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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工程教育认证和专业思政对人才培养的要求，结合本专业特点，枣庄学院网络工程专业开展了“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专业思政”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提出了专业思政是课程思政的首要问题以及专业思政的必要性，主

要从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三个方面对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最后说明了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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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requirements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and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talent training,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major, the network engineering major of 

Zaozhuang University carried out a research on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ut forward that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primary problem of the curriculum and the necessity of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mainly elaborates the formul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from three aspects of training 

objectives,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and curriculum system, and finally explains the implementation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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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16 年 6 月，国际工程联盟大会全票通过了中国

《华盛顿协议》的转正申请，成为该协议第 18 个正式

成员，实现了我国的工程教育质量认证体系与国际实

质等效。2018 年 1 月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其理念与工程教育质量

认证理念一致，都遵循了“以学生为中心，成果为导

向，持续改进”的育人理念，实现了国家标准与国际

标准的对接。 

2016 年 12 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有课堂都有育人功能，不能把

思想政治工作只当作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事，其他各门

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1]
，全国高校响应

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课程思政在所有专业课程、公

共课程、实践课程中全面开展。2020 年 5 月，教育

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指出

建设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解决好专业教育和思政教

育“两张皮”问题。 

＊基金资助：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1 年山东省本科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M2021116）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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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背景下，如何培养学生具有

能担当，敢担当，德才兼备和创新精神；如何有效的

实现工程教育认证和专业思政的有机融合，同向同行

已成为不只是教育工作者，还有政行企急需要研究和

解决的问题之一。 

 

 

图 1  人才培养体系架构 

 

表 1  人才培养目标与制订标准和专业思政点对应关系 

人才培养目标 对应标准和专业思政点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体现了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良好的社会价值取
向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 
体现了专业思政，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
根本性问题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研究生培养输送人才 培养多样化的人才，也是从一个方面体现给高质量就业 

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体现了学校的办学定位 

其他 
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要求，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 

 

2  人才培养体系架构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核心理念“以学生为中心，成

果为导向（OBE），持续改进”。其中 OBE 是以学生为中

心，根据社会需求制订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所有教

学环节都是围绕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例如人才培养

方案的修订、课程体系的建设、教学计划的实施、评

价与结果反馈等。根据国家对专业思政的要求，结合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理念,枣庄学院网络工程专业从实

际出发制定了本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架构如图 1 所示。

人才培养方案是纲领性文件，直接决定了人才培养的

质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作用至关重要
[2]
。本文以枣

庄学院网络工程专业为例，探讨人才培养方案制订，

主要涉及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建设三

个方面内容。 

3  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是指依据国家的教育目的和学校的

性质、任务提出的具体培养要求，是对毕业生在毕业

后 5 年能够达到的职业和专业成就的描述[4]。人才培

养目标制订主要依据国家和社会对人才需求、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要求、学校办学定位、专业具备的软硬件资源、

学生发展预期目标等多个因素[3]。根据以上原则，制

定了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实现了工程教育认证和

专业思政紧密融合。专业的主要培养目标是本专业致

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移动通

信及相关领域发展需求，具备扎实的数理基础知识，

通晓信息通信技术的基本原理，掌握专业技能和相关

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能够在信息通信领

域，尤其是移动通信方向从事网络的规划与设计、建

设与实施、系统运维与优化、移动通信软件开发、项

目管理等工作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

爱集体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并为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的研究生培养输送人才。人才培养目标与制

订标准和专业思政点对应关系如表 1 所示。 

预期毕业生毕业 5 年后不仅要达到中级项目经理

和中级工程师的要求外，还要具有敬业、精益、专注、

创新的工匠精神、报效祖国和使命担当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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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毕业要求 

《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解读及使用指南》中对

毕业要求的解读是专业必须有明确、公开、可衡量的

毕业要求 , 毕业要求应能支撑培养目标的达成，共涉

及工程知识，问题分析，设计/开发解决方案等 12 个

指标点[4]。网络工程专业在制订毕业要求过程中，专

业思政主要体现政治素养、道德品格、社会责任和正

确的科学观念四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实

现工程教育认证和专业思政的有机融合。学生毕业要

求对应思政内容如表 2所示。 

 

表 2 学生毕业要求对应思政内容 

 

 

5  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主要依据有工程教育认证要求，计算机

类国家质量标准，以及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等几个方面进行设立，课程体系必须对毕业要求的所

有指标点进行有效支撑。枣庄学院网络工程专业采用

五位一体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包括通识教育

平台课程、学科专业教育平台课程、职业发展平台课

程、创新创业平台课程、集中实践教学环节。每一个

平台课程思政要素侧重点都有所不同，会从不同的方

面实现课程思政和工程教育认证的理念的融合。专业

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思政对应关系如图 2 所示，具

体。 

（1） 通识教育平台课程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和人文等通识类课程，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

正确的科学观，能够从多个维度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学习过程中，使学生能够

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 [5]。 

工程教育认证毕业要求 具体要求 思政内容 

1．工程知识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移动通信领域的知识、技
能与工具应用到解决计算机网络、通信及相关领域
复杂工程问题中去。 

具有工程和数学理论的唯物主义哲学观，体
现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 

2．问题分析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知识分析通信
及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具有复杂问题分析能力，体现正确的工程观
和科学观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提供移动通信及相关领域的合理、创新的解决方案
的同时，能充分考虑项目实施对考虑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 

具有提供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体现了
不屈不挠的创新精神、红色文化精神、契约
精神 

4．研究  能够利用所学知识对移动通信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
研究。 实事求是、科学精神 

5．使用现代工具 能够在移动通信相关领域项目实施过程中，选择合
适的技术和工具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6．工程与社会 
在解决移动通信领域等复杂工程问题，必须充分考
虑项目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之间的
相互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体现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勇于担当和甘于奉献的精
神，具有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
神、报效祖国和使命担当的家国情怀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能够基于通信工程、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环境工程等
领域的相关背景知识，理解和评价针对解决复杂通
信工程问题的过程中，专业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在团队工作中给出合理化改
进的建议。 

复杂工程问题的重要体现，实现国家富强和
文明，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8．职业规范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人文科学素养和职业道德，
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遵守通信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和
规范，履行法定或社会约定的责任，并在工作中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遵章守制，体现了公正、法治精神 

9．个人和团队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
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体现了大局意识、协作精神和服务精神 

10．沟通  能够与不同文化背景的项目相关方对复杂工程问题
进行有效的沟通和讨论。 

体现民主、文明、平等、诚信、友善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开放的胸怀，服务国
家“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11．项目管理  能够将工程管理和经济相关知识应用到移动通信和
相关领域多个学科的项目管理中。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实现全周期管理，体现
公正和法制精神，价值自信 

12．终身学习  具有终身学习能力，树立终身学习意识，适应社会
发展需要。 

通过不断学习，实现我的中国梦，体现爱国，
敬业，奋斗和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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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科专业教育平台课程主要包括数学、通

信原理等专业类课程，主要目的使学生把马克思注意

的科学观与学科专业结合起来，提高学生解决复杂工

程问题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工程伦理教育，使学生

具有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报效祖国

和使命担当的家国情怀。在实践类课程，增强学生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3） 职业发展平台课程主要包括职业生涯与发

展规划和各类“1+X”证书，实现双主线育人的重要教

学环节，让学生提前制订职业目标和职业规划，培养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自主学习意识，提高学生职业素

养，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创新创业平台课程主要包括各类创新创业

大赛，满足不同学生需求，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敢闯

敢干、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意识，提高学生的创新

能力。 

（5）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毕业设计、项

目实训等课程，主要作用是通过实践，实现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的能力，弘扬劳动精神，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通过实

践让学生理解“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论点要明确、

论据要充分。对于关键的论点，要有相当的篇幅论述，

不能太简。 

 

图 2  专业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思政对应关系 

 

课程思政是专业思政的基础和重要载体。在课程

思政过程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施 

5.1  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的统一 

为了避免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之间的“两张皮”

问题，枣庄学院构建了思政多元协同机制，摆脱各课

程思政“各自为战”的局面，实现了思政课程与专业

课程协同并进，同向同行和有机统一，思政课程融入

到专业建设中去。本专业打破学院和专业壁垒，组织

思政课程老师与专业老师共同备课，共同修订课程大

纲，共同挖掘思政元素，取长补短，实现了教学资源

的整合和统一。以《马克思基本原理》为例，课程思

政与专业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课程目标：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分析与解

决现实中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辩证思维能力。具

体包括坚持用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观察分析问题，用

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并坚持矛盾分析法，做到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毕业要求支撑：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8.2：

能够运用历史、哲学的知识与方法认识、分析社会现

象，具有思辨能力与批判精神，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

与社会责任感。 

（3）授课教师要求：具有一定的计算机工程素养，

鼓励老师经常关注计算机产业相关的新闻，观看超级

中国、大国工匠、互联网时代等纪录片。 

（4）考核与评价：某一年的考试题目是让学生阐

述华为受到美国制裁事件进行原因和对策分析，让学

生用课程中学到知识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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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充分发挥专业老师教学自主性，挖掘课程

思政元素 

本专业主要以课程组为单位定期开展课程思政研

讨活动，每位老师从业背景，科研方向都有所不同，

通过共同研讨可以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在挖掘思政

元素过程中，切记生搬硬套，不能为了思政而思政，

真正的课程思政元素是引发学生思考，改变学生的人

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助力学生全面发展，真正实

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例如我院老师在讲授计算机

网络课程中，涉及到路由器发展过程，以国产华为路

由器为例，从上世纪 90 年代主干，到本世纪初与思科

路由器基本相当，再到现在领先世界 1.5 年，并将路

由器的主要性能指标融入到课程中去，实现了知识和

思政的有机融合。课后还布置撰写路由器和 SDN 的发

展趋势报告，通过调研不但知道了想应的专业知识，

还知道了通信技术中国领先世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学生建立民族自豪感，实现“四个自信”。还有老

师用美国制裁中兴和华为的案例，引导学生思考问题，

深刻认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发展核心技术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 

5.3  特色课程 

网络工程专业是教育部-中兴通讯 ICT 产教融合

创新基地合作项目首批合作专业。网络工程专业采用

多主体双主线育人模式，即以枣庄学院为主，合作企

合和第三方为辅的多个主体办学，双主线将创新创业

教育和职业规划体系嵌入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创新创

业能力与专业课程对接，将企业职业标准与职业素质

教育渗透到专业课程教学，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和专业核心技能。为了实现双主线育人，结合工程教

育认证和专业思政的要求，在课程体系中增加了职业

生涯与发展规划、准职业人导向训练等课程，实现工

程教育认证工作和专业思政的有机融合，同向同行，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学生实习方面，枣庄学院积极开展“校地协同”

行动，将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落脚到贫困、落后、偏远

和民族地区，形成援疆实习支教、内地实习支教、美

育浸润行动为代表的“校地协同”实习支教大课堂。

特别是援疆支教工作，2018 年下半年以来，枣庄学院

先后选派五批共 1000 余名学生和 20 名指导教师赴新

疆喀什实习支教，实行学分抵扣，鼓励优秀学生参与

该项目，取得良好育人效果。 

6  实施成效 

枣庄学院网络工程专业自 2018 年开展工程教育

认证和专业思政工作以来，不断改进人才培养模式，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提高教学质量，

深入开展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效

果，在同类院校中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2018年，网

络工程专业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被评为山东省一

流本科专业，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与

应用三门课程被评为山东省一流课程，学生就业质量

和考研率逐年提高。截至到目前，网络工程专业申请

各类项目资金达 3000 余万元。实践证明，“工程教育

认证+专业思政”的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收到了学生，家长和用人单位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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