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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起步、重构、调整、扩张、创新五个阶段,不同发展阶段呈现

出不同的特征;在专科、本科、研究生等不同培养阶段,工程教育的办学定位和培养模式虽有明显差异,但都

需遵循工程教育的共性要求,主动适应社会需求;未来,工程教育既要有效集成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课堂教

学与实习实践、知识传授与技能培训等要素,也应加强分类指导,发挥专科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

细分工程本科教育,区分学术型研究生与专业型研究生的培养要求与模式,加快培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所

需要的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工程人才,实现工程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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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总理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
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促进工

业经济平稳运行,加强原材料、关键零部件等供给保

障,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促进传统产业升

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着力培育“专精特新”
企业,推进质量强国建设,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要落实好上述任务,要有一大批接受过工程教育的

高质量人才。工程教育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一些独

有的特征,在各个培养阶段(以下简称学段)各类工

程人才学习掌握知识、技能和能力的侧重点也有所

不同,促进了高等工程教育的持续创新和分类培养,
也较好地满足了工业革命和社会进步的需求。为

此,有必要从发展阶段和学段的视角,总结与讨论我

国工程教育的发展历程与分类指导实践,推进新工

科建设,加快培养高质量工程人才。

一、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历程

工程教育的发展是分阶段的,有文献将麻省理

工学院的工程教育归纳为经验、技术、科学和工程四

种范式[1];将工程教育的课程政策划分为重工程技

术教育、重基础科学教育、通识教育与基础科学教育

并重、回归工程教育四个阶段[2]。关于中国高等工

程教育的发展历程,有文献从改革开放起至2017
年,每10年分为一个阶段[3],本文将时间跨度进一

步延伸,划分为五个阶段(图1)。

图1 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阶段

(一)起步阶段(1895—1949年)

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1903年更名为北洋大

学堂)开办,设立了法律、采矿冶金、土木工程、机械

四科,工科专业成为重点,开启了中国现代工程教育

的历史。到1931年,全国51所高校中有27%设立

了工科[4]。1934年,武汉大学和北洋工学院设立工



科研究所,开展工程研究生教育[5]。在此阶段,普通

工程教育的规模很小,主要培养通用型工程人才[6]。
毛泽东同志早在1917年就起草了《工人夜学招

学广告》,并亲自在夜校授课,1921年又创立了湖南

自修大学。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安源创办了路矿

工人补习夜校,1925年在无锡创办了工人夜校[7]。
此后,又创办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延安自然科学

院、华北大学工学院等,培养了一批工程技能人才。
(二)重构阶段(1950—197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习苏联高等工程教

育模式,确立了“专才教育”的思想、目标和模式[4],
主要培养行业所需的工程师,工程教育快速发展。

1956年,全国普通高校227所,其中单科性院校占

到九成[8],包括一大批工科高校。1952年,在学研

究生2763人,其中工学研究生占18.39%;1965年,
在学研究生增加到4546人,工学研究生占比提高到

39.77%[5]。
同期,1953年设置的215种专业中工科专业占

到68.37%。1965年,专业种数增加到601种,其中

工科专业315种,不少是按照工艺、装备、产品、行业

设立的[4]。
在此阶段,工程教育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发展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工程

技术人才,但也存在办学规模较小、专业面较窄的

问题。
(三)调整阶段(1978—1998年)
改革开放后,科技发展和工业化水平提高,对工

程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20世纪80年代初,工程

本科教育在业务方面的培养定位,调整为“获得工程

师的基本训练”,并开始推进本科教学学分制试

点[9];对于工程专科教育的业务基本规格,也调整为

“获得助理工程师或高级技术员的基本训练”。相应

地,1998年高校专业种数压缩到249种,其中工科

专业种数占比也下降到28.11%[4],专业口径有所

拓宽。
同时,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并将研究生教育的学

业分类称之为学科专业,从1983、1990、1997年三个

学科专业目录版本看[5],工学学科专业门类中的一

级学科,从25个增加到38个,但在所有一级学科中

的占比,从39.06%下降到34.55%。

1998年,我 国 普 通 高 校 的 工 学 毕 业 生 达 到

32.83万人,其中专科、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毕业

生分别占到38.48%、55.24%、5.25%和1.03%①。
在此阶段,培养了一批国家亟需的工程人才,但

有的高校依然存在“教学计划统得过死,教学方法满

堂灌,教学过程的模式单一”等问题[4],还不能满足

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对于高层次工程人才的需要。
(四)扩张阶段(1999—2012年)
面对上大学难的问题和为了满足更多的人接受

高等教育的期盼,1999年开始高校扩招,使得研究

生与普通本专科生在校生人数连续8年保持两位数

增长,工程教育规模也相应扩大。其中,增幅最大的

是专科生,工程教育也是如此。1998—2002年期

间,工学 普 通 专 科 在 校 生 人 数② 年 均 增 长 高 达

32.57%,使得此学段在所有工学在校生的比重提高

了9.55个百分点(表1)。2002—2012年间,工学普

通专科在校生占比又上升了9.85个百分点,工程教

育层次重心继续下移。2012年,工学普通本科在校

生在所有工学学生中的占比为47.22%,要低于所

有在校生中普通本科生占比8.45个百分点。
表1 工学与所有在校学生的层次结构(%)

工学 总计

博士 硕士 普通本科 普通专科 博士 硕士 普通本科 普通专科

1998年 1.50 4.37 67.18 26.95 1.25 4.24 61.95 32.55

2002年 1.42 4.59 57.49 36.50 1.14 4.11 55.28 39.46

2006年 1.32 4.96 45.13 48.58 1.12 4.85 51.01 43.02

2012年 1.21 5.22 47.22 46.35 1.11 5.60 55.67 37.62

2016年 1.32 5.31 50.00 43.37 1.18 5.66 55.74 37.42

2020年 1.42 7.11 44.56 46.91 1.30 7.43 50.73 40.55

  在此阶段,工程教育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

度创新都取得新的进展,规模扩大,国际影响力提

升,但结构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五)创新阶段(2013—现在)

2013年12月,教育部和中国工程院印发《卓越

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通用标准》;2018年9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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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工信部和中国工程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

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
我国工程教育进入了创新阶段。

一是规模继续稳步增长。2020年,工学在校生

达到1378.49万人,是2012年的1.44倍,年均增长

4.65%。其中,工学博士、硕士、普通本科、普通专科

的年 均 增 幅 分 别 为 6.74%、8.79%、3.90% 和

4.81%,工学硕士增长最快,而本科增速最低,需要

加快推进应用型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是结构进一步优化。工学普通专科在校生在

所有普通专科学生中的占比依然较大,工学博士、硕
士和普通本科在校生在同一学段在校生中的占比也

出现反弹(图2)。同时,我国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工
程硕士、博士占有较大比例,将成为我国科技创新和

自立自强的支撑和潜力[10]。

图2 各学段工学在校学生的占比变化(%)

  在此阶段,基于工程教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

加凸显,既要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共性要求;也要加

强分类培养和分类指导,避免同质化、“一刀切”,加
快培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级各类人才。

二、我国工程教育的需求变化基本特征

2022年3月16日,教育部、中国工程院举行会

商会议,研究加强和改进工程教育。怀进鹏部长强

调,要深入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推动从工程

教育大国向工程教育强国迈进,培育壮大战略科技

力量,深 化 对 工 程 教 育、职 业 教 育 自 身 规 律 性

认识[11]。
(一)中美工程教育比较与需求变化情况

工程教育专科、本科、硕士与博士四个学段,共
同承担培养造就更多卓越工程师和高质量技术技能

人才的重要任务,也都面临在新阶段、新理念、新格

局下的发展机遇与挑战。1997年起,我国工学专

科、本科毕业生的数量一直高于美国③ 在工学领域

授予副学士、学士学位的数量④,且专科的规模优势

不断扩大(表2);2006年起,我国工学硕士、博士毕

业生的数量也已高于美国在工学领域授予硕士、博
士学位的数量,但2011年之后两国间工学硕士差距

变化不大,工学博士差距还有所缩小[12]。
表2 美国授予工学学位数与中国工学毕业生数的比较(%)

1997年 2001年 2006年 2011年 2016年 2019年

副学士学位/普通专科毕业生 58.81 71.83 11.78 8.49 7.07 6.86

学士学位/普通本科毕业生 64.00 59.42 25.55 17.63 16.87 19.62

硕士学位/硕士毕业生 250.04 251.50 69.96 56.72 60.42 57.05

博士学位/博士毕业生 242.98 129.17 73.69 57.72 66.31 63.61

工学学位/工学毕业生 63.65 74.79 21.16 14.92 15.01 15.91

授予学位/高校毕业生 261.28 218.87 72.85 54.58 51.18 49.49

  2011年,中国的工业及其第二产业产值超过美

国成为世界第一。2014年,中国制造业是美国的

1.5倍;第二产业比重为43.3%,高于美国23个百

分点,体现出显著的体制优势、创新优势和发展优

势[13],也对工程教育提出了迫切需求。而美国制造

业的萎缩,导致工程教育发展缓慢和工程人才短缺。
同时,美国授予的工学研究生学位中,外国留学生占

有较高的比例。2019—2020学年,美国在工学领域

授予硕士学位12.38万个,其中非美国公民(Non-

residentalien)占到48.30%,是所有硕士学位中非

美国公民占比的3.0倍;在工学领域授予博士学位

1.40万个,其中非美国公民占到59.39%,是所有博

士学位中非美国公民占比的4.7倍。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工程科技、工程教育对

于产业升级和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具有“发动机”
的作用。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产业发展水平,聚焦

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协同发展,加快产业共性技

术供给,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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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着力解决基础零部件、关键材

料、核心软件、短板装备等“卡脖子”问题,促进产业

优化升级和创新发展,培育发展新动能,需要更多的

卓越工程师,这些都对工程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二)中国工程教育的基本特征

从共性要求来看,所有开展工程教育的高校都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立德树人,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推进理想信念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进一步营造良好氛围,提升创新

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在工程教育过程

中,应以工程人才培养为中心,统筹协调工程教育中

教学、科研和服务的关系,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

学生的思想觉悟、知识水平、工程意识、实践能力、集
成能力和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工程人才自主培养

能力,全面提升工程人才培养质量,培养造就一大批

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层次工程

人才,加快推进我国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重要人

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从学科特点来看,工学是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

学科领域,需要主动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新工业革命推进工学学科专业既交叉融合、又进一

步细分,工科学生需要具备的知识、技能和能力,部
分由高校通过创新课程体系来培养,部分应通过产

教融合共同培养,促使学生面对更为开放的设计问

题和训练。应加强学科和专业建设、优化升级教育

教学方案、增强实习实训内容、提升教师知识结构和

实践能力,完善课程体系,加强基础课,更新专业课,
优选人文社科、经济、管理和商务课程,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课程选择[14]。
要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完善高校与科研院所、行

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有效机制,深化校企在人才

培养、技术创新、就业创业、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

面的深度合作[15],在教材编写、人才培养、科研创

新、环境营造等方面加强协同,打通汇聚各方面人才

资源共同办好工程教育的渠道,深入开展“大国工匠

进校园”“总师进校园”“劳模进校园”等活动,宣传展

示战略科学家、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素质劳动者

的事迹和形象,培育和传承好工匠精神和团队精神。
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紧密结合,为学生创

新创业提供空间和平台,构建人才成长立交桥。大

力加强工程教育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促进工程人

才培养模式革新,激发工程教育创新活力和潜能,推
进虚拟实验室和工厂等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和应用。

另外,高等工程教育既包括学历教育,也包括各

层次人才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呈现出跨界、融
合、创新的改革特征[16],应按照各自的教学标准和

规定,按照育训结合、长短结合、内外结合的要求,面
向在校学生和成人开展职业培训,为建设学习型社

会做贡献。同时,应加强政府部门间的统筹协调,探
索将稳岗和职业技能培训等非学历教育部分纳入教

育统计范围,更加准确反映我国成人和继续工程教

育的状况。
涂尔干指出,教育理论是对教育“尽可能进行有

条理的反思”,在过去找到组成现在的各个部分。但

如果完全按照过去的模式办学,教育又不会向前发

展,教育的创新源于“新颖的教育观与教学观”。正

如博雅教育吸收了希腊文化的成分,将天文、辩证

法、诗律等纳入了课程体系,是对单一形式的宗教教

育的创新一样[17],高等工程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

部分,必须延续高等教育的历史、遵循高等教育的共

性规律和逻辑,但其专业性和应用性要求,又使其不

能局限于博雅教育的范畴和内容,而是要在通识教

育的基础上,增加专业教育、技能培训和实践锻炼。
而不同类型的高校、不同学段的教育,其人才培养的

层次定位不同,承担的任务重点有所差异,专业教育

与通识教育的比重和结构有所不同[18],因此要与时

俱进以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三、我国工程教育的改革方向

工程教育体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

水平,科学、技术、工程涉及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在专

科、本科、硕士、博士各学段的侧重有所不同,各学段

的办学定位、培养过程、课程体系和实践环节呈现出

分阶段、有统筹的特征,基于素质教育框架的通识课

程、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的内容、比重和传授方式都

不一样,既无法在一个学段完成全部工程教育的任

务,也难以采用千篇一律的教学大纲和大而全、同质

化的培养模式,正因为如此,未来我国工程教育要针

对不同学段的特征,加强统筹、分类指导、形成合力、
系统集成,不断优化工程教育的规模、质量、结构、效
益、公平。

(一)专科教育

2019年,高职(专科)院校扩招,招生人数达到

483.61万人,比上年增加31.12%,其中工学普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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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招生人数增幅更高(32.81%)。2020年,我国普

通专科招生进一步扩大到524.34万人,其中工程专

科招生占到一半以上(54.87%),到2021年超额完

成了高职扩招三年行动目标,工程教育做出了重要

贡献。
在继续关注规模的同时,更应在培养模式改革

上下功夫。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文献指出,我国

工程的大专毕业生多数是到工厂从事工艺、技术、管
理及一般设计工作,要求学生在校期间接受工程师

基本素质的训练[19],这一点还应坚持并有所创新,
特别是要更好地满足行业升级改造对于工程师和技

术员的新要求。
应认真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完

善国家职业技术技能标准,实施好现代职业教育质

量提升计划,充分发挥专科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作

用,更好地担负起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
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

就业的办学方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按照专业设置

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

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要求,持续推进专业目录、专业

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实训条件建设

标准和仪器设备配备规范建设,创新教育模式,聚焦

服务区域发展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加强职业技能实

践和培训,进一步完善学历教育与培训并重的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畅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
(二)本科教育

2020年,我国工学普通本科招生153.00万人,
是2012年的1.28倍,在几个学段中增幅最小、但占

比依然最大。本科教育的活力影响教育的其它阶

段[20],围绕工程教育的很多争论也集中 在 本 科

阶段。
目前关于工程本科教育的讨论,大多还是侧重

于研究型大学。一些文献高度关注美国斯坦福、普
渡、麻省理工等世界一流大学工程教育体系的重构

和重塑,认为工程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科学家型

的工程师,应当使“学生接受系统的理工学科的理论

知识、基本技能的学习和训练”[6],强调要注重培养

学生“更高层次的素养———良好的思维方式与意

识”,使得学生“从更高的层面领悟物理世界与数字

世界融合的本质与关键”,在孪生空间重构工程教

育[21],等等,观点都很正确,但似乎主要针对研究型

大学的工程本科教育,未必全都适用于其它类型的

高校和其它学段的要求,需要认真研究本科工程教

育的因校制宜和特色发展。

工程本科教育的类型和目标多样,应进一步细

分为研究型、设计型、生产型、服务型等类型[7],不同

类型的工程教育应采用各有特色的培养方式,构建

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教育模式[9]。即使都是研究型大

学,其办学目标、职能定位、组织结构与学生毕业选

择也是有所差异的。
一方面,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一半以上的工学

类本科毕业生选择读研,另有一些毕业生选择继续

复习、二次考研,还有一些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要

“回炉”深造。对于选择深造的学生,应强调在本科

阶段厚基础、宽口径,加强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的有机

衔接,促进工程教育、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有机结

合,增强学生继续学习的信心和能力。
另一方面,2020年我国工学普通本科毕业生

138.12万人,是当年工学硕士招生人数的3.51倍,
说明多数学生毕业后还是要走上工作岗位,其中既

包括大量应用型高校本科毕业生,也包括部分教学

科研型高校本科毕业生,还有一些研究型大学的本

科毕业生。但对于这些学生的培养目标和方式,目
前还缺乏深入和细致的研究,传统的专业对口教育

有所削弱,而新的专业教育培养模式尚未确立。应

深度了解这些学生的意愿,因材施教、因需施教,更
具针对性地培养和管理,加强实习实践,提高就业率

和就业质量。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

型转变,并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强化应用技术类型的

专业与课程,侧重于生产型、服务型,为本科阶段工

程技术人才培养探索新的路径。
(三)研究生教育

2017年起,我国研究生招生数量再次提速,
2020年硕士、博士招生分别达到99.05万 人 和

11.60万人,其中工学硕士、工学博士招生占34.91%
和41.29%。同时,研究生教育的学术学位与专业

学位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硕士层面看,2012年

专业学位硕士招生人数在硕士招生中的占比还只有

38.72%,此后逐年提高。2017年专业学位硕士招

生人数达到40.21万人,比上年增长了43.81%,而
学术学位硕士招生的增幅只有3.19%,使得专业学

位硕士招生人数占比首次超过学术学位硕士。2020
年,专业学位硕士招生进一步增加到60.25万人,占
到硕士招生人数的60.83%(图3)。从博士层面看,
2012年专业学位博士招生1732人,仅占当年博士

招生人数的2.53%。2018年起专业学位博士招生

人数开始加速,到2020年增加到13719人,促使专

业学位博士招生人数占比显著提高,但占比仍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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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低。

图3 研究生招生类型及占比(%)

目前,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中工学研究生占较

大比例,应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
根据产业需要和行业特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重点

领域急需学科专业建设、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技攻

关、完善产教融合政策措施,适度扩大专业学位博士

培养规模,不断优化结构,认真区分学术型研究生与

专业型研究生的培养要求与模式,为新经济、新产

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增添新动能。
在硕士层面,学术型硕士不仅是科学人才的重

要基础培养平台,也是通向博士学位的进身之阶

(steppingstone)[22],应更加突出基础科学研究的科

学模式;而专业型硕士则是通向就业的教育平台,相
关专业技能和综合能力培养十分重要,应以职业需

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研用结合

为途径,进一步提升培养质量。
在博士层面,学术型的工学博士生应夯实科学

知识基础,追求学术造诣,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

能力。同时,应深入研究工程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

教育在创新工科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在继续适度

扩大规模的同时,认真研究如何实施有别于学术型

博士学位的高质量培养模式,强调与工程实际的紧

密结合,更好满足科研院所和企业的需求[23]。

2021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

工作会议强调,“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努力建设

一支爱党报国、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

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师队伍。”目前,行业特色高校依

然是我国工程教育的主力军,一些综合性大学和师

范类院校正在积极从理科教育向工程教育交叉和拓

展,应用型本科与高职院校也已成为完善现代工程

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应进一步厘清工程教育的概

念,增强辩证思维能力,防止和避免非此即彼的片面

性,按照办学定位和质量标准,加强学校教育与非学

校教育并行、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本专科教

育与研究生教育衔接、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集成、普
通教育与继续教育成人教育结合,进一步提高质量

和效益,构建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作用突

出的工程人才队伍,更好地对接工程发展、满足工程

需求,为推动我国从工程教育大国向工程教育强国

迈进做出新的贡献。

注释:

① 如无专门说明,本文引用的中国高等教育的数据均来自

教育部《教 育 统 计 数 据》历 年 的 电 子 版 http://www.
moe.gov.cn.研究生数据包括科研机构的研究生。

② 2015年之前,教育部统计数据中将普通专科分专业大类

分为:交通运输大类、生化与药品大类、资源开发与测绘

大类、材料与能源大类、土建大类、水利大类、制造大类、
电子信息大类、环保、气象与安全大类、轻纺食品大类;

2016年起调整为: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能源动力与材

料大类、土木建筑大类、水利大类、装备制造大类、生物与

化工大类、轻工纺织大类、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交通运

输大类、电子信息大类等。另外,由于农林牧渔大类没有

细分出农业工程类、林业工程类,公安与司法大类没有细

分出公安技术类,上述数据还没有包括工科专业在校生,
实际数据应大于文中给出的数值,但从2008年的数据

看,只相差0.57%,影响不是太大。

③ 如无专门说明,本文引用美国的数据均来自于美国“国家

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CenterforEducationStatistics,

NCES)《教育统计摘要》(DigestofEducationStatistics)
历年的电子版https://nces.ed.gov/programs/digest/.

④ 本 文 中,美 国 工 学 领 域 包 括 建 筑 及 相 关 服 务

(Architecture and related services)、传 播 技 术

(Communicationstechnologies)、计 算 机 及 信 息 科 学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建 筑 行 业

(Constructiontrades)、工程学(Engineering)、工程技术

及 工 程 相 关 领 域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and
engineering-relatedfields)、机修技术/技术员(Mechanic
andrepairtechnologies/technicians)、军事技术和应用科

学(Militarytechnologiesandappliedsciences)、精密生产

(Precisionproduction)、交通与物流(Transportationand
materialsm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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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CharacteristicsandReformOrientationofHigherEngineeringEducationinChina

ZHANGWei,WANGJingsong

(NorthwesternPolytechnicalUniversity,Xi’an710072,China)

Abstract:ThehigherengineeringeducationdevelopmentinChinacanbedividedintofivestages:start-up,reconstitution,

adjustment,expansion,andinnovation,eachwithsomedistinctivefeatures.Althoughjuniorcolleges,regularuniversitiesand

postgraduateschoolstakedifferentschool-runningorientationsandtrainingmodesinhigherengineeringeducationforstudents,

theyalladaptthemselvestotheneedsofthesociety.Theauthorssuggestthatinthefuture,weshouldobservethegeneral
requirementsoftheengineeringeducationandintegrateeffectivelyliberaleducation,professionaleducation,classroom
teaching,worksitepractice,knowledgeimparting,andskilltrainingtogether.Atthesametime,weshouldstrengthen
targetedguidancetocategorizedstudentgroups,givefullplaytojuniorcollegesinvocationaleducation,furtherclassify
engineeringeducationatregularuniversities,andclarifyeducationrequirementsanddefinetraining modesforacademic

postgraduatesandprofessionalpostgraduatesrespectively.Theauthorsalsosuggestthatwespeedupthecultivationof
studentsintoinnovative,applied,andskilledengineeringprofessionalsfor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economicsocietyfor
therealizationofahigh-qualitydevelopmentofengineeringeducation.
Keywords:engineeringeducation;stageofdevelopment;stageofeducation;generalrequirements;targeted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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