石家庄铁道学院

●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	长沙师范学校信息工程系

●	苏州市职业大学

●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	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

●	吉林农业大学

●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	湖北省工业建筑学校

●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	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	哈尔滨华夏计算机职业技术学院

●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	北京市财经学校

●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	南京工程学院

●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

●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	山西警官职业学院

●	广州黄埔职业技术学校

●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	许昌理工学校

●	山西省吕梁经济管理学校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

●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	湖北鄂州职业大学

●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	盘锦市经济技术学校

●	西安市思达培训教育中心

●	宁波诚信

●	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	深圳市宝安职业技术学校

●	首钢工学院

●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	江苏省常熟职业教育中心校

●	北京市经济管理学校

●	安徽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武进学院

●	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

●	吉林农业大学发展学院

●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	江苏食品职业技术学院

●	广州市轻工高级技工学校

●	江苏省昆山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	广东省惠州商业学校

●	大连经贸学校

●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	长春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	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	宿迁学院三系

●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

●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

●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	浙江万里学院

●	平顶山学院

●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	西化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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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锐捷网络认证所需要的硬件环境

课程类别 设备类型 设备型号（每组）

锐捷技术资质认证课程	必备实验设备清单

设备数量（每组）

RCNA

RCCP

RCNP

RG-RSR20-18（须安装SIC-1HS同步接口卡1个）或
R2600/R2700/R3700系列路由器
（须安装WIC-1HS高速同步串口模块1个）

2

1

1
1

1
1

1

RG-S3760E-24	或	S3750系列

RG-S2328G	或	S2100系列
RG-WS5302

RG-AP220-E
V.35背对背线缆

RCMS-8

RG-S3760E-24	或	S3750系列

RG-S2328G	或	S2100系列

路由器

交换机

无线控制器

无线接入点
线缆

4

2

2

RG-RSR20-18（须安装SIC-1HS同步接口卡3个）或
R2600/R2700/R3700系列路由器
（须安装WIC-1HS高速同步串口模块3个）

路由器

交换机

V.35背对背线缆

RG-S3760E-24	或	S3750系列
RG-S2328G	或	S2100系列

6线缆

RG-WS5302 1无线控制器
RG-AP220-E 2无线接入点

V.35背对背线缆 6线缆

RCMS-16（2组可选择增加一台RCMS-8） 1控制和管理
服务器

RG-RSR20-18（须安装SIC-1HS同步接口卡3个）或
R2600/R2700/R3700系列路由器
（须安装WIC-1HS高速同步串口模块3个）

4

2
2

路由器

交换机

RCMS-8 1控制和
管理服务器

控制和
管理服务器

RCSP

RG-RSR20-18（须安装SIC-1HS同步接口卡3个）
或R2600/R2700/R3700系列路由器
（须安装WIC-1HS高速同步串口模块3个）

4

2

2
1

路由器

RG-S3760E-24	或	S3750系列

RG-S2328G	或	S2100系列
RG-WS5302

交换机

无线控制器
2RG-AP220-E无线接入点
1RG-WALL	160M防火墙
2RG-WALL	V160SVPN网关
1RG-IDS500入侵检测系统
6V.35背对背线缆线缆

1RCMS-16控制和管理
服务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