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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文件 
 
 

仪学秘字【2019】019 号 

                   

专业技术人员工程能力评价要求 

（2019 年修订版） 

前  言 

工程，是为了完成人类设想的目标，应用数学、自然科学

知识和技术手段，通过一群人有组织的工作将某个或某些自然

的或人造的现有实体转化为具有预期使用价值的人造产品的过

程。 

工程师作为从事工程的专业人员，接受过长期的专业学习

和专业训练，具有其他人所不具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专业

领域内比其他人更有资格从事工程系统设计、产品研发、生产

制造，售后服务、应用操作，工程管理、技术评估等工作。在

涉及某技术领域的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工程师比他人更有资

格和义务从专业的角度揭示事件真相，解释事件原因，预测事

件影响，提供解决方案。 

工程技术人员是经济建设、科学昌明、文明进步的重要力

量。社会期待他们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内，运用掌握的知识和

技能谋求社会福祉，同时也期望他们在为社会谋福祉的过程中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3876/54606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244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244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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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高标准的诚信。他们自身也有个人职业发展的内在需要，

期望以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对社会的贡献获得社会承认和尊重。 

工程师能力标准是对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能力提出的具体

要求，是评价工程技术人员能力水平的标尺。制定本标准旨在

为工程技术人员制定个人职业发展路线提供参考，为用人单位

人力资源管理提供参考，为社会各界所需的人才评价提供参考，

为工程教育提供方向。 

本标准的制定，遵循了以下原则： 

1. 能力导向原则。本标准希望能引导工程技术人员建立专

业人员共同认同的价值观，促进社会治理优化。本标准突出能

力导向，强调专业人员解决实际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同时强

调专业人员的社会责任，强调专业人员之间的协作，强调专业

人员对专业队伍建设的贡献，强调专业人员个人的专业持续发

展。 

2. 国际互认原则。各国工程师资格互认是全球经济一体化

发展的必然，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我国实现“走出去”战

略的重要抓手。因此，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与国际

相关标准接轨。  

3. 大时间尺度原则。本标准试图以 30 年时间跨度研究人

才成长规律，探究相对稳定的价值取向，希望不被一些短期内

的特殊需要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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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能力要求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 专业能力 

1.1 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 

1.2 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 

1.3 在工程实践中遵循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运用质量、

安全、节能、环保知识的能力 

1.4 跟踪技术发展趋势、不断更新自身专业知识和技能

的能力 

1.5 专业研究能力（获取信息、梳理分析、推理判断等） 

2 交流能力 

2.1 工程语言表达能力 

2.2 人际交往能力 

2.3 团队合作能力 

2.4 新环境的适应能力 

2.5 国际交流能力 

3 职业道德 

3.1 具备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并将其贯彻于工程实

践中 

3.2 具备职业健康与安全、节能、环保、知识产权保护

意识，并将其贯彻于工程实践中 

3.3 遵守职业行为准则 

3.4 主动规划个人职业发展，参与学术活动，提携新人 

4 项目管理

能力 

4.1 项目策划和评估能力 

4.2 团队组建和管理能力 

4.3 项目监控和过程管理能力（进度、人员、成本） 

4.4 风险管控能力（预判、提报、预案） 



4 

 

 

各级别工程师能力标准 

本标准将工程师分为五个级别，自低向高分别为：见习工

程师、助理工程师、工程师（专业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注册

工程师、咨询工程师）和资深工程师。 

见习工程师面向正在做入职准备的在校学生；助理工程师

面向入职一段时间后正在做独立工作准备的工程技术人员；工

程师面向已经具有了一定工作经验可独立承担工作的工程技术

人员；高级工程师面向已经具有了丰富工作经验可以从事同行

评议或承担其他社会职责的工程技术人员；资深工程师面向在

业内享有一定声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工程技术人员。 

根据以上工程师能力标准指标体系，本标准从专业能力、

交流能力、职业道德、项目管理能力、领导能力 5 个方面对不

同级别的工程技术人员制定不同的标准。 

一、 见习工程师 

1．专业能力 

1.1 有本专业基本工程教育背景，具备本专业基础理论和技

术知识，具备本专业基本技能。 

5 领导能力 

5.1 对新技术的敏感度 

5.2 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 

5.3 决策能力 

5.4 发挥影响力、组建本单位跨部门或跨单位团队并指

挥团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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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能在工程师指导下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工程

技术问题。 

1.3 对本专业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质量、安全、节能、

环保知识有一定了解。  

1.4 有终身学习意识，能根据职业需求主动学习。 

2．交流能力 

2.1 能使用工程语言进行口头和书面的清晰表达。 

2.2 有正常人际交往关系。 

2.3 有团队合作精神，接受并履行自己在团队中的职责。 

2.4 能较快适应新的环境。 

2.5 具备一门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 

3．职业道德 

3.1 有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对工程与自然、社会和谐发

展有正确的认知和理解。 

3.2 有本专业职业健康安全、节能、环保、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具备相关知识。 

3.3 遵守职业行为准则。 

3.4 关注自身职业发展。 

二、 助理工程师 

1．专业能力 

1.1 有本专业基本工程教育背景，具备本专业基础理论和技

术知识，具备本专业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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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能在工程师指导下独立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

工程技术问题； 

1.3 对本专业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质量、安全、节能、

环保知识有一定了解，并能在工作中加以运用。  

1.4 对本专业国内外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有一定了解；有终

身学习意识，能根据职业需求主动学习。 

2．交流能力 

2.1 能使用工程语言制定工程文件，并与同行交流。 

2.2 有正常人际交往关系。 

2.3 有团队合作精神，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主动分担工

作。 

2.4 能很快适应新的环境。 

2.5 具备一门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 

3．职业道德 

3.1 有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对工程与自然、社会和谐发

展有正确的认知和理解，并能在工作中自觉遵循。 

3.2 有本专业职业健康安全、节能、环保、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具备相关知识，并能在工作中自觉遵循。 

3.3 自觉遵守职业行为准则。 

3.4 对自身职业发展有规划。 

4．项目管理能力 

4.1 具备成本意识，能估算项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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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程师 

1．专业能力 

1.1 有本专业良好工程教育背景，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知识学

习和专业技能训练。 

1.2 能熟练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工程技术问题。  

1.3 能在工作中自觉遵循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正确运用质

量、安全、节能、环保知识。 

1.4 主动跟踪本专业国内外技术发展趋势，不断掌握新知

识、新技能，并应用于工作中。 

1.5 能进行技术问题的研究，进而提出解决方案。 

2．交流能力 

2.1 能熟练使用工程语言制定工程文件，并与同行深入交

流。 

2.2 有良好人际交往关系。 

2.3 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能够控制自我并理解他人意

愿，在团队中发挥带头作用。 

2.4 能适应各种环境并发挥自身能力。 

2.5 具备一门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具备国际交流与

合作的基本理念和方法。 

3．职业道德 

3.2 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能在工作中正确运用

专业知识保证工程和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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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较强的本专业职业健康安全、节能、环保、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能在工作中正确运用专业知识维护以上要素。  

3.3 模范遵守职业行为准则，承担自身行为责任。 

3.4 能制定并实施自身职业发展规划；积极参与业内学术活

动；主动提携助理工程师，培养见习工程师。 

4．项目管理能力 

4.1 具备一定的市场调研、需求预测和技术经济分析能力，

具备设计、预算小型工程项目的能力，进而能策划和评估小型

工程项目。 

4.2 具备一定的团队组建和管理能力 

4.3 具备一定的项目监控和过程管理能力，进而能组织实施

小型工程项目。 

4.4 具备风险管控意识，能进行风险预判并提出风险规避预

案。 

四、 高级工程师 

1．专业能力 

1.1 有本专业良好工程教育背景，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知识学

习和专业技能训练；在某一技术方向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1.2 能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关。 

1.3 能在工作中自觉遵循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正确运用质

量、安全、节能、环保知识，并能提出改进意见。 

1.4 主动跟踪本专业国内外技术发展趋势，不断掌握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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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新技能，并创造性地运用于工作中。 

1.5 能分析本专业国内外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提出具有应

用价值的研究课题，制定出研究方案并实施。 

2．交流能力 

2.1 能熟练使用工程语言制定工程文件，并在跨区域、跨专

业环境下进行交流。 

2.2 有良好人际交往关系。 

2.3 有很强的团队合作精神，能够控制自我并理解他人意

愿，在团队中发挥领导作用。 

2.4 能适应各种环境并充分发挥自身能力。 

2.5 具备一门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具备国际交流与

合作的理念和方法。 

3．职业道德 

3.1 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能在工作中正确运用

专业知识保证工程和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 

3.2 有强烈的本专业职业健康安全、节能、环保、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能在工作中正确运用专业知识维护以上要素。  

3.3 模范遵守职业行为准则，承担自身行为责任。 

3.4 能制定并实施自身职业发展规划；积极参与或组织业内

学术活动；积极提携和热心培养后备力量。  

4．项目管理能力 

4.1 具备较强的市场调研、需求预测和技术经济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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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设计、预算大型工程项目的能力，进而能策划和评估大型

工程项目。 

4.2 具备较强的团队组建和管理能力. 

4.3 具备较强的项目监控和过程管理能力，进而能组织实施

大型工程项目。 

4.4 具备一定的风险管控能力，能在事先预防和事后补救方

面采取一定措施。 

5．领导能力 

5.1 具备收集、分析、判断国内外相关技术信息的能力，能

提出开发方向和思路。 

5.2 具备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能提出创新方案。 

5.3 具备一定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能提出决策意见。 

5.4 具备组建和指挥本单位跨部门团队的能力。  

五、 正高级工程师 

1．专业能力 

1.1 有本专业良好工程教育背景，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知识学

习和专业技能训练；在某一技术方向有深入研究，并具有了业

内公认的影响力。 

1.2 能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关。  

1.3 能在工作中自觉遵循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正确运用质

量、安全、节能、环保知识，并能提出改进意见。 

1.4 对本专业国外技术发展趋势有深入研究，并能引领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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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 

1.5 能深入分析国内外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提出具有重大

应用价值的研究课题，制定出研究方案并实施。 

2．交流能力 

2.1 能熟练使用工程语言制定工程文件，并在跨区域、跨专

业环境下进行交流。 

2.2 有良好人际交往关系。 

2.3 有很强的团队合作精神，能够控制自我并理解他人意

愿，在团队中发挥领导作用。 

2.4 能适应各种环境并充分发挥自身能力。 

2.5 具备一门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具备国际交流与

合作的理念和方法。 

3．职业道德 

3.1 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能在工作中正确运用

专业知识保证工程和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 

3.2 有强烈的本专业职业健康安全、节能、环保、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能在工作中正确运用专业知识维护以上要素。  

3.3 模范遵守职业行为准则，承担自身行为责任。 

3.4 能制定并实施自身职业发展规划；积极参与或组织业内

学术活动；积极提携和热心培养后备力量。  

4．项目管理能力 

4.1 具备很强的市场调研、需求预测和技术经济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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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设计、预算大型工程项目的能力，进而能策划大型工程项

目；能指导或主持项目评估，提出改进建议。 

4.2 能建立适宜的管理系统。 

4.3 运用现代管理方法组织并领导项目组，保质保时地完成

项目工作。 

4.4 具备较强的风险管控能力，能在事先预防和事后补救方

面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项目顺利进行。 

5．领导能力 

5.1 能洞察国内外技术先机，提出开发方向和思路。 

5.2 具备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能提出创新方案。 

5.3 具备综合分析、判断能力，能正确、果断决策。 

5.4 具备组建和指挥跨单位团队的能力。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2019 年 3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