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２０ 年１０ 月

沈 阳 建 筑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第２２ 卷 第５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 － １３８７(２０２０)０５ － ０５２３ － ０６

Ｏｃｔ .

２０２０

Ｖｏｌ. ２２ꎬＮｏ. ５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７１７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３ － １３８７. ２０２０. ０５. １５

面向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优化探究
———以沈阳建筑大学为例
张怀志ꎬ王占飞ꎬ刘文道
( 沈阳建筑大学交通工程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ꎬ综合实际调查反馈、学校发展理念和专业特

色解读ꎬ通过专家咨询ꎬ对沈阳建筑大学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培养目标、毕业
要求进行了逐项分析和优化ꎬ以全面体现工程教育认证标准ꎬ强化学生的综合能力ꎮ
关键词:工程教育专业认证ꎻ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ꎻ培养目标ꎻ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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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在专业教育评估制
度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的ꎬ其目的是参照
国际学位互认标准ꎬ检验专业培养学生的工
程能力ꎬ为培养卓越工程师奠定基础ꎮ 高校
专业在工程教育认证理念的引领下ꎬ对毕业
生综合能力提升、工程教育质量改善意义非
凡

[１ － ５]

ꎮ

聘请工程教育界专家ꎬ成立了全国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 [７] 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鉴
于工程教育认证工作的整体性和复杂性ꎬ随
即成立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ꎬ具体负责
该项工作的 组 织 与 实 施 [８] ꎮ 通 过 不 断 地 学
习交流和深入研究ꎬ我国逐步建立起与国际
上同样具有指导意义的工程教育认证体系ꎮ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最早 起 始 于 国

目前ꎬ工程教育认证已成为专业发展的走向ꎬ

外ꎬ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美国率先组成工程及技

１９９２ 年ꎬ我国高校专业教育评估制度与国际

６０ 年代ꎬ英国、加拿大等国相继建立关于工

专业则是我国高等教育专业认证的开始ꎮ

术教育认证委员会ꎬ开展相关工作ꎻ２０ 世纪
程教育认证的相关制度ꎬ并且形成了国际通

通行的专业认证制度逐步接轨ꎬ而土木工程
１９９３ 年ꎬ我国成立首届全国高等学校土

ꎮ 而我国工程教育专

木工程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ꎬ２ 年后专业评估

部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为主办单位ꎬ国家其

土木工程专业评估陆续通过ꎮ 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６

行的相互认证标准

[６]

业认证工作起步较晚ꎬ２００６ 年ꎬ以中国教育
他部门为参办单位ꎬ共计 １８ 个部门开展初步
研究工作ꎬ这标志着我国工程专业认证的试
点工作 正 式 开 始ꎮ 为 深 入 开 展 研 究 工 作ꎬ

２００７ 年ꎬ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ꎬ教育部大量

工作正式展开[９] ꎮ １９９７ 年ꎬ全国多所高校的
月ꎬ全国已有 ３５ 所高校的土木工程专业获得
评估通过[１０] ꎮ ２０１６ 年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高
等教育土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结合高校专
业教育评估制度ꎬ多次主持召开土木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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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培训研讨会ꎬ这意味着我国土木工程专业
评估真正迈入到工程教育认证的序列中ꎮ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和土木工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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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共识ꎬ分析培养目标是否符合学校定位、社
会发展ꎬ是否能反映学生毕业 ５ 年后在专业
领域的职业能力ꎮ 认证后期评价:建立完整

业属于相近专业ꎬ然而国际上的工程教育认

的评价机制ꎬ设置固定期限对培养目标的合

证并没有涉及ꎬ但工程教育认证的标准对于

理性进行评价和修订ꎬ行业和企业专家重点

工程专业具有普遍意义ꎮ 事实上ꎬ我国很早
就对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的相关就业方

参与其过程 [１１] ꎮ

根据认证标准优化学校道路桥梁与渡河

向实施了注册工程师制度ꎮ １９９６ 年ꎬ我国注

工程专业ꎬ具体的优化思路包括:①通过实际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ꎬ我国注册结构工程师职业资格

资料ꎬ充分解读学校特色和专业定位ꎬ突出培

册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逐渐步入正轨ꎮ
制度开始初步实施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ꎬ我国建

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制度正式颁布ꎮ ２０１５ 年ꎬ

调查ꎬ明确具体问题和行业需求ꎻ②收集相关
养特点ꎻ③对标认证标准ꎬ及时发现问题和不
足ꎬ优化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ꎻ④征求专家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交通运输部印发

见ꎬ最终修订建立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ꎮ

了关于«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

１. 实际调查结果

员职业资格制度规定» 和« 公路水运工程试

实际调查方式主要为问卷调查、现场座

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

谈和实地走访ꎬ通过校内评价和校外评价两

法» 的通知ꎬ标志着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

个渠道展开ꎬ并及时将反馈意见进行梳理分

专业技术人员国家职业资格制度正式建立ꎮ

析ꎬ作为培养目标评价的依据ꎮ 其中ꎬ问卷类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国家相关部门完成了勘察设计
注册土木工程师( 道路工程) 资格考核认定
工作ꎬ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和« 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建立了勘察设计
注册土木工程师( 道路工程) 制度ꎮ
因此ꎬ运用国际上流行的工程教育认证
理念来验证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是否达
到工程认证标准是非常有必要的ꎮ 为适应新
形势下人才培养的需求ꎬ提高培养质量ꎬ笔者
基于工程认证标准ꎬ对沈阳建筑大学道路桥

型包括向本专业在校生、高校教师以及用人
单位分别发放“ 在校生对本专业教学培养计
划调查问卷” “ 高校教师培养大学生情况调
查问卷” “ 用人单位对现聘用毕业生满意度
调查问 卷” ꎮ 此 次 调 查 共 计 发 放 调 查 问 卷

３００ 份ꎬ最终收回有效调查问卷 ２５５ 份ꎬ有效

率为 ８５％ ꎮ 其中ꎬ 在校生调查问卷 １２０ 份ꎬ
高校教师调查问卷 ２５ 份ꎬ用人单位调查问卷

１１０ 份ꎮ

(１) 在校生对本专业教学培养计划的调

梁与渡河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进

查反馈ꎮ 调查 内 容 为 在 校 生 对 教 师 授 课 方

行优化ꎮ

式、教师授课内容、教学培养计划中的课程设

一、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专 业 的 优 化
过程

置的满意度ꎬ调查结果如图 １ 所示ꎮ

现阶段ꎬ国际上流行的最新 « 工程教育

认证通用标准» (２０１８ 版) 对专业培养目标有

非常严格的要求ꎮ 要求主要包括前期准备、
中期过程、后期评价 ３ 个方面ꎮ 认证前期准
备:专业应该有公开的、符合学校定位的、适
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培养目标ꎮ 认证中期
过程:应该通过多种方式使专业教师了解认
证标准并参与其中ꎬ在培养目标的内涵上达

图１

在校生对本专业课程安排、授课内容及
授课方式满意度的调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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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１ 可知ꎬ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

在校生对教师授课方式很满意和基本满意占

价不高ꎮ
同时ꎬ调查结果还显示ꎬ学校教师对大学

９７. ６４％ ꎬ对教师授课内容基本满意和很满意

生的思维拓展能力不满意比例超过 ２０％ ꎬ知

很满 意 和 基 本 满 意 占 ９１. ４３％ ꎮ 从 整 体 来

过 ３０％ ꎬ这表明本专业学生在这些方面的能

占 ９７. ６４％ ꎬ对教学培养计划中的课程设置
看ꎬ本专业在校生对教学培养计划中的课程
设置以及教师授课的方式和内容很满意、基
本满意所占比例均超过 ９０％ ꎬ这表明本专业

识更新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不满意比例均超
力还有待提高ꎮ 针对学生的薄弱能力ꎬ多数
教师认为大学生在完成日常学习任务的前提
下ꎬ应该积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ꎬ例如ꎬ参与

在校生对该专业的课程设置、授课内容和授

课程教改、课题实验研究、学术交流等ꎮ 部分

课方式评价较高ꎮ

教师还提出了学校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硬件

但是ꎬ调查结果进一步显示ꎬ本专业在校

设施平台ꎬ紧扣大学生综合能力中的薄弱环

生对教学培养计划中的课程设置不满意的占

节ꎬ让学生能够真正地在实践活动中提升和

８. ５７％ ꎬ相对较高ꎮ 这表明学校在课程安排
上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情况ꎮ 因此ꎬ学校应
该结合实际情况ꎬ修改并完善大学生课程培
养计划和培养方案ꎬ优化课程设置ꎮ

(２) 高校教师对大学生培养情况的调查

完善自我ꎮ

(３) 用人单位对现聘用毕业生满意度的

调查反馈ꎮ 用人单位对现聘用毕业生满意度
调查结果如图 ３ 所示ꎮ

反馈ꎮ 本部分调查内容包括高校教师对大学
生的职业适应能力、思维拓展能力、知识更新
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的满意度ꎬ调查结果如图

２ 所示ꎮ

图３

用人单位对现聘用毕业生满意度
的调查情况

由图 ３ 可知ꎬ用人单位对本专业毕业生

在专业素养与科学能力方面很满意基本和满
意占 ９３. ８８％ ꎬ在基本技能与掌握程度方面
图２

高校教师对大学生各项能力满意度
的调查情况

由图 ２ 可知ꎬ学校教师对大学生的职业

适应能力很满意和基本满意占 ８７. ５９％ ꎬ对
大学生的思维拓展能力很满意和基本满意占

７７. ２２％ ꎬ对大学生的知识更新能力很满意和
基本满意占 ６９. ４７％ ꎬ对大学生的组织协调
能力很满意和基本满意占 ６５. １８％ ꎮ 从整体
来看ꎬ高校教师对大学生的各项能力基本很
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比例均低于 ８０％ ꎬ这表明
相当一部分教师对本校大学生的各项能力评

很满意和基本满意占 ９５. ９２％ ꎬ在实践经验
方面很满意和基本满意占 ８９. ８０％ ꎬ在外语
水平方面很满意和基本满意占 ９７. ９６％ ꎬ在
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很满意和基本满
意占 ９３. ８８％ ꎬ除实践经验外ꎬ用人单位对本
专业毕业生其他方面素质的评价很满意和基
本满意所占比例均超过 ９０％ ꎮ 除此之外ꎬ根
据用人单位反馈ꎬ在实际工作中ꎬ本专业毕业
生能够吃苦耐劳、勤学好问、积极进取ꎬ有一
定的创新意识和开拓意识ꎬ在工作一段时间
后ꎬ一般都会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ꎮ 以上表
明ꎬ本专业毕业生各方面素质基本能够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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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交通运输、结构、防灾减灾与防护工程学

尽管用人单位对本专业毕业生总体评价

科的硕士研究生ꎮ 从整体来看ꎬ该专业的设

较高ꎬ但从调研数据中不难发现ꎬ用人单位在

置不仅积极响应了国家的发展战略ꎬ而且还

实践经验和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不满

顺应了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方向ꎬ为今后培养

意所占比例较高ꎬ分别为 １０. ２０％ 和 ６. １２％ ꎮ
这表明用人单位认为本专业毕业生在分析与

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创造了条件ꎮ
３.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解决问题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方面有所欠

为使优化后的培养目标更加合理ꎬ毕业

缺ꎮ 为此ꎬ用人单位提出ꎬ学校在培养学生期

要求更易达成ꎬ培养出的行业人才更能适应

间应结合企业单位的需要ꎬ引导学生学会分

社会经济的发展ꎬ学校邀请了部分行业及学

析问题、思考问题ꎬ在帮助他们拓宽知识的广
度和深度的同时ꎬ也要不断强化学生的动手
能力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ꎮ
２. 学校特色与专业定位
沈阳建筑大学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ꎬ校训为“ 博学善建、厚德大成” ꎬ来自于中

国传统的 ３ 部典籍ꎬ浓缩了学校特色ꎮ 其中ꎬ
“博学” 源于« 礼记学记» 篇中的“ 博学而不

校专家对 ２０１８ 级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
培养方案进行了专业评估和修订完善ꎮ 专家
经过讨论一致认为 ２０１８ 级道路桥梁与渡河

工程专业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合理ꎬ学分学时、
实践环节、通识课程、选修课程等比例适中ꎬ
课程之间逻辑关系清晰ꎬ教学计划科学合理ꎮ
同时ꎬ专家提出了几点有针对性的建议:

(１) 凝练培养目标ꎮ 培养目标以学生毕

穷ꎬ笃行而不倦” ꎻ“ 善建” 和“ 大成” 源于« 道

业工作 ５ 年后应达到的能力为标准ꎻ

“ 厚德” 源于« 易经» 坤卦« 大象» 篇中的“ 地

进行适当界定ꎬ范围应当精ꎬ不应追求大而全ꎻ

了“建”和“ 大” 二字ꎬ指向性强ꎬ寓意明确ꎬ反

中的毕业要求(１２ 条) 与相关课程之间的关

映出沈阳建筑大学是以建筑为优势和特色ꎬ建

联度ꎮ

德经» 中 的 “ 善 建 者 不 拔” 和 “ 大 成 若 缺” ꎻ
势坤ꎬ君子以厚德载物” ꎮ 校训中自然地嵌入

大人应当具备广博的学识和高尚品德的特点ꎮ
随着国家基础建设投入的不断加大ꎬ相
关道桥专业人才需求日趋迫切ꎬ考虑相关基

(２) 对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的专业范围
(３) 进一步提炼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二、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培养目标
的优化调整

础和专业特色ꎬ教育部于 ２０１２ 年批复学校在

１. 培养目标调整

业ꎬ并于 ２０１３ 年开始招生ꎮ 道路桥梁与渡河

进行优化调整ꎬ调整内容如表 １ 所示ꎮ

土木工程学院设置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
工程专业以学校土木建筑行业优势为根基ꎬ
在专业建设和影响力方面立足本省、辐射全

基于上述工作内容ꎬ对本专业培养目标

２. 优化后的培养目标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ꎬ 秉承 “ 博学善

国ꎮ 通过多年持续发展ꎬ总体形成了招生规

建、厚德大成” 的校训ꎬ面向国家交通运输建

模大、师资水平高、毕业去向好的特点ꎮ 首先

设需求和发展战略ꎬ培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

在人才培养方面ꎬ既注重国内学生的培养ꎬ又

价值观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

大力发展“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留学生的培

人才ꎻ培养既拥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工程

养ꎻ既注重本专业知识教育ꎬ又注重多专业融

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担当ꎬ又具有独特的创新

合创新思维及协作精神的教育ꎮ 其次在发展

思想、开阔的国际视野、熟练的实践操作ꎬ同

方向上ꎬ该专业毕业生既可以在道路桥梁与

时具备坚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的复合型人才ꎻ

渡河工程的设计、施工、管理、咨询、监理、科

培养能够从事公路、城市道路、机场工程、桥

学研究、专业教育、地产等方面从事技术或管

梁及隧道工程等方向的设计、施工、养护、管

理工作ꎬ又可以报考桥梁与隧道、 道路与铁

理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的高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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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培养目标的优化调整

调整前的培养目标
专业道德素质方面无具体要求
培养国家交通运输网建设中急需的人才
个人综合素质、科学发展方面无具体要求
社会责任、工程伦理、文化素养、创新思想、社会实践方面
无具体要求
能够从事公路、城市道路、桥梁及隧道工程等方向的设
计、施工、养护等方面的工作

调整后的培养目标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ꎬ秉承“ 博学善建、厚德大成” 的校训
培养面向国家交通运输建设需求和“ 一带一路” 倡议所需的专
项人才
培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
素质人才
既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工程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担当ꎻ又
有独特的创新思想、开阔的国际视野、熟练的实践操作ꎬ同时具
备坚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的复合型人才ꎮ
能够从事公路、城市道路、机场工程、桥梁及隧道工程等方向的
设计、施工、养护、管理等方面的工作ꎮ

技术和管理人才ꎮ 优化后的培养目标既明确

本试验方法和技术体系ꎬ针对实际工程问题ꎬ

了本专业毕业生需具备的各项工作能力ꎬ同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ꎬ制定合理的技术路线和

时又彰显了学校的发展特色和学科定位ꎮ

试验方案ꎬ并经反复论证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ꎮ

三、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毕业要求
的优化调整

的材料和结构试验设备及方法、设计和模拟

本专业在逐项分析优化培养目标的基础

算机高级编程语言ꎬ能够选择和使用恰当的

(５) 掌握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常用

软件、测量设备及使用方法ꎬ至少掌握 １ 门计

上ꎬ依据沈阳建筑大学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仪器和软件ꎬ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试验、软件

专业培养计划ꎬ结合实际调查反馈、学校发展

开发、分析和优化设计ꎮ

理念和专业特色ꎬ从工程知识、问题分析、设

(６) 了解交通行业相关领域的社会政策

计开发解决方案、研究能力、现代工具能力、

和法律法规ꎬ浅析社会优秀文化与工程活动

工程与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职业规范、

的内在联系ꎬ评价行业工程活动对社会发展

个人和团队、沟通、项目管理、终身学习等 １２

个方面对毕业要求进行优化调整ꎬ明确了道
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的毕业要求ꎮ 通过大

的影响程度ꎬ牢记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义
务与责任ꎮ

(７) 具备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ꎬ针

学 ４ 年的培养ꎬ毕业生能够在知识、素质、能

对复杂的工程难题ꎬ能够在相关方面作出合

(１) 熟练掌握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ꎬ构

(８) 具备科学文化素养和社会责任ꎬ遵守

力等方面达到一定的要求ꎬ具体要求如下ꎮ

理评估ꎮ

建相互贯通的专业知识体系ꎬ灵活运用所学

职业道德规范ꎬ主动履行义务ꎬ敢于承担责任ꎮ

知识解决技术问题ꎮ

(９) 具有良好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ꎬ

(２) 具备科学的思维和专业的分析解决

能够在多元化的发展格局下灵活适应各个岗

的思维方法ꎬ 提炼技术问题ꎬ 并应用专业知

(１０)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开阔的国际

问题的能力ꎮ 能够针对工程问题ꎬ按照科学

位ꎬ最大限度地发挥出集体的力量ꎮ

识、技能和科学基本原理ꎬ结合文献研究ꎬ得

视野ꎬ既能够与业界同行深入探讨工程技术

到合理的解决方案ꎮ

问题ꎬ又能够熟练掌握多门外语ꎬ有机会接触

(３) 掌握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主要

设施及结构物 ( 包括路线、路基结构及附属

并参与国际上的交流与合作ꎮ

(１１) 熟练掌握项目管理方法ꎬ正确运用

设施、路面结构、桥梁基础及结构等) 设计理

经济决策方法ꎬ实际深入工程项目ꎬ把握工程

念、基本原理和设计方法ꎬ 能够针对实际需

项目成本构成ꎬ解决工程项目实际问题ꎮ

求ꎬ综合考虑经济、环境、社会等因素ꎬ创造性
地制定合理的设计方案ꎮ

(４) 掌握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的基

(１２)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理念ꎬ

勇于发现自身的不足ꎬ乐于吸收先进的理论ꎬ
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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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对于道路桥梁与渡河
工程专业同样具备指导意义ꎮ 通过对高校在
校生、教师以及用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现场
座谈和实地走访等多种方法ꎬ获得了一手资
料ꎬ梳理了存在的问题ꎮ 进而结合学校发展
理念和专业特色ꎬ对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

[３]

色ꎮ 本次优化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ꎬ秉承
“ 博学善建、厚德大成” 的校训ꎬ面向国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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