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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17,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actively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China have already stood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In order to 

meet the challeng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course as the “Excellent engineer program”(version 2.0)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reform of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With the concept of large-scale 

engineering, the concept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has changed from science to engineering, and the trend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is regression engineering, which is a core idea of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course is a systems engineering, which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on the cultivation of 

engineering talents from the aspects of conception, practicality, systematicness, transborder and innova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se new requirements, we must start from the educational idea of the big engineering view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haping of engineering ethics.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engineering is not only the use of na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involves social, ecological, human, moral and many other issues, so engineers will face 

some special responsibilities, engineering ethics is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is kind of responsibility. In today’s era, 

people cannot avoid contact with engineering products, but also live in the engineering world, so engineering ethics and 

every social person is inseparabl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esent situation, necessity and cultivation methods of 

engineering ethic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put forward a beneficial 

explor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compound engineering talent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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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7 年以来，教育部积极推动新工科建设，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为迎接这一

严峻挑战,作为“卓越工程师计划”（2.0 版）的新工科建设成为高等工程教育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随着大

工程观的提出，工程教育的理念开始由科学转变为工程，工程教育的趋势是回归工程,这就是新工科建设的一

个核心理念。新工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从理念性、实践性、系统性、跨界性和创新性等方面对工程人才的

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实现这些新要求,必须要从大工程观的教育理念为起点,重视工程伦理观的塑造。实践证

明，工程不仅仅只是对自然科学技术的使用，还涉及到社会、生态、人文、道德等诸多问题，因此工程师会面

临一些特别的责任，工程伦理便是对这种责任的批判性反思。在当今时代，人们免不了接触工程产品，更是生

活于工程世界之中，因此工程伦理与每个社会人密不可分。文章阐述了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工程伦理观培养的现

状、必要性以及培养方法，以期对新时代高素质复合型工程人才的培养提出一种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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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国家采取建设创新型国家、走中国特色

新型工业化道路、人才强国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倡导

对高质量培养提出更高要求， 公布战略。 它促进了

工程人才的培养，也促进了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 工

程的宏伟理念被倡导后，工程教师们纷纷提出“再造

工程教育”和“回归工程”的口号。 与此同时，工程

教育的理念也发生了变化，逐渐从科学转向工程。 在

这方面，出现了新的技术结构。新工科建设强调立德

树人,强化工科生工程伦理意识。由此可见,工程伦理

是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对工程人才培养的基本思想。怎

样在工程教育全过程培养中融入工程伦理思想,已经

成为现代工程师培养和高等工程教育改革急需解决

的重大问题之一
[1]
。 

2 工程伦理教育现状及问题 

2.1 工程伦理教育现状 

相比于国外工程伦理学的教育，我国工程伦理的

教学与研究兴起相对较晚。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

北京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

等高校相继开设了工程伦理课程，但对于该课程的教

学方法及内容等依然处于探索与完善阶段。近年来，

工程伦理教育开始慢慢发展发展,在工科教育中逐渐

被提上议程。我国对工程伦理的教育仍处在理论研究

层面,高校工科在工程伦理学科研究和教育上还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
[2]
。 

2.2 工程伦理教育存在的问题 

1)就学校而言 

①工程伦理的教学方法缺少系统的教育规范。 

我国的工程伦理教育体系相比于国外来说发展

还较为滞后，当前的教育教学中大多还采用传统的教

学模式，只注重学科知识学习，不注重结合工程伦理

讲授本课程的重要性
[3]
。造成这种不重视的原因有很

多，工程伦理课程的课时较少，甚至很多高校都没有

开出这门课程，再加上授课方式一成不变，都反映了

工程伦理教育教学的不规范。授课模式不能有效引导

学生融入课堂，再加上缺乏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导致

工程伦理的教育教学达不到课程要求。要培养学生的

工程伦理素养，必须使工程伦理知识结合工程实践活

动,从思想上提高对工程伦理的认知，提高伦理素养，

强化社会责任
[4]
。 

②高校忽视工程伦理教育的综合性。 

在当今新一轮的产业变革和科学技术革命下，工

程伦理问题不仅涉及到单一的学科，还涉及到很多交

叉学科，所以工程伦理是科学的综合应用。在工程伦

理教育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忽视人文、社会和环境等

其他问题，这就导致学生在学习专业技能时不注重培

养个人的伦理素养，缺乏大局观，达不到既做“一个

大写的人”又做工程师的要求
[5]
。因此要在工程伦理

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用整体性思维思考，在工

程实践中综合多个学科知识，做可持续发展的工程。 

2）就学生而言 

大多数工科生对工程伦理存在不重视的问题，他

们认为只须拥有良好的科学专业技能就足够满足社

会需求，在课堂上对工程伦理的学习不重视，课下也

不主动参加相学校组织的工程伦理教育活动，更不注

重工程师的职业素养，在未来的工程实践中面临个人

利益与伦理困境时，可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这种工

程伦理意识和责任感的缺失不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

更不利于未来工程师的培养
[6]
。 

3 工程伦理教育实施的必要性 

3.1 工程伦理观是工程师的基本素养 

工程伦理是工程实施者对工程的认识、态度、理

解，是工程实践中的心理过程，是对工程的内在感悟，

是一种潜在行为。工程伦理对工程师来说是最基本、

最重要的核心素质,也是工程教育中较为薄弱的环节。

以土木工程专业为例，当下面临严苛的建设环境和复

杂的结构体系，建筑工程涉及诸多领域,这就要求工

程师具备全局意识和系统思维,能够协调建筑安全与

造型,也能融入文化元素和地域特征等。
[7]
 

显然，传统工程类教育对学生工程伦理意识培养

还有待提高。以土木工程类专业人才培养为例，前两

学年主要学习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学生没有接触过

真实的工程,后两学年主要学习专业核心课和选修课,

理论教学内容偏多,实践教育环节不足，最终毕业生

步入社会后,会难以适应大环境,缺乏实践操作能力

和协作创新能力。因此我们更是要加强工科学生工程

意识的培养。
[8]
 

3.2 工程伦理观是工程师的职业灵魂 

工程伦理属于道德范畴，是工程参与者的精神观

念和职业态度，是人生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重要体现。 

工程伦理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含义。 在教育教育

阶段，它是一种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和道德教育。在

研究阶段，工程伦理是对勤奋和耐心的一种奖励，只

有通过明确的研究方向，坚守自己的学术目标，才能

成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在工程实施阶段，工程伦理

是要尊重文化传承、尊重人性、尊重民俗和尊重宗教、

尊重科学，要使工程活、社会、自然和谐相处；在工

程完成后，则要注重保护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条件。

用持之以恒的耐力,不断追求的执著,做一名真正的

工程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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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工程伦理教育是工程教育回归工程的必由
之路 

工程伦理源自于工程实践中,是工程实践的基本

底线，是工程师道德品质的集中体现,也是高等院校

工程教育的灵魂。要使工程教育走向工程,第一步就

是要培养工程人才的工程伦理观,为他们的职业生涯

加上一把道德的枷锁。要培养工程人的工程伦理观,

就要将大工程观理念融入工程伦理教育教学中,将其

与工程伦理结合起来,共同作为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工

程教育改革的重要构成部分。从《华盛顿协议》可知,

工程伦理教育在西方国家的工程教育中占据了重要

地位，已经成为工程与科学的核心竞争力。 

4 工程伦理教育方法 

4.1教育思路 

研究工作沿着文献学习-理论构建-现状分析-案

例研究-方法探讨的思路开展。首先，系统的研究新

工科建设背景下工程伦理观培养的国内外教育现状、

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在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学习

的基础上，对项目研究过程中包含的重要内容如“新

工科建设”和“工程伦理”等进行定义。其次，通过

学习文献、专家访谈、讨论交流等研究方式，加强对

新时代工程技术人才的工程伦理意识的培养，从当代

工科生的学习特点出发，因材施教，确定专业培养方

案和教育教学实施方法，研究现代工程人伦理观培养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对其进行原因分析。再次，

为了深刻体现对工程技术人才工程伦理观培养的价

值，可以从制造强国、新时期高等院校的内涵建设、

高素质综合型人才培育、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拼搏精

神等多个方面综合分析研究
[10]

。最后，在国内外先进

教育经验的依托下，以国家、学校、教师、学生为教

育主体，从工程伦理内涵、环境和载体等方面提出新

工科建设背景下工程技术人才工程伦理观培育的具

体方法。 

4.2 教育方法 

4.2.1案例教学 

一般每节课选择两到三个案例，包括一些影响较

大且大家都较为熟悉的工程案例，如切尔诺贝利核事

故、堤溪沱江大桥倒塌事故、福建泉州欣佳酒店倒塌

事故等，以便学生能够清楚的理解伦理在工程中的作

用和影响。 

本课程的教育目标之一是在学生心中牢固树立

工程伦理道德意识。在选择工程案例时，要选择对社

会和自然有重大影响的工程实例，以便学生理解工程。

融入伦理思想的活动无疑会带来更大的价值，包括社

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也可以选择仅关注经济影响而不

考虑社会或自然影响的工程示例。可以理解，在工程

中思考工程伦理不仅会创造预期价值，还会对整个社

会产生负面影响。只有讲授对比鲜明的工程实例，才

能让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伦理在工程中的重要意

义，更有利于学生从内心深处建立强烈的工程伦理意

识。 

4.2.2 分组讨论 

对于一个具体案例，若从不同的伦理角度分析可

能会遇到不同的抉择。正是由于工程伦理的这一特点，

可以采用分组讨论汇报的形式进行课堂教学。西安交

通工程学院土木工程 1901班共有 59 名学生，将全部

学生分成 8 组，每组 7 至 8 人；土木工程 21Z1 班共

有 30 名学生，将全部学生分为 5 组，每组 6 人。每

组学生自行寻找一个案例，并对事故概况、事故原因、

事故处理以及事故相关的工程伦理问题进行分析，每

组学生需制作一个 PPT，写一个事故案例的工程伦理

分析报告。每个小组的主讲人对自己小组的心得进行

汇报，其他小组成员进行补充说明，每个成员至少发

言一次，每个小组发言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学生汇

报完成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分析。根据每个小组的汇

报、组员回答问题情况和总结报告三部分对学生进行

评分。 

5 结论 

工科类大学生和未来的工程师,更是应“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这是中国社会对工程师的期待,也是

中国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拥有工程理想是工程伦理

教育教学最高的目标,也是工程实践所追求的内涵,

即激励工程师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中国工程师要以

国家目标和社会目标为导向，以人才为目标，为党和

国家建设，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在共同信仰的社会支持下，中国工程师将更加

完美地践行勇于创新、追求卓越、服务人类社会的个

人理想和职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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