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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界定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Criteria）
学生、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

持续改进、师资队伍、支持条件+补充标准
保证专业人才培养达到既定要求的逻辑体系

工程教育标准（Standard）
（工科专业人才培养标准）

毕业要求！！ 2014版共10条



提纲

《华盛顿协议》介绍

国际工程教育质量标准

对我国工程教育的启示



《华盛顿协议》介绍

是本科工程学位互认协议，通
过对工程教育认证体系的多边认
可，实现对工程教育学历的互认。



《华盛顿协议》介绍

国际工程联盟（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Alliance）

华盛顿协议

悉尼协议

都柏林协议

国际职业工程师协议

亚太工程师协议

国际工程技术员协议

教育协议 工程师协议



工程师职业发展 职业
工程师

工程
实践

工程
教育

工程师职业能力
（ Proficiency Capacity）

毕业生素质
(Graduate Attrib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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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与工程师互认

工程师互认标准

工程教育互认标准

工程师互认协议

华盛顿协议

职业
工程师

工程
实践

工程
教育

职业
工程师

工程
实践

工程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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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互认

通过工程专业认证的等效性彼此认可

工程专业认证的等效性——

• 认证体系和程序实质等效于协议其他成员的认
证体系和程序；

• 认证所采用的毕业生成果标准实质等效于协议
中的标准（协议的毕业生素质要求）。

《华盛顿协议》介绍



《华盛顿协议》的发展

一、1989-1994年，发起阶段
美国、英国、加拿大、爱尔兰、新西兰、澳大利亚

——认证标准的实质等效

二、1995-2006年，发展阶段
香港、南非、日本、新加坡
——认证标准的实质等效
——研制毕业生素质要求

三、2007年——，成熟阶段
中国台北、韩国、马来西亚、 土耳其、俄罗斯
印度、斯里兰卡
——认证标准的实质等效
——2007年，毕业生素质要求作为范例
——2011年，毕业生素质要求作为标准



准会员：
巴基斯坦、孟加拉

中国、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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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组织要求（略）
制度、文件要求（略）
教育要求
 对教育质量有明确的定义
 申请认证的专业应该进行自我评估
 专业的毕业要求与协议毕业生素质要求实

质等效
 深入地评估每个专业的成果以及如何保证

成果的实现

《华盛顿协议》的要求



国际工程教育质量标准

《华盛顿协议》毕业生素质要求

EUR_ACE体系的工程教育标准



定义工程师的教育要求（毕业生应该具备的
素质）。

为各认证组织提供参照性标准。

是可接受的最低标准，可进行客观性的评价。

所有项目都是必要的，但权重并不相同。

《华盛顿协议》毕业生素质要求的特点



《华盛顿协议》毕业生素质要求内容框架

工程知识 问题分析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调研

现代工具的应用 工程师与社会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道德操守

个人与团队工作 沟通交流

项目管理与财务 终身学习



《华盛顿协议》毕业生素质的分类要求

 知识取向：工程知识

 解决复杂问题： 问题分析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调查研究

 能力取向： 现代工具的应用

个人与团队工作 工程师与社会

沟通交流 项目管理与财务

 态度取向：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道德操守 终身学习



《华盛顿协议》毕业生素质要求内涵

一、知识取向（Knowledge-oriented）

工程知识——
将数学、自然科学、基础性及专门

性工程知识应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二、解决复杂问题

(Complex Problem Solving）
复杂问题是指没有深入的工程知识就无法解决，需要进行

基础性和原理性分析的问题，具有以下一个或多个特点：

（1）涉及范围广泛或相互矛盾的技术、工程和其他问题；

（2）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要求原创性分析；

（3）涉及到不常遇到的问题；

（4）围绕工程核心和标准的其他外部问题；

（5）涉及不同利益相关者广泛的要求；

（6）高水平问题，包括多个部件或子问题。

《华盛顿协议》毕业生素质要求内涵



二、解决复杂问题（Problem solving）
问题分析——
发现、明确定义并分析复杂的工程问题，运用

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得出实证
性的结论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在考虑公共健康与安全、文化、社会、环境等

因素的前提下，为复杂工程问题设计解决方案

调查研究——
运用知识与方法对复杂问题开展调研，包括实

验设计、数据分析和解读、信息综合，得出有效
结论

《华盛顿协议》毕业生素质要求内涵



三、能力取向（Skill-oriented）
现代工具的应用
在复杂工程活动中，创造、选择和应用适当的

技术、资源和现代工程及信息技术工具

个人与团队工作
发挥个人作用，在不同的团队以及多学科交叉

的环境中发挥其作为团队成员或领导者的作用

《华盛顿协议》毕业生素质要求内涵



三、能力取向（Skill-oriented）（续）
沟通交流

能够与工程界及整个社会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

如，撰写报告、设计文本，做陈述发言，给出和
接受明确清晰的指令

项目管理与财务
认识和理解工程管理原理、经济决策，并将其

应用于工作中。作为团队成员和领导者，能够在
多学科交叉的环境下进行项目管理

《华盛顿协议》毕业生素质要求内涵



四、态度取向（Attitude-oriented）
工程师与社会

运用专业知识通过理性思考来评价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及文化等问题，并承担随之而来的专
业工程实践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责任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在社会和环境的背景下，理解和评价解决复杂

工程问题的工程的可持续性和影响

《华盛顿协议》毕业生素质要求内涵



四、态度取向（Attitude-oriented） (续)
职业伦理
理解和遵守工程实践中的职业道德及规范，履

行责任

终身学习
认识到在技术更迭日新月异的大背景下进行宽

领域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并具备相应
的积累和能力

《华盛顿协议》毕业生素质要求内涵



ABET的工程教育质量标准（毕业要求）

a 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知识的应用能力
b 制订实验方案、进行实验、分析和解释数据的能力
c 根据需要，设计一个系统、一个部件或一个过程的能力
d 在多学科工作集体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e 对于工程问题进行识别、建立方程，以及求解的能力
f 对职业和伦理责任的认知
g 有效的人际交流能力
h 宽厚的教育根基，足以认识工程对于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i 对终身学习的正确认识和学习能力
j 有关当代问题的知识
k 在工程实践中运用各种技术、技能和现代工程工具的能力。



作为博洛尼亚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德、法等国
主导，欧盟委员会支持，欧洲工程教育认证网络
2004年启动“欧洲认证工程师计划”

(EURopean ACcredited Engineering Project )
(EUR-ACE)，旨在建立统一的工程教育认证体系。
参与国家的认证机构要按照EUR-ACE的框架标准，

制定和实施自己的标准和程序，从而获得授权在其
认证证书上添加EUR-ACE标记。

欧洲工程教育标准



EUR-ACE标准体系框架

探 究
Investigation

工程分析
Engineering 

Analysis

知识和理解
Knowledge & 

Understanding

技能的转移
Transferable Skills

工程设计
Engineering Design

工程实践
Engineering Practice



http://www.enaee.eu/wp-content/uploads/2012/01/EUR-
ACE_Framework-Standards_2008-11-0511.pdf



例：英国的工程教育标准（毕业要求）
掌握为本工程学科所必须的自然科学和数学基础。
掌握一个工程学科及其基本原理，有能力在工程项目中有效应用。
具有工程所必须的社会、环境、商务、经济、管理、法律、道
德、知识产权、合同、可持续发展、风险等方面的知识和鉴别
能力。

具有运用定量科学和工程工具进行工程分析的能力。
具有设计能力，参与过重要工程项目。
具有调查研究，搞清问题的能力。
具有实验室和车间工作技能。
具有理论与经验相结合地在工程现场工作的能力。掌握有关知
识和技能，包括材料、设备、流程、产品、经营、管理、风险
、规范和标准、质量问题、产出评价等

具有开发和应用计算机软件的能力。
具有在多种场合下都有价值的通用技能，包括解决各种问题、
人际沟通、与他人合作共事、应用一般的信息技术、利用技术
文献、终生学习能力等。



对我国工程教育的启示



袁贵仁：
现在迫切需要努力把提高质量的理念变为

完善的制度、政策，把提高质量的说法变为
科学的方法、做法。
过去一直讲质量和标准，但最大的问题是

质量标准不明确，没有可检查、可评估、可
衡量的一些硬性要求，使得许多工作没有落
到实处。
要积极开展各级各类教育质量标准的研究

和探索，形成一套科学规范、符合实际、覆
盖各级各类教育的质量标准体系。

建立教育质量标准



总体来看，我国教育质量标准建设相对滞后
1.学位标准

学位条例（1980年2月通过，2004年8月修正）

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成绩优良，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
授予学士学位：

（1）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
技能；（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
初步能力。

2.专业标准

本科医学教育标准 工程教育标准

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基本要求

本科专业类专业标准

我国教育标准制定现状



标准体系亟待健全

标准意识需要增强

标准内容要科学化、国际化

我国教育标准制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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