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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版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说明

为了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改革创新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保证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培养质

量，根据有关要求，特修订且颁布执行《２０１４版河海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

案》，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专业（领域）范围

全日制专业学位专业（领域）范围的设置，依据国务院学位办各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下发

的指导性培养方案的基本框架和内容执行。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某一专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具体要

求为：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行业道德和敬业精

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所从事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手段，在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独立从事

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研究、工程开发、工程管理等能力。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

三、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年（在职学

习的可延长１年）。

四、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采用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授课内容

少而精，须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际应用，把课堂讲授、研讨、案例教学、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有

机结合，重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改革专业学位教学内容和方

式，加强案例库建设和案例教学，聘请实际部门有丰富经验的专家讲课或开设讲座。

２．加强实践环节，建立实践基地。提倡学校与政府机关、产业部门等企事业单位联合培

养。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指导和校外导师联合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一般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包含公共课程（外语、政治，５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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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课程（数学、力学等，６学分）、专业课程（９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包括公共课程

（政治、综合素质课，２学分）、人文素养课程（２学分）、工程素养课程（２学分）、职业素养课程

（４学分）。另设实践环节１０学分。

研究生课程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计算，学位课程考试成绩达７０分或单科达６０分且加权平

均达７５分为合格，非学位课程考试成绩达６０分为合格，教学环节通过为合格，合格即可取得

相应学分。

六、实践环节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活动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在学期

间，必须保证不少于半年的实践教学，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１年。我

校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开展实践教学。研究生以完成的

实习总结报告和实践所在单位评语作为考核依据，取得实践环节的学分。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

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例：工程硕士可采用调研报告、工程规划、工程勘测、工程

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等形式）。学位论文须独立完

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课程学分、完成实践环节、成绩

合格，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

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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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环节时间安排表

序号 工作项目 内容 时间

１ 入学与入学教育
开学典礼、图书馆入管培训、学院教育、科学道德与

学风建设讲座、职业生涯规划讲座、心理测评
入学１个月内完成

２ 校内导师确认 研究生与导师双向选择，确认校内导师 入学１个月内完成

３ 个人培养计划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入学第２个月内提交

４ 课程学习 完成培养方案要求的全部课程 根据教学计划完成

５ 基地导师确认 研究生与基地导师双向选择，确认基地导师 第１学期结束前完成

６ 实践环节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

养基地开展实践教学。
根据实践环节安排完成

７ 论文开题报告

８ 论文中期考核

９ 论文预答辩

１０ 论文评阅

１１ 论文答辩

地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

文预答辩、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具体参照《河

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和《河海大学

全日制工程硕士学位论文撰写要求（试行）》等有关

文件执行，开题报告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

在学校进行，应邀请基地导师参加。

第２学期６月底之前完成

第３学期结束之前完成

预答辩时间比答辩时间至少提

前１个月

论文评阅时间不得少于７天

参照《河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工

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１２ 证书领取 校学位委员会通过后颁发学历／学位证书 一般为６月、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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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０２５１００）

（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

一、专业范围

金融硕士领域是一个口径宽、覆盖面广的领域。它涵盖了货币理论与实践、商业银行经营

管理、证券投资、公司金融、保险理论与实务、国际金融、资本市场、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等金融

技术及管理领域。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金融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能够承担金融实务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具体要求是：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热爱金融事业，具有良好的行业道

德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坚实的金融基础理论、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手段，熟悉国内外金融领域的现状、前沿

与发展趋势，富有开拓创新精神，在公司理财、银行、保险、证券、金融监管等方向具有独立从事

金融市场分析、金融产品运用、金融机构运营、金融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能力，能够胜任金融实务

操作、管理与决策等方面的工作。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写作能力。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注重实际应

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完成实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年（在职学

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实践环节１０

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生原则上应
４



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参加实践环节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取得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

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

位论文基本形式主要有：案例分析、产品设计与金融实践问题解决方案、调研报告或基于实际

问题分析的政策建议报告等。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

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分并完成实

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

题报告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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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基础
理论
课程

１３Ｍ１３０３ 高级管理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０４ 高级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２３
应用统计与计量模型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２１ 现代决策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０５ 高级运筹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３Ｅ０８０１ 金融理论与政策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１２
金融中介与资本市场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ｐ
ｉｔ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０６ 公司财务分析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２０ 投资学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０７ 公司理财
Ｃｏｒｐａ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１１ 金融工程学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１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辨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１３Ｅ１３０１
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伦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从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
程、工商管理学科选修硕士研究
生专业基础或专业课程

４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必修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选修
４学分

必修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必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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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２０１２

［４］Ｒ．Ａ．贾罗等．金融经济学手册［Ｍ］．第１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５］ＺｖｉＢｏｄｉｅ，ＡｌｅｘＫａｎｅ，ＡｌａｎＪ．Ｍａｒｃｕｓ．投资学［Ｍ］．英文版．原书第９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６］ＪｏｈｎＨｕｌｌ．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Ｍ］．原书第８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７］金融研究［Ｊ］．中国金融学会
［８］国际金融研究［Ｊ］．中国国际金融学会
［９］经济研究［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１０］世界经济［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１１］财贸经济［Ｊ］．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
［１２］管理世界［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１３］系统工程学报［Ｊ］．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１４］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Ｊ］．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１５］管理科学学报［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１６］保险研究［Ｊ］．中国保险学会
［１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８］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
［２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２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Ｊ］．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Ｓｔ．Ｌｏｕｉｓ
［２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Ｊ］．Ｆｏｒｄｈａ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Ｊ］．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ｒｇｉａ
［２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Ｊ］．Ｙａ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Ｊ］．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６］Ｐａｃｉｆｉｃ－Ｂａｓｉ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
［２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ｔｕｒｅｓＭａｒｋｅｔ［Ｊ］．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２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ｙ，ＣｒｅｄｉｔａｎｄＢａｎｋｉｎｇ［Ｊ］．Ｏｈｉｏ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３０］中文专业报纸：经济日报［Ｎ］．ｈｔｔｐ：／／ｐａｐｅｒ．ｃｅ．ｃｎ／ｊｊｒｂ／ｈｔｍｌ／２０１４－０１／０２／ｎｏｄｅ＿２．ｈｔｍ
［３１］中文专业报纸：金融时报［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
［３２］中文专业报纸：中国证券报［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３３］国际金融报［Ｎ］．ｈｔｔｐ：／／ｐａｐ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ｊｊｒｂ／ｈｔｍｌ／２０１３－１２／３１／ｎｏｄｅ＿６４５．ｈｔｍ
［３４］第一财经［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ｉｃａｉ．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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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统计（０２５２００）

（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具有良好的统计学背景，系

统掌握数据采集、处理、分析和开发的知识与技能，具备熟练应用计算机处理和分

析数据的能力，能够在国家机关、党群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科研教学部

门从事统计调查咨询、数据分析、决策支持和信息管理的高层次、应用型应用统计

专门人才。具体要求：

１．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良好的政治

素质和职业道德。

２．掌握统计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并熟练应用统计分析软件，具备从事统计数

据收集、整理、分析、预测和应用的基本技能。

３．能够独立从事实际领域的应用统计工作。

４．掌握一门外语的实际运用。

二、主要研究方向

１．水利统计（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２．金融统计分析（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经济统计分析（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工业统计和质量控制（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注重实际应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完成实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８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实践

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学生实践单位须为经学校认定的联合培养基地，时间应不少于一年。研究生

完成所有学位课程方可进行基地实践环节，实践环节的主要考核点为：

１．背景认知：考核研究生对所在基地单位管理或从事的项目是否能够准确的

描述和概况；

２．实践专题研究：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所承担具体工程项目研究实践的情

况；

３．案例比较：考核研究生对所在基地单位主要管理或从事的项目与国内外相

关项目的对比分析研究情况；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考核研究生在单位的思想政治表现和实践表现等；

５．实践交流能力：考核研究生是否能够按照要求积极主动的与校内外导师进

行交流，按照计划开展实践和学位论文工作；是否能够和基地单位的同事等进行

很好地交流。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的内容应与实际问题、实际数据和实际案例紧密结合，可以是与数

据收集、整理、分析相关的调研报告，数据分析报告，应用统计方法的实证研究等

等。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

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

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过

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

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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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统计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理论
课程

１２Ｅ０４０１ 概率统计选讲
Ｌｅｃｔｕｒｅｏｎ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２Ｅ０４０２
抽样技术与统计调查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２Ｅ０４０３ 线性模型及其应用
Ｌｉｎｅａ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２Ｅ０４０４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２Ｅ０４０５ 多元统计分析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２Ｅ０４０６
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
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企管院

１２Ｅ０４０７ 统计软件及应用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试验 考试 企管院

１２Ｅ０４０８ 现代时间序列分析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２Ｅ０４０９
智能计算与数据分析技术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Ｄａｔａ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２Ｅ０４１０ 统计质量管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企管院

１２Ｅ０４１１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９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及
人文
素养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法学院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工程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５ 工程伦理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２Ｅ０４１２ 统计实践案例专题 １６ １ 春 讲座／研讨 考查 基地单位

必修

必修

职业
素养
课程

１２Ｅ０４１３ 数据挖掘
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２Ｅ０４１４ 金融学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企管院

１２Ｅ０４１５ 应用随机过程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２Ｅ０４１６ 实验设计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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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００Ｅ０００４

背景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１１



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卯诗松，王静龙，濮晓龙．高等数理统计（第二版）［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张尧庭，方开泰．多元统计分析引论（第二版）［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ＳｈｅｌｄｏｎＭ．Ｒｏｓｓ著，龚光鲁译．随机过程（原书第二版）［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
［４］林元烈．应用随机过程［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５］Ｐ．Ｍａｌｌｉａｖｉｎ．随机分析（英文版）［Ｍ］．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０３．
［６］厄克森达尔著，刘金山、吴付科译．随机微分方程导论与应用（第６版）［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７］韦博成，林金官，解锋昌．统计诊断［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
［８］陈希孺，方兆本，李国英，陶波．非参数统计［Ｍ］．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９］博克斯（美）．时间序列分析：预测与控制［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０］克莱尔（美）著，潘红宇译．时间序列分析及应用（Ｒ语言）（原书第二版）［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１１］罗伯特沙姆韦（美）．时间序列分析及其应用［Ｍ］．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０９．
［１２］贺佳等．ＳＡＳ９．１统计软件应用教程［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３］尹海洁，刘耳．社会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５．０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简明教程［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４］李红等．统计分析软件及应用实验［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５］肖华勇等．统计计算与软件［Ｍ］．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６］朱道元等．多元统计分析与软件ＳＡＳ［Ｍ］．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７］王保进．多变量分析：统计软件与数据分析［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８］陈希孺，倪国熙．数理统计学教程［Ｍ］．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９］王斌会．多元统计分析及Ｒ语言建模（第二版）［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０］高惠璇．应用多元统计分析［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１］刘次华．堆积过程（第四版）［Ｍ］．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２］伊藤清（日）．随机过程［Ｍ］．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３］费宇．线性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及其统计诊断［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４］Ｃａｓｅｌｌａ，Ｇ，Ｂｅｒｇｅｒ，Ｒ．Ｌ．统计推断（英文版）（原书第２版）［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５］时立文．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分析从入门到精通［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６］里斯（美）著，田金方译．数理统计与数据分析（原书第３版）［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７］罗伯特（法）．蒙特卡罗统计方法［Ｍ］．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０９．
［２８］参考期刊：统计研究，中国统计学会，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北京，月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４５６５ＣＮ：１１－

１３０２８２－１４．
［２９］参考期刊：应用概率统计，中国数学会概率统计学会，上海，季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４２６８ＣＮ：３１－１２５６４－

４１４．
［３０］参考期刊：数理统计与管理，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北京，双月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５６６ＣＮ：１１－２２４２８２－

６９．
［３１］参考期刊：统计与决策，湖北省统计局，湖北武汉，半月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４８７ＣＮ：４２－１００９／Ｃ．
［３２］参考期刊：中国统计，中国统计出版社，国家统计局，北京，月刊，ＣＮ：１１－２４４８／Ｃ．
［３３］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ＪＡＳＡ）．
Ｌｉｎｋ：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ｍｓｔａｔ．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ａｓａ．ｃｆｍ
［３４］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ｅｒｉｅｓＢ（ＪＲＳＳＢ）．
Ｌｉｎｋ：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ｓｐ？ｒｅｆ＝１３６９－７４１２
［３５］参考期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Ｌｉｎｋ：ｈｔｔ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ｕｃｌｉｄ．ｏｒｇ／ＤＰｕｂ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Ｕ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０＆ｖｅｒｂ＝Ｄｉｓｐｌａｙ＆ｈａｎｄｌｅ＝ｅｕｃｌｉｄ．ａｏｓ
［３６］参考期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ｉｎｋ：ｈｔｔ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ｕｃｌｉｄ．ｏｒｇ／ＤＰｕｂ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Ｕ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０＆ｖｅｒｂ＝Ｄｉｓｐｌａｙ＆ｈａｎｄｌｅ＝ｅｕｃｌｉｄ．ｓｓ
［３７］参考期刊：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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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ｋ：ｈｔｔ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ｕｃｌｉｄ．ｏｒｇ／ＤＰｕｂ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Ｕ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０＆ｖｅｒｂ＝Ｄｉｓｐｌａｙ＆ｈａｎｄｌｅ＝ｅｕｃｌｉｄ．ｂｊ
［３８］参考期刊：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Ｌｉｎｋ：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０．１１１１／（ＩＳＳＮ）１４６７－９４６９
［３９］参考期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Ｌｉｎｋ：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ｓｔａｔ．ｓｉｎｉｃａ．ｅｄｕ．ｔｗ／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
［４０］参考期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Ｌｉｎｋ：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０．１００２／（ＩＳＳＮ）１７０８－９４５Ｘ
［４１］参考期刊：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Ｌｉｎｋ：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０．１１１１／（ＩＳＳＮ）１４６７－８４２Ｘ
［４２］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ｉｎｋ：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ｃｏ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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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０２５４０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一、领域范围

国际商务是一个口径宽、覆盖面广的专业领域。从活动内容来看，它涵盖国

际贸易实务、跨国经营管理、国际商务营销、国际投资管理、国际经济法律、国际商

务谈判、国际物流等；从机构性质来看，既包括涉外企事业单位，也包括政府部门

和各类社会组织。

二、培养目标

培养胜任在涉外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从事国际商务经营运作与

管理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商务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１．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良好的政治

素质和职业道德及积极进取精神，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意识，身心健康。

２．掌握商品与服务的进口与出口、跨国直接投资等国际商务活动的知识、理

论与实务技能，具有对复杂变化的国际商务环境的学习能力、分析技能和战略意

识。

３．有适应全球复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语言、政策与法规环境的能力，有

较强的国际商务分析与决策能力，具有组织协调国际商务工作的领导潜质。熟练

地掌握一门外语，能进行跨文化沟通。

４．适合国家开放和发展的需要，有开拓新市场渠道、从事外包业务和垂直生

产分工、管理海外投资企业和谈判的能力。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注重实际应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完成实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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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活动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

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开展实践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导师依据

实践报告与实践所在单位评语评定成绩。取得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

学位论文答辩。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

用价值。论文的基本形式主要有：案例分析、调研报告、商业计划书、项目可行性

报告、学术论文等。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

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题报告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过

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

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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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基础
理论
课程

１３Ｍ１３０３ 高级管理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０４ 高级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２３
应用统计与计量模型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２１ 现代决策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０５ 高级运筹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３Ｅ０９０２ 国际商务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９０１
国际贸易政策与实务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０９ 国际投资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１６
企业跨国经营与管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０８ 国际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９０４ 国际商务谈判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９０３ 国际商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ａｗ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１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辨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１３Ｅ１３０１
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伦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从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
程、工商管理学科选修硕士研究
生专业基础或专业课程

４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选修
４学分

必修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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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希尔．国际商务［Ｍ］．第七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塔默·卡瓦斯基尔．国际商务：战略、管理与新形势［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３］罗伊Ｊ．列维奇．国际商务谈判［Ｍ］．第五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４］卡瓦斯基尔，奈特，里森伯格．国际商务：新进展［Ｍ］．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５］丹尼尔斯，拉德巴赫，沙利文．国际商务：环境与运作［Ｍ］．第十三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６］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Ｍ］．第八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７］苏珊娜·施密特．没有道德的市场：国际金融精英的失误［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
［８］保罗·克鲁格曼．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Ｍ］．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２．
［９］王佳芥．国际商务－－结合中国企业案例的分析［Ｍ］．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０］黎孝先，王健．国际贸易实务［Ｍ］．第五版．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１］海闻，Ｐ·林德特，王新奎．国际贸易［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２］黄建忠．中国对外贸易概论［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３］钱荣，陈平，马君潞．国际金融［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４］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Ｍ］．第四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５］易纲．货币银行学［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６］塞利奇．国际商务谈判［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７］窦然．国际商务谈判（英语）［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８］尹翔硕．国际贸易教程［Ｍ］．第三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９］薛求知．国际商务管理［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０］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１］高越，高峰．垂直专业化分工及我国的分工地位［Ｊ］．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０５，（３）：１６－２０．
［２２］夏先良．碳关税、低碳经济和中美贸易再平衡［Ｊ］．国际贸易，２００９，（１１）：３７－４５．
［２３］廖信林，王立勇，陈娜．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轨迹呈倒Ｕ型曲线吗－－来自转型国家的经验证据

［Ｊ］．财贸经济，２０１２，（９）：１０９－１１６．
［２４］Ｓｔｏｉａｎ，Ｃ．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Ｄｕｎｎｉｎｇ＇ｓ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ａｔｈ：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Ｈｏｍ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

ｎａｎｔｓｉ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Ｏｕｔｗａｒ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３，（３）：６１５－
６３７．

［２５］中文刊物：国际贸易，中国商务出版社．
［２６］中文刊物：管理世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２７］中文刊物：南开管理评论，南开大学商学院．
［２８］中文刊物：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２９］中文刊物：世界经济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３０］中文刊物：世界经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所．
［３１］中文刊物：国际金融研究，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３２］中文刊物：国际经济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３３］中文刊物：国际贸易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３４］中文刊物：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３５］英文刊物：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３６］英文刊物：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３７］英文刊物：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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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０２５６００）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一、领域范围

资产评估依托会计学、金融学、统计学等，与会计学尤为密切相关，会计是资

产评估的基础以及评估结果的重要反映。资产评估专业涉及到企业价值、税基、

无形资产、国有资产、房地产、建筑工程、等多个领域的知识与技术。我校资产评

估硕士培养服务于资产评估行业，特别是服务于水利、交通、能源资产评估的高级

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培养目标

面向资产评估行业，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系统掌握资

产评估基本原理，具备从事资产评估职业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对资产评估实务，

特别是在企业价值评估、水利、交通、能源资产评估方面有充分的了解，具有很强

的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的资产评估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能比较顺利地阅读本专业

的英语文献或其他外文文献。

３．熟知我国资产评估的相关法律知识和行业规章。

４．熟练掌握资产评估、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具备较强的解决资产评估、财务会

计问题的综合分析与决策能力。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注重实际应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完成实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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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活动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

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开展实践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导师依据

实践报告与实践所在单位评语评定成绩。取得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

学位论文答辩。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

用价值。论文的基本形式主要有：案例分析、调研报告、学术论文等。学位论文须

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

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题报告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过

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

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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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基础
理论
课程

１３Ｍ１３０３ 高级管理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０４ 高级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２３
应用统计与计量模型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２１ 现代决策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０５ 高级运筹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３Ｍ１３０７ 公司理财
Ｃｏｒｐａ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１００１
财务会计与会计准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１００６
资产评估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Ａｓｓｅｔｓ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１００４ 企业价值评估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１００３ 无形资产评估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Ａｓｓｅｔｓ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１００２ 房地产估价实务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１００７
资产评估实务与案例分析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Ｃ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ｓ
ｓｅｔ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１００５
中外资产评估准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１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辨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１３Ｅ１３０１
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伦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从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
程、工商管理学科选修硕士研究
生专业基础或专业课程

４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选修
４学分

必修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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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产评估［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乔志敏，宋斌．资产评估学教程［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２２－２８．
［３］姜楠．资产评估学［Ｍ］．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于艳芳，宋凤轩．资产评估理论与实务［Ｍ］．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１０．
［５］郭昱．资产评估模拟实验［Ｍ］．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２０１１．
［６］冯体一．资产评估模拟实验［Ｍ］．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２０１２．
［７］王少豪，刘登清．企业价值评估案例［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
［８］刘伍堂，崔劲．无形资产评估案例［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沈琦，吕发钦．不动产·机器设备·珠宝首饰·资源资产评估案例［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１０］北京中和明讯数据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等．资产评估常用方法与参数手册［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１１］乔志敏，贾宁凤．资产评估教程［Ｍ］．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２］朱萍．资产评估学［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３］刘伍堂，国家知识产权局人事司．专利资产评估［Ｍ］．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４］刘德运．无形资产评估［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５］罗利·托马斯，本顿·Ｅ·格普，罗利·托马斯，本顿·Ｅ·格普．价值评估指南：来自顶级咨询公司及从

业者的价值评估技术［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６］陈远吉，陈娅茹．资产评估师常用计算公式速查通［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７］崔劲，朱军．资产评估案例［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８］ＢｒｅａｌｅｙＲＡ，ＭｙｅｒｓＳＣ．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３．
［１９］ＰａｒｒＲＬ，ＳｍｉｔｈＧＶ．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Ｄａｍａｇｅｓ［Ｍ］．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

＆Ｓｏｎｓ，２００５．
［２０］学术论文：卢泰宏．品牌资产评估的模型与方法［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０３）：８８－９６．
［２１］学术论文：何志毅，赵占波．品牌资产评估的公共因子分析［Ｊ］．财经科学，２００５（０１）：７５－８０．
［２２］学术论文：ＤｅＦｏｎｄＭＬ，ＫｏｎｃｈｉｔｃｈｋｉＹ，ＭｃＭｕｌｌｉｎＪＬ，Ｏ＇ＬｅａｒｙＤ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ＭｏｓｔＡｄｍｉｒ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ＭＡＫＥ）ａｗａｒｄｗｉｎｎｅｒｓ［Ｊ］．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３（５６）：３４８－３６０．

［２３］学术期刊：商业研究，哈尔滨商业大学．
［２４］学术期刊：中国资产评估期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２５］学术期刊：会计研究期刊，中国会计学会．
［２６］学术期刊：商业时代，中国商业经济学会．
［２７］学术期刊：财会月刊，武汉市财政局．
［２８］学术期刊：会计之友，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２９］学术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ｅ，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３０］学术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３１］学术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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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非法学）（０３５１０１）

（ｊｕｒｉｓｍａｓｔｅｒ）

一、专业范围

法律（非法学）全日制专业学位涵盖了各类的部门法学，包括法理学、宪法学、

行政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商法学、环境法学、公司法学、劳动与社会保

障法学、保险法学、诉讼程序法学、物权法学、立法法学、知识产权法学、证券法学、

国际法学等。

二、培养目标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是具有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专业学位，是为实际部门培养

德才兼备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依法治国需要的高层次的应用型、复

合型法律专门人才和管理人才。

完成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学业的毕业生应达到下列具体要求：

１．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

和公民素质，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律职业伦理原则，恪守法律职业道

德规范。

２．掌握法学基本原理，具备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法律

思维、法律方法和职业技术。

３．掌握相关的政治、经济、管理、社会、外语、科技、计算机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能适应高科技时代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并能熟练运用各方面的

专业知识和能力，独立从事法律实务和相关的管理工作，达到有关部门中级以上

专业与管理职务任职要求。

４．能够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阅读法律专业外文资料。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注重实际应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如司法机关、律师事务所等）完成实

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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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活动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一学期。研

究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开展实践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导师依

据实践报告与实践所在单位评语评定成绩。取得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

行学位论文答辩。

实践环节的主要考核点主要为：

１．学科认知：是从整体上提升学生对法学学科的认知水平。

２．实践问题研究：是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学生的特点由基地导师进行专题性

法律实践指导。

３．法律案例比较：是以要素齐备、综合性强的案例比较分析来检验和巩固学

生在前述两个实践环节学习的效果。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是根据学生个人对律师、法官、检察官、企业法务人

员、政府法制部门公务人员等不同职业的选择和定位进行有针对性的素质培养，

并希望能够充分挖掘他们的职业潜力和创新能力。

５．实践交流能力：在进行法律技能训练的同时，培养方案还十分注重学生将

来在实际工作中开展专业交流的能力。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应用价值。学

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例：可采用调研报告、案例研究等形式）。学位论文须

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学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

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题报告可在实践基地进行，答辩工作则必须在学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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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

学位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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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理论
课程

１６Ｅ０１０１ 法理学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０２ 行政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０３ 民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６Ｅ０１０４ 刑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０５ 商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ａｗ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０６ 国际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０７
环境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选修
９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辨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１６ １ 秋、春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必修

必修

１６Ｅ０１０８ 宪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０９ 公司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１０ 经济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１１ 物权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１２ 债权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１３ 立法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１４
知识产权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１５ 证券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１６ 民事诉讼法 （限非法本选修）
Ｃｉｖｉ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１７ 刑事诉讼法 （限非法本选修）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１８ 行政诉讼法 （限非法本选修）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１９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限非法本选
修）
Ｌａｂｏｕｒ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２０ 保险法 （限非法本选修）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选修
８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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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学科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法律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单位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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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杨伟东．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强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德］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３．］［英］亚当ｏ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
［４］王克稳．经济行政法基本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沈开举．行政补偿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美］凯斯ｏＲｏ孙斯坦著，金朝武等译．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
［７］叶必丰．行政法的人文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８］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余凌云．行政契约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０］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１］杨建顺．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２］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３］陈端洪．宪治与主权．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４］许宗力．宪法与法治国家行政．北京：元照出版公司，２００７．
［１５］［日］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总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６］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７］何海波．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８］李明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法学方法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９］陈泉生等．科学发展观与法律发展：法学方法论的生态化．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０］包景岭、邹克华、王连生．恶臭环境管理与污染控制．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１］孟志兴．农村环境污染防治与管理．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２］龚贵生．环境管理．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３］蔡守秋．欧盟环境政策法律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４］汪劲．日本环境法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５］吕忠梅．理想与现实：中国环境侵权纠纷现状及救济机制构建．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６］蔡守秋．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伦理与法．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７］吕忠梅．环境法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８］吕忠梅．法学通识九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９．］（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１９９８．
［３０］（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１９９３．
［３１］（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２０００．
［３２］［德］卡尔．德国民法通论（上、下册）．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３］［加拿大］布莱恩 Ｒ．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 ．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４］［日］田山辉明．物权法（增订本）．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５］［日］近江幸治 ．担保物权法 ．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６］［日］我妻荣 ．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１９９９．
［３７］龙卫球．民法总论（第二版）．北京：中国法制，２００２．
［３８］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八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１９９１．
［３９］王保树．商法的改革与变动的经济法．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０］Ｐ．Ｓ．阿狄亚．合同法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１］参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
［４２］参考期刊：中国法学
［４３］参考期刊：法学研究
［４４］参考期刊：法商研究
［４５］参考期刊：政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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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参考期刊：中外法学
［４７］参考期刊：法律科学
［４８］参考期刊：现代法学
［４９］参考期刊：法学
［５０］参考期刊：法学评论
［５１］参考期刊：法制与社会发展
［５２］参考期刊：环球法律评论
［５３］参考期刊：比较法研究
［５４］参考期刊：法学家
［５５］参考期刊：清华法学

８２



法律（法学）（０３５１０２）

（ｊｕｒｉｓｍａｓｔｅｒ）

一、专业范围

法律（法学）全日制专业学位涵盖了各类部门法学，包括法理学、宪法学、行政

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商法学、环境法学、公司法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学、保险法学、诉讼程序法学、物权法学、立法法学、知识产权法学、证券法学、国际

法学等。

二、培养目标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是具有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专业学位，是为实际部门培养

德才兼备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依法治国需要的高层次的应用型、复

合型法律专门人才和管理人才。

完成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学业的毕业生应达到下列具体要求：

１．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

和公民素质，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律职业伦理原则，恪守法律职业道

德规范。

２．掌握法学基本原理，具备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法律

思维、法律方法和职业技术。

３．掌握相关的政治、经济、管理、社会、外语、科技、计算机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能适应高科技时代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并能熟练运用各方面的

专业知识和能力，独立从事法律实务和相关的管理工作，达到有关部门中级以上

专业与管理职务任职要求。

４．能够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阅读法律专业外文资料。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注重实际应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如司法机关、律师事务所等）完成实

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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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一学期。研

究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参加实践环节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取

得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实践环节的主要考核点主要为：

１．学科认知：是从整体上提升学生对法学学科的认知水平。

２．实践问题研究：是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学生的特点由基地导师进行专题性

法律实践指导。

３．法律案例比较：是以要素齐备、综合性强的案例比较分析来检验和巩固学

生在前述两个实践环节学习的效果。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是根据学生个人对律师、法官、检察官、企业法务人

员、政府法制部门公务人员等不同职业的选择和定位进行有针对性的素质培养，

并希望能够充分挖掘他们的职业潜力和创新能力。

５．实践交流能力：在进行法律技能训练的同时，培养方案还十分注重学生将

来在实际工作中开展专业交流的能力。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应用价值。学

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例：可采用调研报告、案例研究等形式）。学位论文须

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学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

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题报告可在实践基地进行，答辩工作则必须在学校进行。

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

学位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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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学）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理论
课程

１６Ｅ０１０１
法理学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０２
行政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０３ 民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６Ｅ０１０４ 刑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０５
商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０６
国际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０７
环境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选修
９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辨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１６ １ 秋、春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必修

必修

１６Ｅ０１０８
宪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０９ 公司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１０ 经济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１１ 物权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１２
债权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１３
立法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１４
知识产权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Ｅ０１１５ 证券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必修
８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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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学科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法律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单位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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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杨伟东．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强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德］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３．］［英］亚当ｏ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
［４］王克稳．经济行政法基本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沈开举．行政补偿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美］凯斯ｏＲｏ孙斯坦著，金朝武等译．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
［７］叶必丰．行政法的人文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８］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余凌云．行政契约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０］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１］杨建顺．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２］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３］陈端洪．宪治与主权．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４］许宗力．宪法与法治国家行政．北京：元照出版公司，２００７．
［１５］［日］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总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６］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７］何海波．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８］李明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法学方法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９］陈泉生等．科学发展观与法律发展：法学方法论的生态化．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０］包景岭、邹克华、王连生．恶臭环境管理与污染控制．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１］孟志兴．农村环境污染防治与管理．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２］龚贵生．环境管理．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３］蔡守秋．欧盟环境政策法律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４］汪劲．日本环境法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５］吕忠梅．理想与现实：中国环境侵权纠纷现状及救济机制构建．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６］蔡守秋．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伦理与法．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７］吕忠梅．环境法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８］吕忠梅．法学通识九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９］（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１９９８．
［３０］（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１９９３．
［３１］（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２０００．
［３２］［德］卡尔．德国民法通论（上、下册）．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３］［加拿大］布莱恩 Ｒ．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 ．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４］［日］田山辉明．物权法（增订本）．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５］［日］近江幸治 ．担保物权法 ．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６］［日］我妻荣 ．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１９９９．
［３７］龙卫球．民法总论（第二版）．北京：中国法制，２００２．
［３８］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八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１９９１．
［３９］王保树．商法的改革与变动的经济法．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０］Ｐ．Ｓ．阿狄亚．合同法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１］参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
［４２］参考期刊：中国法学
［４３］参考期刊：法学研究
［４４］参考期刊：法商研究
［４５］参考期刊：政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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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参考期刊：中外法学
［４７］参考期刊：法律科学
［４８］参考期刊：现代法学
［４９］参考期刊：法学
［５０］参考期刊：法学评论
［５１］参考期刊：法制与社会发展
［５２］参考期刊：环球法律评论
［５３］参考期刊：比较法研究
［５４］参考期刊：法学家
［５５］参考期刊：清华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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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０３５２００）

（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

一、专业范围

社会工作是一个口径宽、覆盖面广的社会科学领域。它涵盖移民社会工作、

环保社会工作、社区管理与服务、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社会组织运行与管理、社

会项目管理与评估、老年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婚姻家庭社会工作、扶贫社

会工作、灾害社会工作、心理咨询以及民政系统的行政管理。本学科依托学校资

源，在ＭＳＷ培养中形成了“领域鲜明、能力本位，科研实务并重”的特色，尤其在移

民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上具有丰富的研究与教学积累，是全国第一个移民社工人

才培养基地。

二、培养目标和要求

本专业旨在培养能熟练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方法，精通和熟悉我国社会

政策以及社会服务机构运作过程，针对突出的社会矛盾和特定人群的福利需求，

具备较强的社会服务策划、执行、督导、评估、管理和研究能力，并努力探索社会工

作本土化的理论和经验，，适应时代需要的德才兼备、热诚务实的高级专业人才。

具体要求为：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遵循国家法规，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行业

道德和敬业精神。

２．掌握社会工作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实务技巧，在某一个研究方向具有独立进

行社会工作项目调查、设计、管理与决策等方面的能力，能够胜任至少一个专门领

域的实务工作。

３．掌握一门以上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熟练

的写作和交流能力。

三、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四、培养方式

采用课程教学、实践指导和学位论文相结合，采用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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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课程教学。授课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际应用，内容精要与清晰，采用课堂

讲授、研讨、案例教学、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重视培养学生的发现问题、

调查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聘请有丰富经验的社会工作实务专家开设讲座。

２．实践指导。学生在学期间应该参与在政府机关、科研部门、民间社会组织

等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基地的实践活动。学生在团队学习、案例分析、现场研究时，

会得到指导教师的指导和支持。

３．双导师制。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培养采用学校导师和基地导师联合培养、学

校导师负总责的方式。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毕业论

文２学分。另设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见课程设置。

六、实践环节

全日制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实践活动，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

合的方式。集中实践要求学生进入与专业相关的学校培养基地，学生“顶岗实践”

时间上不少于一年。分段实践通过具体课程中的实践环节进行。实践环节的考

核依据是，研究生的实习总结报告和实践基地单位的评语。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学术背景和应用

价值。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的论文形式可以多样化，既可以是社会工作理论和

实务方面的研究类学位论文，也可以是社会项目设计、管理和评估等开发类论文，

还可以是调研报告、社会组织管理方案等形式。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应具备一

定的知识水平、实践价值和实务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社会工作理论、实

务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课程学分、完成实

践环节、成绩合格，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

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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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３６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课程

１５Ｅ０１０１ 社会工作理论
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Ｔｈｅｏｒ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０４ 社会工作伦理
Ｅｔｈｉｃｓ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０２ 社会研究方法
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０５ 社会政策
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０３ 高级社会工作实务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必修
１２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５Ｅ０１０６
人的行为与社会环境
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１１
社会工作报告和论文写作
Ｗｒｉｔｉｎｇ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２２
社区发展与管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选修
９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１５Ｅ０１０９
心理咨询与辅导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１５
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１３ 环保政策与实践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２０
环保宣传与教育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２１ 环境行为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１２ 移民社会工作实务
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ｏｆ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１９
移民安置规划与实施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１０
社会项目管理与评估
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１８
移民政策与管理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２４ 社会福利与救助
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ａｎｄ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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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１５Ｅ０１２５ 非政府组织管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ＮＧＯ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２６ 贫困与发展
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０７ 社会工作督导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 ３２ ２ 春 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２３ 灾害社会工作
Ｄｉｓａｓｔｒｏｕｓ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２７ 家庭社会工作
Ｆａｍｉｌｙ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２８ 妇女社会工作
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ｗｉｔｈＷｏｍｅ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２９ 青少年社会工作
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ｗｉｔｈ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１６ 老年社会工作
Ｓｅｎｉｏｒ＇ｓ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１７ 农村社会工作
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０８ 社区社会工作
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Ｅ０１１４
社会工作师职业规范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选修
１０学分

社会工作
实习
１０学分

１．学生在基地“顶岗实践”不少于１年；
２．提交实习计划书、并要求２周交１次实习报告；
３．实习结束提交实习总结报告。

学位论文 １２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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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吉登斯．社会学［Ｍ］．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罗肖泉．践行社会正义－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研究［Ｍ］．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刘梦．小组工作［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５］内廷．社会工作宏观实务［Ｍ］．刘继同 隋玉杰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徐永祥．社区工作［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７］邦妮．社会工作研究方法［Ｍ］．黄晨熹 唐咏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８］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中国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１９９０．
［９］香港社会工作者注册局．香港社会工作者工作守则实务指引，２０００．
［１０］拉尔夫·多戈夫．社会工作伦理———实务指南［Ｍ］．隋玉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１］陈钟林．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２］杨伟民．社会政策导论［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３］周建明．社会政策：欧洲的启示与对中国的挑战［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４］苏景辉．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Ｍ］．台北：台湾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７．
［１５］甘炳光、梁祖彬等．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Ｍ］．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６］周沛．社区社会工作［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７］吴亦明．现代社区工作［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８］黎国华．美国社会服务［Ｍ］．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９］特韦尔威特里．社区工作［Ｍ］．陈树强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０］周月清．家庭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Ｍ］．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０１．
［２１］萨尔瓦多·米纽庆．家庭与家庭治疗［Ｍ］．谢晓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
［２２］参考期刊：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
［２３］参考期刊：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４］参考期刊：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５］参考期刊：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６］参考期刊：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７］参考期刊：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ＲＥＶＩＥＷ
［２８］参考期刊：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９］参考期刊：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３０］参考期刊：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１］参考期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３２］参考期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３３］参考期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３４］参考期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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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０５５１００）

（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一、专业范围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即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简称ＭＴＩ，是经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实施的全国专业学位教育。专业翻译分为口译、笔译两大方

向，口译主要分为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可细化分为会议口译、商务口译、法庭口

译等。笔译分为外译中和中译外，按照应用领域可细分为文学翻译、科技翻译等。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翻译硕士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熟练掌握中外两种语言的语言规律及其相互之间的对应关系，

具有扎实的语言基础和高超的翻译技能，能够掌握一门第二外国语，能较熟练地

使用第二外国语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交流，适应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高

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注重实际应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完成实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长为１学年，在基地单位完

成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和预答辩。研究生完成所有学位课程后方可进行基地实践

环节。

０４



研究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开展实践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

导师依据实践报告与实践所在单位评语评定成绩。取得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

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写作时间一般为一个学期。学位论文一律用英文撰写，可采用以下

形式（学生任选一种）：

１．项目报告：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选择中外文本进行翻译，翻译文本字数不

少于１０万字，毕业论文就译文以及翻译问题写出不少于５０００字的研究报告；

２．实验报告：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就口译或笔译的某个环节展开实验，并就

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写出不少于１００００字的实验报告；

３．研究论文：学生在导师指导下撰写翻译研究论文，字数不少于１５０００字。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题报告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过

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

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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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８Ｅ０１２２ 应用日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７２ ３ 春、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１８Ｅ０１２３ 应用法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ｒｅｎｃｈ ７２ ３ 春、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必修
（任选
一门）

基础
理论
课程

１８Ｅ０１０１ 中国语言文化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 ４８ ３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１８Ｅ０１０２
翻译概论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１８Ｅ０１０３
口译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
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１８Ｅ０１０４
笔译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Ｗｒｉｔｔ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任选
一门）

必修

专业
课程

１８Ｅ０１０５ 交替传译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１８Ｅ０１０６ 同声传译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１８Ｅ０１０７ 文学翻译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１８Ｅ０１０８ 非文学翻译
Ｎ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口译方向
必修

笔译方向
必修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必修

必修

人文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法学院

必修

必修

翻译
素养
课程

１８Ｅ０１０９
中外翻译简史
Ｂｒｉｅｆ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１８Ｅ０１２４ 科技翻译
ＥＳＴ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１８Ｅ０１２５
翻译行业规范与翻译实践技术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１６ １ 秋 讲座／研讨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任选
其一）

必修

职业
素养
课程

１８Ｅ０１１２ 计算机辅助翻译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实践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１８Ｅ０１１０ 商务口译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１８Ｅ０１１１
中外语言比较
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选修
４学分

２４



　　续上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翻译项目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翻译项目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翻译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翻译项目管理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单位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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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翻译［Ｊ］．
［２］上海翻译［Ｊ］．
［３］中国科技翻译［Ｊ］．
［４］外国语［Ｊ］．
［５］张培基等．英汉翻译教程［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０．
［６］范仲英．实用翻译教程［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４．
［７］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增订本）［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８］梅德明．高级口译教程［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９］厦门大学外文系中英英语合作项目小组．新编英语口译教程（学生用书）［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１９９９．

［１０］厦门大学外文系中英英语合作项目小组．新编英语口译教程（教师用书）［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１９９９．

［１１］吕瑞昌，喻云根等．汉英翻译教程［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２］郭著章，李庆生．英汉互译实用教程［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３］杨莉黎．英汉互译教程［Ｍ］．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４］吴冰．现代汉译英口译教程练习册［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５］曾诚．实用汉英翻译教程［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６］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７］钱歌川．翻译漫谈［Ｍ］．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８０．
［１８］刘重德．文学翻译十讲［Ｍ］．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９１．
［１９］金圣华，黄国彬．困难见巧［Ｍ］．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９８．
［２０］古今明．英汉翻译基础［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１］刘士聪．汉英／英汉美文翻译与鉴赏［Ｍ］．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２］崔永禄．文学翻译佳作对比赏析［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３］喻云根．英美名著翻译比较［Ｍ］．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４］黄源深，周立人．外国文学欣赏与批评［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２００３．
［２５］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
［２６］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Ｍ］．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１９８９．
［２７］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
［２８］金缇．等效翻译探索［Ｍ］．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９８．
［２９］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Ｍ］．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０］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Ｍ］．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１］郭著章．翻译名家研究［Ｍ］．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２］罗新璋．翻译论集［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
［３３］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Ｍ］．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２００１．
［３４］买提尼牙孜，热扎克．西域翻译史［Ｍ］．新疆：新疆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３５］孟昭毅，李载道．中国翻译文学史［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３６］王秉钦．２０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７］王建开．五四一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８］王宏印．中国传统议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严复［Ｍ］．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９］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Ｍ］．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９．
［４０］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Ｍ］．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１］周发祥，李岫．中外文学交流史［Ｍ］．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２］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Ｍ］．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９６．
［４３］黄国文．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广告语篇研究［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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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Ｍ］．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２００４．
［４５］金堤．等效翻译探索［Ｍ］．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９７．
［４６］靳涵身．诗型广告翻译研究［Ｍ］．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７］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Ｍ］．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９９．
［４８］秦秀白．英语语体和文体要略［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９］王佐良，丁往道．英语文体学引论［Ｍ］．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７．
［５０］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Ｍ］．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
［５１］刘宓庆．文体与翻译［Ｍ］．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５２］蒙兴灿，孔令翠．实用英汉翻译［Ｍ］．四川：四川的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５３］王佐良，丁往道．英语文体学引论［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８．
［５４］杨自俭，李淑华．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Ｃ］．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５５］ＡｎｄｒｅＬｅｆｅｖｅｒｅ．Ｔ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５６］Ｇｅｎｔｚｌｅｒ，Ｅｄｗ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３
［５７］Ｃｒｏｎｉ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ＧｏｅｓｔｏｔｈｅＭｏｖｉｅ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９
［５８］Ｎｅｗｍａｒｋ，Ｐ．Ａ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５９］Ｎｅｗｍａｒｋ，Ｐｅｔｅｒ．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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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领域（０８５２０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范围

机械工程涵盖机械工程一级学科下的所有专业以及材料加工工程专业和热

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具有宽口径、覆盖面广的特点。主要培养从事机械工程领域

的高级专门人才。

研究方向包括机电系统设计理论与方法、机械结构的强度分析理论、机械装

备的智能控制及工业机器人、ＣＡＤ／ＣＡＰＰ／ＣＡＭ／ＣＡＥ系统集成技术等，涉及到通

用机械产品设计与制造、制造装备、材料加工、热发电、太阳能利用等相关领域的

技术问题。

二、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机械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门知识及管理

知识，掌握解决工程问题的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能够独立担负工程技

术或工程管理工作且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

康。掌握机械工程领域中的专业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管理手段。在本

领域的某一研究方向具有独立进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

初步能力，能够胜任产品技术升级、产品研发、设计制造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工

作。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写作

能力。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注重实际应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完成实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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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

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开展集中实践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取得

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实践环节的主要考核点主要为：

１．工程认知：考核研究生对基地单位的管理和从事的工程项目概况是否准确

的描述；

２．实践专题研究：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所承担工程项目，及研究实践工作

完成情况；

３．工程案例比较：考核研究生对所在基地单位主要管理或从事的工程项目与

国内外相关工程项目的对比、分析、研究情况；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的思想政治表现、实践工作

表现和参加各项活动表现等情况；

５．实践交流能力：考核研究生是否能够按照要求积极主动的与校内、外导师

进行交流，与基地单位的同事等进行卓有成效交流，按计划开展实践工作和学位

论文研究工作。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

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例：可采用调研报告、工程规

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

等形式）。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

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题报告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过

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

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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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领域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课程

８８Ｅ０００４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７７Ｅ０００１ 工程结构动力学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力材院

７７Ｅ０００３ 应用弹塑性力学
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力材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９Ｅ０１０１
有限元分析及应用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春 讲课 考试 机电院

０９Ｅ０１０２
现代机械设计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４８ ３ 春 讲课 考试 机电院

０９Ｅ０１０３ 现代工程设计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Ｍｅｔｈｏｄ ４８ ３ 春 讲课 考试 机电院

０９Ｅ０１０４
现代传感技术基础及应用
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Ｓｅｎｓ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春 讲课 考试 机电院

０９Ｅ０１０５ 电力电子技术应用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 考试 机电院

选修
９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及
人文
素养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常州校区
人文社科部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法学院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工程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５ 工程伦理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９Ｅ０１１８ 工程实践讲座专题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ｔｏｐｉｃ １６ １ 春 讲座／研讨 考查 基地单位

必修

必修

职业
素养
课程

０９Ｅ０１０６ 生产计划与控制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Ｅ０１０７
现代ＣＡＤ方法与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ＣＡＤ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Ｅ０１０８
金属材料成形与加工
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选修
４学分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工程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工程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单位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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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邹慧君，王晶，宋友贵．高等机械动力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黄真，赵永生，赵铁石．高等空间机构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蔡鹤皋．机器人理论与技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
［４］刘豹，唐万生．现代控制理论（第３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５］曾攀．有限元分析与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王宛山，郭钢．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
［７］杨世锡，王广林，陈小栋．现代测试技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
［８］秦树人．工程信号处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９］闻邦椿，刘树英，陈照波，李鹤．机械振动理论及应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０］张凯峰．材料热加工过程数值模拟．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１］柳百成．铸造工程的模拟仿真与质量控制．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２］胡赓祥等．材料科学基础．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３］徐滨士等．材料表面工程．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４］刘永辉．金属腐蚀原理．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５］谈育熙，胡志忠等．材料近代分析测试方法．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６］林渭勋．现代电力电子技术．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７］胡绳荪．焊接自动化技术及其应用．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８］陈善本．智能化焊接机器人技术．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９］陈善本．Ｖ焊接过程现代化控制技术．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０］参考期刊：机械工程学报
［２１］参考期刊：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２２］参考期刊：机器人
［２３］参考期刊：机械强度
［２４］参考期刊：中国机械工程
［２５］参考期刊：控制理论与应用
［２６］参考期刊：计算力学学报
［２７］参考期刊：农业机械学报
［２８］参考期刊：机械科学与技术
［２９］参考期刊：系统仿真学报
［３０］参考期刊：振动工程学报
［３１］参考期刊：材料导报
［３２］参考期刊：材料科学与工程
［３３］参考期刊：金属热处理
［３４］参考期刊：中国表面工程
［３５］参考期刊：材料保护
［３６］参考期刊：金属学报
［３７］参考期刊：腐蚀与防护
［３８］参考期刊：电焊机
［３９］参考期刊：焊接学报
［４０］．参考期刊：ＡＳ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１］．参考期刊：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２］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４３］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４］参考期刊：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５］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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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参考期刊：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
［４７］参考期刊：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ａ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８］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９］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０］参考期刊：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Ｗｅ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Ｊｏｉ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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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工程领域（０８５２０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范围

材料是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的物质基础与技术先导。材料工程专业服务于

土木、水利、交通、机械、化工、能源、航天航空等领域。我校材料工程专业的特色

是新型工程材料包括无机非金属材料、金属材料和高分子材料的开发与应用研

究，内容涉及工程材料组成、结构、加工工艺、性质和使用性能之间的关系以及工

程材料的设计、制备、检测和失效分析等。

二、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材料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

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

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

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

康。掌握材料工程领域的专业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管理手段，具有从

事工程材料研究和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能够胜任高等教学、材料科学研究

与测试分析、技术开发和重大项目管理等工作。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

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写作能力。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注重实际应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完成实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

长不超过４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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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

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开展集中实践环节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

取得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实践环节的主要考核点主要为：

１．工程认知：考核研究生对基地单位的管理和从事的工程项目概况是否准确

的描述；

２．实践专题研究：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所承担工程项目，及研究实践工作

完成情况；

３．工程案例比较：考核研究生对所在基地单位主要管理或从事的工程项目与

国内外相关工程项目的对比、分析、研究情况；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的思想政治表现、实践工作

表现和参加各项活动表现等情况；

５．实践交流能力：考核研究生是否能够按照要求积极主动的与校内、外导师

进行交流，与基地单位的同事等进行卓有成效交流，按计划开展实践工作和学位

论文研究工作。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

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例：可采用调研报告、工程规

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

等形式）。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

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题报告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过

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

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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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工程领域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课程

８８Ｅ０００３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７７Ｅ０００６
工程结构现代设计方法及应用
ＭｏｄｅｒｎＤｅｓｉｇ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Ｅ０１０１ 材料科学基础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０Ｅ０１０２
金属材料与热加工
Ｍｅｔ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Ｈｅａ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实践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Ｅ０１０３ 土木工程材料
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实践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Ｅ０１０４ 新型复合材料
Ｎｅｗ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实践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Ｅ０１０５
计算机在材料工程中的应用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实践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选修
９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及
人文
素养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法学院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工程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５ 工程伦理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０Ｅ０１０６ 工程实践讲座专题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ｔｏｐｉｃ １６ １ 春 讲座／研讨 考查 基地单位

必修

必修

职业
素养
课程

１０Ｅ０１０７
建筑工程法规与施工管理
Ｌａｗ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Ｅ０１０８
材料工程管理与实务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实践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Ｅ０１０９ 材料分析与测试方法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实践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选修
４学分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工程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工程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单位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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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王崇琳．相图理论及其应用［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姜传海，杨传铮．材料射线衍射和散射分析［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
［３］郝士明，蒋敏，李洪晓．材料热力学［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汪尔康．现代无机材料组成与结构表征［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５］董湘怀．材料成形理论基础［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６］石德珂．材料物理［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７］过镇海．混凝土的强度和变形［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８］ＳｕｒｅｓｈＳ．Ｆａｔｉｇｕｅ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ｎｄＲｅｖｉｓ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８．
［９］ＺａｋｉＡｈｍａｄ，ＤｉｇｂｙＤ．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ｒｒｉ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
－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Ｌｔｄ，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３．

［１０］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１１］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ｃｉｃｅｎｃｅ［Ｊ］
［１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
［１３］ＭＲ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Ｊ］
［１４］Ａｃ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ａ［Ｊ］
［１５］Ｓｃｒｉｐ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ａ［Ｊ］
［１６］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１７］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１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Ｊ］
［１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Ｊ］
［２０］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２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Ｊ］
［２２］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２３］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２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ｌｌｏｙ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Ｊ］
［２５］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
［２６］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Ｊ］
［２７］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２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２９］Ｐｏｌｙｍｅ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Ｊ］
［３０］无机材料学报［Ｊ］
［３１］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Ｊ］
［３２］高等学校化学学报［Ｊ］
［３３］高分子学报［Ｊ］
［３４］金属学报［Ｊ］
［３５］中国有色金属学报［Ｊ］
［３６］腐蚀与防护［Ｊ］
［３７］建筑材料学报［Ｊ］
［３８］混凝土［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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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工程领域（０８５２０６）

（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范围

动力工程是研究能源转换、传输和利用的理论和技术的工程领域，涵盖了流

体机械及工程（水电厂、泵站）安全运行、故障测试与诊断；风力发电场空气动力

学、设备运行与控制；流体机械（水电厂、泵站）特性、建模技术及优化设计；水力机

组的动态特性、过渡过程控制与仿真；水电站、泵站机械结构可靠性检测；发电厂

检测仪器与集控；太阳能发电装备研发与运行控制等工程技术方向。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动力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

应用型专门人才。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加强案例教学，聘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讲课或开设讲座。注重实际应用，重视培

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２．加强实践环节，建立实践培养基地，与政府机关、产业部门等企事业单位联

合培养。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指导和校外导师合作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

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开展集中实践环节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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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实践环节的主要考核点主要为：

（１）工程认知：考核研究生对基地单位的管理和从事的工程项目概况是否准

确的描述；

（２）实践专题研究：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所承担工程项目，及研究实践工作

完成情况；

（３）工程案例比较：考核研究生对所在基地单位主要管理或从事的工程项目

与国内外相关工程项目的对比、分析、研究情况；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的思想政治表现、实践工作

表现和参加各项活动表现等情况；

（５）实践交流能力：考核研究生是否能够按照要求积极主动的与校内、外导师

进行交流，与基地单位的同事等进行卓有成效交流，按计划开展实践工作和学位

论文研究工作。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行

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例：可采用调研报告、工程规

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

等形式）。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水平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

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题报告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过

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

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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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工程领域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课程

８８Ｅ０００２ 矩阵论分析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４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７７Ｍ０００３ 应用弹塑性力学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６Ｅ０２０１
流体动力学及叶栅理论
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ＣａｓｃａｄｅＴｈｅｏ
ｒｙ

３２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２０２ 现代控制理论
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２０３ 湍流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３２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２０４ 热工学
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２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２０５
流体机械控制与仿真
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Ｈｙ
ｄｒａｕｌｉｃＰｏｗｅｒＵｎｉｔ

３２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２０６
流体机械ＣＦＤ及优化设计
ＴｈｅＦｌｕｉ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ＣＦＤａｎｄＯｐ
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２０７ 现代机械设计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选修
６或３
学分

选修
３或６
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及
人文
素养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法学院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工程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５ 工程伦理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６Ｅ０２１８ 工程实践讲座专题 １６ １ 春、秋 讲座／研讨 考查 基地单位

必修

必修

职业
素养
课程

０６Ｅ０２０８
水力机组过渡过程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２０９ 嵌入式系统设计
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２１０
风电场规划与优化设计
ＷｉｎｄＦａｒｍ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２１１
水力机械结构与安全复核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ｃｈｅｃｋｏｆｈｙ
ｄｒａｕｌｉｃ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选修
４学分

７５



　　续上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０６Ｅ０２１２
机组与设备测试与诊断
Ｔｅｓ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Ｕ
ｎｉ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２１３ 智能控制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工程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工程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单位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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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郑源，陈德新．水轮机［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关醒凡．现代泵理论与设计［Ｍ］．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王福军．计算流体动力学分析－ＣＦＤ软件原理与应用［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梅祖彦．抽水蓄能发电技术［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５］Ｅ·ＢｅｎｊｉａｍｉｎＷｙｌｉｅ，ＶｉｃｔｏｒＬ·Ｓｔｅｅｔｅｒ，ＬｉｓｈｅｎｇＳｕｏ．Ｆｌｕｉｄ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ｓ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Ｃｌｉｆｆｓ［Ｍ］，ＮＪ：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Ｉｎｃ，１９９３．

［６］常近时．水力机械装置过渡过程［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郑源，张健．水力机组过渡过程［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８］赵振宙，郑源．风力机原理与应用［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１．
［９］李允武．海洋能源开发［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０］田子婵，杨勇平，刘永前．复杂地形的风资源评估研究［Ｍ］．北京：华北电力大学，２００９．
［１１］霍志红，郑源等．风力发电机组控制技术［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０，５．
［１２］Ｋｕｓｉａｋ，Ａｎｄｒｅｗ，ＺｈｅｎｇＨａｉｙａ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ｎｄｔｕｒｂｉｎｅ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ｆａｃｔｏｒｗｉｔｈａ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Ｊ］．２０１０，３５（３）：１３２４－１３３２．
［１３］Ｈ·Ａ·Ｍａｄｓｅｎ，Ｇ·Ｃ·ＬａｒｓｅｎａｎｄＴ·Ｊ·Ｌａｒｓｅｎ．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ａｋｅｍｅ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ｄ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ｌａｒＥｎｅｒｇ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２０１０，１３２（４）：４１－
７１．

［１４］胡友安，王孟．水工钢闸门数值模拟与工程实践［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５］水利部建设与管理司．全国大中型闸门和启闭机更新改造规划［Ｍ］．南京：河海大学，２００３．
［１６］水利部、电力工业部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等．水利水电工程钢闸门设计规范（ＳＬ７４－９５）［Ｍ］．北京：中

国电力出版设，１９９３．
［１７］参考会议论文集：ＩＡＨＲ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Ｃ］．
［１８］参考会议论文集：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Ｍ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
［１９］参考会议论文集：全国水力机械及其系统学术会议［Ｃ］．
［２０］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ｌｕｉｄ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００９８－２２０２）
［２１］推荐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ＳＮ：００２２－１６８６）
［２２］推荐期刊：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２３７０）
［２３］参考期刊：水利学报（ＩＳＳＮ：０５５９－９３５０）
［２４］参考期刊：水力发电学报（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１２４３）
［２５］参考期刊：工程热物理学报（ＩＳＳＮ：０２５３－２３１Ｘ）
［２６］参考期刊：农业机械学报（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
［２７］参考期刊：Ｗｉ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ＩＳＳＮ：１０９５－４２４４）
［２８］参考期刊：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ＩＳＳＮ：０９６０－１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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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领域（０８５２０７）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范围

电气工程是研究电能的生产、传输、分配、使用和控制技术与设备的工程领

域，涵盖了电机与电器、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电力电子与电

力传动、电工理论与新技术等工程技术方向。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电气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

应用型专门人才。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注重实际应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完成实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

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开展集中实践环节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

取得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实践环节的主要考核点主要为：

１．工程认知：考核研究生对基地单位的管理和从事的工程项目概况是否准确

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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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实践专题研究：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所承担工程项目，及研究实践工作

完成情况；

３．工程案例比较：考核研究生对所在基地单位主要管理或从事的工程项目与

国内外相关工程项目的对比、分析、研究情况；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的思想政治表现、实践工作

表现和参加各项活动表现等情况；

５．实践交流能力：考核研究生是否能够按照要求积极主动的与校内、外导师

进行交流，与基地单位的同事等进行卓有成效交流，按计划开展实践工作和学位

论文研究工作。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行

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例：可采用调研报告、工程规

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

等形式）。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水平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

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题报告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过

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

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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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领域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课程

８８Ｅ０００２ 矩阵论分析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１ 实用数值分析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４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６Ｅ０３０１
现代电力系统稳态分析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
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３０３ 高电压技术
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３０４ 微机保护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３０２
电力工程新技术（双语）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３０９ 系统理论与应用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３０６ 高等电力电子技术
ＨｉｇｈＰｏｗ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选修
９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及
人文
素养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法学院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工程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５ 工程伦理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６Ｅ０３１８ 工程实践讲座专题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ｔｏｐｉｃ １６ １ 春 讲座／研讨 考查 基地单位

必修

必修

职业
素养
课程

０６Ｅ０３１０
电力设备状态监测与诊断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ｆｏｒＰｏｗｅｒ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３０５ 动态电力系统分析
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３０７ 电力系统智能控制
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ｒ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３１２
新型交流电机与节能技术
ＮｅｗＴｙｐｅｏｆＡＣＭｏｔｏｒ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
Ｓａｖ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３０８
智能输配电技术
ＳｍａｒｔＰｏｗｅ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３１１
智能配用电与能效系统
Ｓｍａｒ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选修
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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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工程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工程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单位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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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王锡凡．现代电力系统分析［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张伯明，陈寿孙，严正．高等电力网络分析［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倪以信，陈寿孙，张宝霖．动态电力系统的理论与分析［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卢强，梅生伟，孙元章．电力系统非线性控制［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５］鞠平．电力系统建模理论与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６］余贻鑫，王成山．电力系统稳定性理论与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７］ＰｒａｂｈａＫｕｎｄｕｒ．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Ｉｎｃ１９９４．
［８］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ＳＳＮ：０８８５－８９５０）
［９］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ｏｗｅｒ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ＩＳＳＮ：０８８５－８９７７）
［１０］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ｍａｒｔＧｒｉｄ（ＩＳＳＮ：１９４９－３０５３）
［１１］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ＩＳＳＮ：１９４９－３０２９）
［１２］参考期刊：ＩＥ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ＳＳＮ：１７５１－８６８７）
［１３］参考期刊：ＩＥＴ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Ｐｏｗ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Ｎ：１７５２－１４１６）
［１４］参考期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ＩＳＳＮ：０２５８－８０１３）
［１５］参考期刊：电工技术学报（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６７５３）
［１６］参考期刊：电力系统自动化（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０２６）
［１７］参考期刊：电力自动化设备（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６０４７）
［１８］参考期刊：电网技术（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３６７３）
［１９］参考期刊：高电压技术（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６５２０）
［２０］参考期刊：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８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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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０８５２０８）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范围

电子与通信工程是信息技术的核心学科，不仅具有系统的科学理论，而且有

极强的应用背景，电子与通信产品已深入工业、国防及生活的各个方面。

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是电子技术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构建现代信息社会的

工程领域。电子技术是利用物理电子与光电子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的基础

理论解决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仪器仪表及计算机设计和制造等工程技术问题；

信息技术研究信息传输、信息交换、信息处理、信号检测等理论与技术。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

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

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注重实际应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完成实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

长不超过４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

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开展集中实践环节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

取得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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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环节的主要考核点主要为：

１．工程认知：考核研究生对基地单位的管理和从事的工程项目概况是否准确

的描述；

２．实践专题研究：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所承担工程项目，及研究实践工作

完成情况；

３．工程案例比较：考核研究生对所在基地单位主要管理或从事的工程项目与

国内外相关工程项目的对比、分析、研究情况；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的思想政治表现、实践工作

表现和参加各项活动表现等情况；

５．实践交流能力：考核研究生是否能够按照要求积极主动的与校内、外导师

进行交流，与基地单位的同事等进行卓有成效交流，按计划开展实践工作和学位

论文研究工作。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

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采用调研报告、工程规划、工程勘测、工程设

计、工程施工、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等形式。学位论文须

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

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题报告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过

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

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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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春、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常州校区
外语部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课程

８８Ｅ０００１ 实用数值分析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２ 矩阵论分析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３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４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７Ｅ０３０１
现代数字信号处理（双语）
Ｍｏｄｅｒ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３０２
数字通信（双语）
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ｉｌｉｎ
ｇｕａｌ）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３０３
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３０４
遥测遥控系统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３０５ 未来媒体互联网（双语）
ＦｕｔｕｒｅＭｅｄ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３０６ 自适应信号处理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３０７ 传感器原理
Ｓｅｎｓｏｒ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３１４ 视频图像处理
Ｖｉｄｅｏ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物联网院

０７Ｅ０３０８ 嵌入式系统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查

计信院
物联网院

选修
９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及
人文
素养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法学院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工程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５ 工程伦理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７Ｅ０３１８ 工程实践讲座专题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ｔｏｐｉｃ １６ １ 春 讲座／研讨 考查 基地单位

必修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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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职业
素养
课程

０７Ｅ０３０９
信息论与编码（双语）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Ｃｏｄｉｎｇ（Ｂｉ
ｌｉｎｇｕａ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物联网院

０７Ｅ０３１０ 检测与估计理论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３１１
现代电子线路设计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ｉｒ
ｃｕｉｔ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物联网院

０７Ｅ０３１２ ＤＳＰ技术
ＤＳＰ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物联网院

０７Ｅ０３１３
多媒体通信技术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３１５
数字通信系统仿真与分析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查 计信院

０８Ｅ０３０１ 传感网技术
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物联网院

选修
４学分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工程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工程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单位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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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徐伯勋，白旭滨，傅孝毅编著，信号处理中的数学变换和估计方法，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２］田思庆，梁春英，程佳生主编，自动控制理论，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方宙奇，孟敏编，电磁场数值方法，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４］刘蕴才，无线电遥测遥控，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１
［５］王秉中，计算电磁学，高教分社，２００５
［６］陈明．信息与通信工程中的随机过程（第四版），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７］方开泰．实用多元统计分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
［８］张贤达，保铮．通信信号处理，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９］刘树棠，信号与系统，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０］张贤达，现代信号处理，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１］马拉特，信号处理的小波导引：稀疏方法，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２］Ａ．Ｖ．奥本海姆，离散时间信号处理，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３］Ｔ．Ｓ．Ｒａｐｐａｐｏｒｔ．无线通信原理与应用（第二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４］ＪｏｈｎＧ．Ｐｒｏａｋｉｓ．数字通信（第四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５］ＳｔｅｖｅｎＭ．Ｋａｙ，统计信号处理基础：估计与检测理论，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６］ＴｈｏｍａｓＭ．Ｃｏｖｅｒ，ＪｏｙＡ．Ｔｈｏｍａｓ，信息论基础（原书第２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７］ＳｅｒｇｉｏｓＴｈｅｏｄｏｒｉｄｉｓ，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ｏｎｓＫｏｕｔｒｏｕｍｂａｓ，模式识别（第４版），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８］ＭｉｌａｎＳｏｎｋａ，ＶａｃｌａｖＨｌａｖａｃ，ＲｏｇｅｒＢｏｙｌｅ，图像处理、分析与机器视觉（第３版），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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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工程领域（０８５２１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范围

控制工程是应用控制理论及技术满足和实现现代工业、农业、国防、交通、环

境以及其它社会经济等领域日益增长的自动化、智能化需求的工程领域。控制工

程是覆盖面广、宽口径的工程领域，其涵盖了控制工程设备及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控制工程设备及系统的生产与制造，控制工程设备的管理、使用、保养和维护，航

空、航天、化工、交通、能源等专用生产设备及生产系统的控制，经济、金融社会系

统的分析、决策及管理等科学与工程技术的领域。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控制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

应用型专门人才。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注重实际应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完成实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实

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

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开展集中实践环节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

取得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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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环节的主要考核点主要为：

１．工程认知：考核研究生对基地单位的管理和从事的工程项目概况是否准确

的描述；

２．实践专题研究：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所承担工程项目，及研究实践工作

完成情况；

３．工程案例比较：考核研究生对所在基地单位主要管理或从事的工程项目与

国内外相关工程项目的对比、分析、研究情况；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的思想政治表现、实践工作

表现和参加各项活动表现等情况；

５．实践交流能力：考核研究生是否能够按照要求积极主动的与校内、外导师

进行交流，与基地单位的同事等进行卓有成效交流，按计划开展实践工作和学位

论文研究工作。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

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例：可采用调研报告、工程规

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

等形式）。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

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题报告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过

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

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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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工程领域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课程

８８Ｅ０００２ 矩阵论分析
Ｍａｔｒｉｘ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１ 实用数值分析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４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６Ｅ０４０１ 现代控制工程
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４０２
非线性系统控制工程的方法与
技术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Ｎｏｎ
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１０１ 现代信号处理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４０３
计算机控制理论与应用（双语）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ｕｔ
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３０６ 高等电力电子技术
ＨｉｇｈＰｏｗ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选修
９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及
人文
素养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法学院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工程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５ 工程伦理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６Ｅ０４１８ 工程实践讲座专题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ｔｏｐｉｃ １６ １ 春、秋 讲座／研讨 考查 基地单位

必修

必修

职业
素养
课程

０６Ｅ０４０４
智能控制及应用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４０７ 自适应控制方法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４１０ 鲁棒控制系统
Ｒｏｂｕｓ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４０９ 嵌入式系统应用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Ｅ０１０２ 现代测试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选修
４学分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工程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工程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单位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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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仝茂达．线性系统理论和设计［Ｍ］．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孙文瑜等．最优化方法［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Ｋｈａｌｉｌ，Ｈ．Ｋ．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２００２］
［４］Ｖｉｄｙａｓａｇａｒ，Ｍ．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１９９８．
［５］杨水清等．Ａｒｍ嵌入式ｌｉｎｕｘ系统开发技术详解［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６］舒迪前．自适应控制［Ｍ］．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７］吴士昌．自适应控制（第二版）［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８］卢志刚．非线性自适应逆控制及其应用［Ｍ］．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Ｇｏｏｄｗｉｎ，Ｇ．Ｃ．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８４．
［１０］冯纯伯，张侃健．非线性系统的鲁棒控制［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１］褚健等．鲁棒控制理论及应用［Ｍ］．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２］陈国呈．新型电力电子变换技术［Ｍ］．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３］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ＳＳＮ：００１８－９２８６）
［１４］参考期刊：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ＩＳＳＮ：０００５－１０９８）
［１５］参考期刊：ＳＩＡ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Ｎ：０３６３－０１２９）
［１６］参考期刊：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ＳＳＮ：０１６７－６９１１）
［１７］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ＳＳＮ：００２０－７１７９）
［１８］参考期刊：ＩＥＴ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ＳＮ：１７５１－８６４４）
［１９］参考期刊：自动化学报（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４１５６）
［２０］参考期刊：控制理论与应用（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８１５２）
［２１］参考期刊：控制与决策（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０９２０）
［２２］参考期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ＩＳＳＮ：０２５８－８０１３）
［２３］参考期刊：电工技术学报（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６７５３）
［２４］参考期刊：电子学报（ＩＳＳＮ：０３７２－２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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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领域（０８５２１１）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一、领域范围

计算机技术领域重点研究如何扩展计算机系统的功能，发挥计算机系统在各

学科、各类工程领域和工作中的作用。计算机技术是信息社会中的核心技术，也

是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关键支撑技术之一。

作为一门新兴的技术，计算机技术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

应用已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计算机技术领域包括计算机软件和硬

件系统的设计、开发以及与其他领域紧密相关的应用系统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涉

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理论、技术和方法等。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计算机技术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

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注重实际应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完成实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

长不超过４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一般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

另设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

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开展集中实践环节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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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实践环节的主要考核点主要为：

１．工程认知：考核研究生对基地单位的管理和从事的工程项目概况是否准确

的描述；

２．实践专题研究：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所承担工程项目，及研究实践工作

完成情况；

３．工程案例比较：考核研究生对所在基地单位主要管理或从事的工程项目与

国内外相关工程项目的对比、分析、研究情况；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的思想政治表现、实践工作

表现和参加各项活动表现等情况；

５．实践交流能力：考核研究生是否能够按照要求积极主动的与校内、外导师

进行交流，与基地单位的同事等进行卓有成效交流，按计划开展实践工作和学位

论文研究工作。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

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采用调研报告、工程规划、工

程设计、工程实施、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等形式。学位论文须独立

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

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题报告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过

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

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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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领域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常州校区
外语部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课程

８８Ｅ０００１ 实用数值分析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２ 矩阵论分析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３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４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７Ｅ０１０１ 数理逻辑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ｏｇｉｃ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１０２ 算法设计与分析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１０３ 分布式计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１０４ 数字图像处理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１０５ 软件复用技术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ｕｓｅ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１０６ 神经网络设计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Ｄｅｓｉｇ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１０７ 机器学习
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１０８
软件开发方法与技术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选修
９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及
人文
素养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法学院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工程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５ 工程伦理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７Ｅ０１１８ 工程实践讲座专题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ｔｏｐｉｃ １６ １ 春 讲座／研讨 考查 基地单位

必修

必修

职业
素养
课程

０７Ｅ０１０９ 现代数据管理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物联网院

０７Ｅ０１１０ 网络与信息安全
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物联网院

０７Ｅ０１１１ 计算机图形学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物联网院

０７Ｅ０１１２ 软件形式化方法
Ｆｏｒｍ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１１３ 软件测试技术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ｅｓｔ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８Ｅ０３０１ 传感网技术
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物联网院

０７Ｅ０１１４ 多媒体技术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物联网院

选修
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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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工程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工程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单位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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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美）ＴｈｏｍａｓＨ．Ｃｏｒｍｅ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Ｅ．Ｌｅｉｓｅｒｓｏｎ，ＲｏｎａｌｄＬ．Ｒｉｖｅｓｔ，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Ｓｔｅｉｎ著；殷建平，徐云，王刚 等译，
《算法导论 （原书第３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１４０７０１０

［２］（美）布莱恩特，（美）奥哈拉伦 著，《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英文版·第２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３２６３１１

［３］（美）普雷斯曼 著，郑人杰 等译，《软件工程：实践者研究方法》（原书第７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３３５８１８

［４］伽玛 等著，李英军 等译，《设计模式 可复用面向对象软件的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０７５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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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领域（０８５２１２）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范围

软件产业作为信息产业的核心是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基础，已经涉足工业、农

业、商业、金融、科教文卫、国防和百姓生活等各个领域。采用先进的工程化方法

进行软件开发和生产是实现软件产业化的关键技术手段。因此，为积极促进我国

软件产业发展，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加速我国信息化建设，国家急需培养大批软件

工程领域的实用型、复合型软件工程技术人才和软件工程管理人才。

软件工程领域包括软件工程、系统工程、领域工程、数字化技术、嵌入式软件

及应用、网络工程技术、信息安全技术，以及软件项目管理、系统分析与软件设计、

软件测试、软件质量保证、系统管理与支持等方向，涉及软件工程学科的理论、技

术和方法。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软件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

应用型专门人才。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注重实际应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完成实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

长不超过４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一般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

另设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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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

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开展集中实践环节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

取得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实践环节的主要考核点主要为：

１．工程认知：考核研究生对基地单位的管理和从事的工程项目概况是否准确

的描述；

２．实践专题研究：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所承担工程项目，及研究实践工作

完成情况；

３．工程案例比较：考核研究生对所在基地单位主要管理或从事的工程项目与

国内外相关工程项目的对比、分析、研究情况；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的思想政治表现、实践工作

表现和参加各项活动表现等情况；

５．实践交流能力：考核研究生是否能够按照要求积极主动的与校内、外导师

进行交流，与基地单位的同事等进行卓有成效交流，按计划开展实践工作和学位

论文研究工作。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

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采用调研报告、工程规划、工程勘测、工程设

计、工程施工、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等形式。学位论文须

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

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题报告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过

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

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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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领域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课程

８８Ｅ０００１ 实用数值分析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２ 矩阵论分析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３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４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７Ｅ０２０１ 高级软件工程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２０２ 软件过程改进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１０５ 软件复用技术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ｕｓｅ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１０３ 分布式计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１０８
软件开发方法与技术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选修
９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及
人文
素养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法学院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工程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５ 工程伦理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７Ｅ０２１８ 工程实践讲座专题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ｔｏｐｉｃ １６ １ 春 讲座／研讨 考查 基地单位

必修

必修

职业
素养
课程

０７Ｅ０２０３ 形式语言学
Ｆｏｒｍ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１１２ 软件形式化方法
Ｆｏｒｍ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１１３ 软件测试技术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ｅｓｔ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１１４ 多媒体技术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Ｅ０１１０ 网络与信息安全
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选修
４学分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工程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工程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单位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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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美）普雷斯曼 著，郑人杰 等译，《软件工程：实践者研究方法》（原书第７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３３５８１８

［２］（美）佩腾（Ｐａｔｔｏｎ，Ｒ．）著，张小松 等译，《软件测试》（原书第 ２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１８５２６０

［３］伽玛 等著，李英军 等译，《设计模式 可复用面向对象软件的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０７５７５２

［４］（美）ＭａｒｔｉｎＦｏｗｌｅｒ著，《重构：改善既有代码的设计》，人民邮电出版社，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５２２１７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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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英）休斯，（英）考特莱尔 著，廖彬山，周卫华译，《软件项目管理（原书第５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３０９６４２

［７］ＡＣＭ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Ｃ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ｃｍ．ｏｒｇ／ｐｕｂｓ／ｔｏｓｅｍ／
［８］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ＥＥ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ｏｒｇ／ｐｏｒｔａｌ／ｗｅｂ／ｔｓｅ／ｈｏｍｅ
［９］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ＩＥＥ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ｏｒｇ／ｐｏｒｔａｌ／ｗｅｂ／ｔｓｃ
［１０］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０９５０５８４９
［１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ｉｌｅｙ，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０］１００２／（ＩＳＳＮ）

２０４７－７４８１
［１２］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ｗ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７６６
［１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ｓｙｍ．ｏｒｇ／
［１４］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Ｗｉｌｅｙ，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ｃｇｉ－ｂｉｎ／ｊｈｏｍｅ／１７５２
［１５］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ｌｅｙ，
［ｈｔｔｐ：／／ａｓ．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ＷｉｌｅｙＣＤＡ／ＷｉｌｅｙＴｉｔｌ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ｄ－ＳＴＶＲ．ｈｔｍｌ
［１６］《计算机学报》ｈｔｔｐ：／／ｃｊｃ．ｉｃｔ．ａｃ．ｃｎ／
［１７］《软件学报》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ｏｓ．ｏｒｇ．ｃｎ／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１８］《电子学报》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ｒｇ．ｃｎ／Ｊｗｅｂ＿ｄｚｘｂ／ｉｎｄｅｘ．ｓｈｔｍｌ
［１９］微软研发中心 ｈｔｔ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ｃｏｍ／ｅｎ－ｕｓ／ｌａｂｓ／
［２０］ＨＰ实验室研究报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ｐｌ．ｈｐ．ｃｏｍ／ｔｅｃｈ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１］谷歌研发中心 ｈｔｔ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ｍ／
［２２］ＩＢＭ研发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ｂｍ．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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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０８５２１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范围

建筑与土木工程是基础建设中的重要工程领域，涵盖土木工程一级学科的所

有专业，具有学科交叉、课程覆盖面广、基础全面与特色突出的特点，主要培养从

事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研究方向包括岩土工程、结构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

程、市政工程、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建筑学、工程管理等，涉及土木、交

通、建筑、管理等相关学科范畴的设计、规划、勘测、施工、维护与管理等工程应用

及技术问题。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

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以及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

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的专业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管理手

段。在本领域的某一研究方向具有独立进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管理与决

策等方面的能力，能够胜任工程建设规划、勘测设计、施工运行技术及工程管理等

方面的工作。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写作

能力。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注重实际应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完成实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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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

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开展集中实践环节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

取得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实践环节的主要考核点主要为：

１．工程认知：考核研究生对基地单位的管理和从事的工程项目概况是否准确

的描述；

２．实践专题研究：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所承担工程项目，及研究实践工作

完成情况；

３．工程案例比较：考核研究生对所在基地单位主要管理或从事的工程项目与

国内外相关工程项目的对比、分析、研究情况；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的思想政治表现、实践工作

表现和参加各项活动表现等情况；

５．实践交流能力：考核研究生是否能够按照要求积极主动的与校内、外导师

进行交流，与基地单位的同事等进行卓有成效交流，按计划开展实践工作和学位

论文研究工作。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

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例：可采用调研报告、工程规

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

等形式）。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

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

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

位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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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课程

８８Ｅ０００２ 矩阵论分析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３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４ 最优化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７７Ｅ０００３ 应用弹塑性力学
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力材院

７７Ｅ０００１ 工程结构动力学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力材院

７７Ｅ０００２ 有限元ＡＮＳＹＳ软件的应用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力材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４Ｅ０１０１
土工原理及工程应用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Ｅ０１０２
岩石力学理论方法及应用
Ｔｈｅ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Ｅ０１０３
土工测试技术与应用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试验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Ｅ０１０４
土木工程防灾减灾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Ｅ０１０５
高等钢筋混凝土理论及应用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Ｅ０１０６
结构概念体系及应用
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ｉｔ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Ｅ０１０７
桥梁设计理论与应用
Ｂｒｉｄｇｅ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Ｅ０１０８ 隧道工程
Ｔｕｎｎｅ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Ｅ０１０９
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理论及应
用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ｔｅｅｌ－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Ｃｏｍｐｏｓ
ｉ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土木院

选修
９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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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及
人文
素养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法学院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工程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５ 工程伦理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４Ｅ０１１５ 工程实践讲座专题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ｔｏｐｉｃ １６ １ 春 讲座／研讨 考查 基地单位

必修

必修

职业
素养
课程

０４Ｅ０１１０
地震学原理及应用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
ｍ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Ｅ０１１１ 高层建筑结构理论及应用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ａｌ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Ｅ０１１２
地基处理理论与应用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ｕ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Ｅ０１１３ 桥梁抗震设计
Ｂｒｉｄｇ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Ｅ０１１４
城市地下工程实用技术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ＵｒｂａｎＵｎ
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土木院

选修
４学分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００Ｅ０００４

工程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工程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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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殷宗泽等．土工原理［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郑颖人等．岩土塑性力学原理［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钱家欢．土工原理与计算［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１９９５．
［４］陈骥．钢结构稳定理论与设计［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５］吕烈武等编．钢结构构件稳定理论［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３．
［６］普瑞斯特雷 ＭＪＮ等．桥梁抗震设计与加固［Ｍ］．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７．
［７］胡聿贤．地震工程学［Ｍ］．地震出版社，２００６．
［８］李杰，李国强．地震工程学导论［Ｍ］．地震出版社，１９９２．
［９］丰定国．工程结构抗震［Ｍ］．地震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０］沈聚敏等．抗震工程学［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１］土工试验方法标准（ＧＢ／Ｔ５０１２３－１９９９）［Ｓ］．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２］王保田．土工测试技术［Ｍ］．江苏：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３］王思敬主编．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世纪成就［Ｍ］．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４］ＨｕｄｓｏｎＪＡ，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ｏｃｋ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Ｐｅｒｇａ

ｍ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１５］周维垣．高等岩石力学［Ｍ］．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６］地基处理手册编写委员会．地基处理手册［Ｚ］．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７］江见鲸主编．混凝土结构学［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８］过镇海．混凝土的强度和变形［Ｍ］．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９］包世华．新编高层建筑结构（第二版）［Ｍ］．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０］方鄂华．高层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概念设计［Ｍ］．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１］李相然等．城市地下工程实用技术［Ｍ］．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２］陶龙光、巴肇伦编著．城市地下工程［Ｍ］．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３］夏才初．地下工程测试理论与检测技术［Ｍ］．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４］李大心．探地雷达方法与应用［Ｍ］．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５］蔡美峰．岩石力学与工程［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６］关宝树．隧道工程施工要点集［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７］关宝树．隧道工程施工要点集［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８］张有天．岩石水力学与工程［Ｍ］．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９］王梦恕．中国隧道及地下工程修建技术［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３０］卢廷浩，刘军等．岩土工程数值方法与应用［Ｍ］．江苏：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１］期刊：岩土工程学报［Ｊ］．
［３２］期刊：土木工程学报［Ｊ］．
［３３］期刊：建筑结构学报［Ｊ］．
［３４］期刊：混凝土［Ｊ］．
［３５］期刊：世界地震工程［Ｊ］．
［３６］期刊：城市规划［Ｊ］．
［３７］期刊：岩土力学［Ｊ］．
［３８］期刊：水利与建筑工程学报［Ｊ］．
［３９］期刊：大连交通大学学报［Ｊ］．
［４０］期刊：桥梁建设［Ｊ］．
［４１］期刊：防灾减灾工程学报［Ｊ］．
［４２］期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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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领域（０８５２１４）

（Ｈｕ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范围

水利工程领域口径宽、覆盖面广。本领域涵盖了水文学及水资源、水力学及

河流动力学、水工结构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航道工程、海岸及近海工程、水灾

害及水安全、生态水利、农业水利、城市水务、水信息技术、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项

目管理、水利经济、水利工程移民、海岸带资源及管理等学科，主要服务于水利、土

木、交通、能源、环境、农业、海洋等工程建设，与土木工程、地质工程、测绘科学与

技术、大气科学、材料科学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电气工程、控制科学

工程、交通工程、机械工程、力学、数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密切相关。

二、培养目标和要求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水利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

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

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以及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

康；掌握水利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先进技术方法和管理手段；在本领

域的某一研究方向具有独立进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管理与决策等方面的

能力，能够胜任工程建设规划、勘测设计、施工运行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掌

握一门外国语，能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写作能力。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注重实际应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完成实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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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分要求

课程学分总数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

设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

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参加实践环节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取得

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实践环节的主要考核点主要为：

１．工程认知：考核研究生对基地单位的管理和从事的工程项目概况是否准确

的描述；

２．实践专题研究：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所承担工程项目，及研究实践工作

完成情况；

３．工程案例比较：考核研究生对所在基地单位主要管理或从事的工程项目与

国内外相关工程项目的对比、分析、研究情况；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的思想政治表现、实践工作

表现和参加各项活动表现等情况；

５．实践交流能力：考核研究生是否能够按照要求积极主动的与校内、外导师

进行交流，与基地单位的同事等进行卓有成效交流，按计划开展实践工作和学位

论文研究工作。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

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样化，包括研究类学位论文，如应用研

究论文；规划、设计、施工及产品开发类论文，如工程规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

程施工、产品研发等；水利工程和技术软科学论文，如调研报告、工程／项目管理论

文等。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

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课程学分、完成实

践环节、成绩合格，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

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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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领域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课程

８８Ｅ０００１ 实用数值分析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２ 矩阵论分析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３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４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７７Ｅ０００３ 应用弹塑性力学
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力材院

７７Ｅ０００４ 应用流体力学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力材院

０２Ｅ０１０１
结构分析软件应用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水电院

０２Ｅ０１０２
流体分析软件应用
Ｆｌｕｉ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水电院

０３Ｅ０１０４
港航工程ＣＡＤ与数值分析
ＣＡＤ 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Ｈａｒｂｏｕ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港航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１Ｅ０１０１ （组Ⅰ）水文随机分析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Ｅ０１０２
（组Ⅰ）径流形成原理与现代洪
水预报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Ｒｕｎｏｆｆ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Ｆｌｏｏ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Ｅ０１０３
（组Ⅰ）水资源系统工程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２Ｅ０１０３ （组Ⅱ）水工结构设计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ｅｓｉｇ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Ｅ０１０４
（组Ⅱ）水利工程水力设计理论
与计算方法
Ｈｙｄｒｏ－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Ｃａｌｃｕ
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Ｐｒｏｊｅｃ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Ｅ０１０５
（组Ⅱ）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Ｐｒｏｊｅｃ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Ｅ０１０６
（组Ⅱ）水利工程安全监控方法
及技术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Ｐｒｏｊｅｃ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Ｅ０１０７ （组Ⅱ）水利工程渗流控制
Ｓｅｅｐ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Ｐｒｏｊｅｃ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３Ｅ０１０１
（组Ⅲ）海岸环境动力学理论及
应用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选修
任一组
９学分

０９



　　续上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０３Ｅ０１０２

（组Ⅲ）港口航道工程新技术及
其应用
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ｏｒｔ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Ｅ０１０３
（组Ⅲ）海岸带资源开发与管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及
人文
素养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法学院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工程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５ 工程伦理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２Ｅ０１１２ 工程实践讲座专题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ｔｏｐｉｃ １６ １ 春 讲座／研讨 考查 基地单位

必修

必修

职业
素养
课程

０１Ｅ０１０４
现代水文信息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Ｅ０１０５
水环境规划与管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Ｅ０１０６
水务规划与管理
Ｗａｔ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２Ｅ０１０８ 项目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Ｅ０１０９ 科技论文及报告撰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Ｗｒｉｔ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港航院

０２Ｅ０１１０
水利工程建设法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ｓｆｏｒ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Ｅ０１１１ 多目标决策
ＭｕｌｔｉＯ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选修
４学分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工程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工程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单位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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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沈长松，王世夏，林益才，刘晓青．水工建筑物［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顾冲时，吴中如．大坝与坝基安全监控理论和方法及其应用［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顾淦臣，束一鸣，沈长松．土石坝工程经验与创新［Ｍ］．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沈振中，王润英，刘晓青，蔡付林．水利工程概论［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１．
［５］陈锡林，沈长松．江苏水闸工程技术［Ｍ］．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３．
［６］水工设计手册［Ｍ］．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３．
［７］土工合成材料工程应用手册［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８］地基处理手册［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９］左东启．模型试验的理论和方法［Ｍ］．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８４．
［１０］朱宏亮，成虎．工程合同管理［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１］王卓甫．工程项目管理：理论，方法与应用［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２］顾圣平，田富强，徐得潜．水资源规划及利用［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３］崔广柏．滨江地区水资源保护理论与实践［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４］杜慰纯．信息获取与利用［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５］戚安邦，张连营．项目管理［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６］沈祖诒，田树棠，支培法．水力机械优化设计和计算机辅助分析［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７］陈乃祥．水利水电工程的水力瞬变仿真与控制［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８］王树人，刘天雄，彭天玫，Ｃ．Ｊａｅｇｅｒ［Ｍ］．水力不稳定流．、大连：大连工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９］梅祖彦．抽水蓄能发电技术［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２０］方国华，黄显峰．多目标决策理论方法及其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１］郭潇，方国华．跨流域调水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研究［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２］张基尧．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理论与实践［Ｍ］．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３］谈广鸣，李奔．河流管理学［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１
［２４］邵学军，王兴奎．河流动力学概论［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０８
［２５］ＷｙｌｉｅＥＢ，ＳｔｒｅｅｔｅｒＶＬ，ＳｕｏＬ．Ｆｌｕｉｄ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ｓ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Ｃｌｉｆｆｓ，ＮＪ：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９９３．
［２６］赵人俊．流域水文模型－－新安江模型与陕北模型［Ｍ］．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８３．
［２７］董增川．水资源规划与管理［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８］薛禹群，谢春红．地下水数值模拟［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９］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Ｍ．Ｇ．Ｔ．Ｐ．Ｂｕｒｔ．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Ｍ］．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Ｗｉｌｅｙ，１９８５．
［３０］Ｋｉｒｋｂｙ．Ｍ．Ｊ．Ｈｉｌｌｓｌｏｐｅ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Ｍ］．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１９７８．
［３１］ＢｅｖｅｎＫＪ．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ｒｕｎｏｆｆ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ｉｍｅｒ［Ｍ］．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Ｗｉｌｅｙ，２００１．
［３２］ＳｉｎｇｈＶＰ．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Ｍ］．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５．
［３３］ＣｅｃｈＴＶ．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Ｍ］．Ｗｉｌｅｙ．ｃｏｍ，

２００９．
［３４］ＭａｙｓＬＷ．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２００７．
［３５］ＨｅｎｌｅｙＥＪ，ＫｕｍａｍｏｔｏＨ．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Ｃｌｉｆｆｓ（ＮＪ）：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１９８１．
［３６］严恺．海岸工程［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７］刘家驹．海岸泥沙运动研究及应用［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８］邱大洪．波浪理论及其在工程上的应用［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
［３９］钱宁，万兆惠．泥沙运动力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４０］韩其为，何明民．泥沙起动规律及起动流速［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１］薛鸿超．海岸及近海工程［Ｍ］．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２］邹志利．波浪理论及其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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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罗肇森．河口治理与大风骤淤［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４］封学军．港口群系统及其优化研究［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４５］王炳煌．高桩码头工程［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６］刘永绣．板桩和地下墙码头的设计理论和方法［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４７］吴澎．深水航道设计［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４８］陈达，沈才华．高桩码头结构分段设计理论和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４９］ＲｏｂｅｒｔＧ．Ｄ，ＲｏｂｅｒｔＡ．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５０］ＨｕｄｓｐｅｔｈＲＴ．ＷａｖｅｓａｎｄＷａｖｅＦｏｒｃｅｓｏ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Ｍ］．２００６．
［５１］ＮｅｗｍａｎＪＮ．Ｍａｒ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Ｔｈ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
［５２］期刊：水利学报
［５３］期刊：水科学进展
［５４］期刊：岩土工程学报
［５５］期刊：岩土力学
［５６］期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５７］期刊：河海大学学报
［５８］期刊：清华大学学报
［５９］期刊：四川大学学报
［６０］期刊：天津大学学报
［６１］期刊：武汉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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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工程领域（０８５２１５）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范围

测绘工程属于测绘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学科涉及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摄影测量与遥感、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等领域。以精密工程测量理论及技

术、变形监测与安全监控、卫星定位技术及组合导航、摄影测量理论与技术、“３Ｓ”

技术及其应用、地理信息科学与系统工程等为研究方向，是为测绘工程、水利工

程、土木工程、交通工程、海洋工程、军事工程、采矿工程、城市规划和三维工业等

领域培养高级测绘类人才的基地。

测绘工程是研究地球和其它实体与空间分布有关的信息的采集、量测、分析、

显示、管理和利用的工程领域，具有宽口径、覆盖面广的特点，主要培养从事测绘

工程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研究内容包括确定地球的形状和重力场及空间定位，

利用各种测量仪器、传感器获取与空间分布有关的信息，制成各种地形图、专题图

和建立地理、土地等各种空间信息系统，为研究地球自然和社会现象、解决人口、

资源、环境和灾害等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以及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提

供技术支撑和数据保障。测绘工程广泛应用在经济发展规划、土地资源调查和利

用、海洋开发、农林牧渔业的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疆界的划定以及各种工程、矿山

和城镇的建设、国防建设和现代战争等各个领域。

二、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测绘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先进

技术方法和手段，在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独立从事工程设计、工程实施，工程研

究、工程开发、工程管理等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

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

康。掌握测绘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在本领域的

某一方向具有独立进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管理与决策等方面的能力，能够

胜任工程规划、勘测、设计、施工、运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掌握一门外国语，能

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写作能力。能熟练运用计算机技

４９



术解决测绘工程领域中有关问题。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注重实际应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完成实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时间分配

攻读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

长不超过４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

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开展集中实践环节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

取得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实践环节的主要考核点主要为：

１．工程认知：考核研究生对基地单位的管理和从事的工程项目概况能否准确

地描述；

２．实践专题研究：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所承担工程项目，及研究实践工作

完成情况；

３．工程案例比较：考核研究生对所在基地单位主要管理或从事的工程项目与

国内外相关工程项目的对比、分析、研究情况；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的思想政治表现、实践工作

表现和参加各项活动表现等情况；

５．实践交流能力：考核研究生是否能够按照要求积极主动的与校内、外导师

进行交流，与基地单位的同事等进行卓有成效的交流，按计划开展实践工作和学

位论文研究工作。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

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例：可采用调研报告、工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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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

等形式）。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

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题报告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过

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

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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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工程领域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课程

８８Ｅ０００１ 实用数值分析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２ 矩阵论分析
Ｍａｔｒｉｘ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３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１Ｅ０１０１
现代测绘数据处理方法与应用
Ｍｏｄｅｒ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Ｄａｔａ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１Ｅ０１０２
ＧＮＳＳ精密定位及其应用（双语）
ＧＮＳＳ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Ｅ０１０３
土木工程测试理论与监测技术
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Ｅ０１０４
精密工程测量技术与应用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ｒｅ
ｃｉｓ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Ｅ０１０５
数字摄影测量及应用开发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Ｅ０１０６
遥感地学应用与制图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
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Ｅ０１０７
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实务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Ｅ０１０８
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
Ｔ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选修
９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及
人文
素养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法学院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工程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５ 工程伦理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１Ｅ０１１８ 工程实践讲座专题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ｔｏｐｉｃ １６ １ 春、秋 讲座／研讨 考查 基地单位

必修

必修

职业
素养
课程

１１Ｅ０１１７
测绘管理与法律法规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ａｎｄＬａｗ

３２ ２ 春 讲座／研讨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Ｅ０１１６ 测绘案例分析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Ｃ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座／研讨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Ｅ０１１５
测绘专业职业素质规划拓展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座／研讨 考查 地学院

选修
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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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工程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工程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单位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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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领域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宁津生等．现代大地测量理论与技术．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华锡生，田林亚．安全监测原理与方法．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胡伍生，高成发．ＧＰＳ测量原理及其应．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陈永奇，吴子安，吴中如．变形监测分析与预报．北京：测绘出版社，１９９８．
［５］张勤，张菊清，岳东杰等．近代测量数据处理与应用．北京：测绘出版社，２０１２．
［６］何秀凤，何敏．ＩｎＳＡＲ对地观测数据处理方法与综合测量．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７］张友静，许捍卫．地理信息科学导论．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
［８］华锡生，黄腾．精密工程测量技术及应用．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９］邬伦等．地理信息系统原理、方法和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０］何秀凤．变形监测新方法及其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１］朱述龙等．遥感图像处理与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２］赵英时．遥感应用分析原理与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３］陈鹰．遥感影像的数字摄影测量．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４］参考期刊：测绘学报
［１５］参考期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１６］参考期刊：测绘科学
［１７］参考期刊：地球信息科学
［１８］参考期刊：遥感学报
［１９］参考期刊：测绘科学技术学报
［２０］参考期刊：测绘通报
［２１］参考期刊：防灾减灾工程学报
［２２］参考期刊：遥感技术与应用
［２３］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
［２４］参考期刊：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ｖｉｅｗ
［２５］参考期刊：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６］参考期刊：ＧＰＳＷｏｒｌｄ
［２７］参考期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８］参考期刊：ＩＳＰ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９］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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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工程领域（０８５２１７）

（Ｇｅｏｌｏｇ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范围

地质工程领域是以自然科学和地球科学为理论基础，以地质调查、矿产资源

的普查与勘探、重大工程的地质结构与地质背景涉及的工程问题为主要对象，以

地质学、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技术、数学地质方法、遥感技术、测试技术、计算机技

术等为手段，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先导性工程领域。具有宽口径、大系统、覆盖

面广的特点，主要培养从事水利、土木、交通、能源、环境、农业等行业工程建设的

高级专门人才。

地质工程领域涵盖的范围包括：地质调查技术和方法与矿产资源勘查与评

价，区域矿产基地及矿产远景区预测与评价，矿区与矿床的勘探、开发与评价，地

质工程领域建设、勘查评价项目可行性研究与决策，地质勘探的新技术与新方法，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地质灾害的预测、评价、监测与保护，地质结构、地

质环境、地质过程及地质灾害研究中的计算机应用，地质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质量

检测及新方法、新技术的设计、开发、应用，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行业的工程管理。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地质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及管理知识，了解

地质工程学科理论与技术研究的前沿动态，掌握解决地质工程有关问题的先进技

术方法和现代化技术手段，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地质调查、

工程勘察、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与开发以及相关的工矿企业和工程建设部门的专

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行业道德和

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掌握地

质工程领域的专业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了解地质工程领域

工程技术的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本领域的某一方向上具备独立进行分析与

集成、研究与开发、管理与决策等方面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一定的创新

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写作

能力。能熟练运用计算机技术解决地质工程领域中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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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注重实际应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完成实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

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开展集中实践环节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

取得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实践环节的考核点主要为：

１．工程认知：考核研究生对基地单位的管理和从事的工程项目概况是否能准

确的描述；

２．实践专题研究：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所承担工程项目及研究实践工作完

成情况；

３．工程案例比较：考核研究生对所在基地单位主要管理或从事的工程项目与

国内外相关工程项目的对比、分析、研究情况；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的思想政治表现、实践工作

表现和参加各项活动表现等情况；

５．实践交流能力：考核研究生是否能够按照要求积极主动的与校内、外导师

进行交流，与基地单位的同事等进行卓有成效交流，按计划开展实践工作和学位

论文研究工作。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

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采用调研报告、工程规划、工程勘测、工程设

计、工程施工、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等形式。学位论文须

１０１



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

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领域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参

见附录。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

程学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

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题报告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

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

学位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２０１



地质工程领域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课程

８８Ｅ０００１ 实用数值分析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１Ｅ０２０１
高等岩石力学基本理论与方法
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Ｅ０２０２ 多孔介质流体动力学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Ｆｌｕｉｄｓｉｎ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地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１Ｅ０２０３
高等物化探技术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Ｅｘ
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Ｅ０２０４

现代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分析及
技术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
ｏｌｏｇ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Ｅ０２０５

地质体加固及基础工程质量检
测技术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ｏｄｙ
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ｆｏｒ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Ｅ０２０６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数值方法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
ｇｙ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地学院

选修
９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及
人文
素养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法学院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工程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５ 工程伦理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１Ｅ０２１８ 工程实践讲座专题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ｔｏｐｉｃ １６ １ 春、秋 讲座／研讨 考查

基地
单位

必修

必修

职业
素养
课程

１１Ｅ０２０７
地下水污染与防治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Ｅ０２０８
地质灾害调查与评价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ｏ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Ｅ０２０９ 矿床水文地质学
Ｍｉｎｅｓ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地学院

选修
４学分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工程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工程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单位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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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薛禹群等．地下水动力学．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沈照理等．水文地球化学基础．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９３．
［３］陈崇希，李国敏．地下水溶质运移理论及模型．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４］杨成田．专门水文地质学．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８１．
［５］林学钰等．现代水文地质学．北京：地质出版社，２００５．
［６］潘懋、李铁锋．灾害地质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７］张梁等．地质灾害灾情评估理论与实践．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９８．
［８］李广信．高等土力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郭志．实用岩体力学．北京：地震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０］周志芳，王锦国．裂隙介质水动力学．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１］黄春海．地下水开发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２］肖楠森等．新构造分析及其在地下水勘察中的应用．北京市：地质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３］周绪文．反射波地震勘探方法．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４］徐伯勋等．地震勘探信息技术－提取、分析和预测．北京：地质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５］周天福．工程物探．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６］杨忠芳等．现代环境地球化学．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７］周爱国，蔡鹤生．地质环境质量评价理论与应用．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８］窦贻俭，李春华．环境科学原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９］孔昌俊，杨凤林．环境科学与工程概述．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０］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岩土工程施工方法》编写组．岩土工程施工方法．沈阳市：辽宁科学技术出版

社，１９９０．０９．
［２１］王建宇．地下工程喷锚支护原理与设计．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１９８０．
［２２］《岩土工程手册》编写委员会．岩土工程手册．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３］李大通等．核技术在水文地质中的应用指南．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９０．
［２４］钱孝星．水文地质计算．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５］朱述龙等．遥感图像处理与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６］顾晓鲁，钱鸿缙等．地基与基础．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ＪＧＪ１０６－２００３）．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２８］吴冲龙．地质信息技术基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９］Ｊ．Ｋｕｍｐｉｅｎｅ，Ａ．Ｌａｇｅｒｋｖｉｓｔ，Ｃ．Ｍａｕｒｉｃ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Ｃｒ，Ｃｕ，ＰｂａｎｄＺｎｉｎｓｏｉｌｕｓｉｎｇ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Ｗａｓ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２８（１）．
［３０］Ｃ．Ｎ．Ｍｕｌｉｉｇａｎ，Ｒ．Ｎ．Ｙｏｎｇ，Ｂ．Ｆ．Ｇｉｂｂｓ．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ｆｏｒｍ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ａ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６０（１）．
［３１］Ｑ．Ｙ．Ｃｈｅｎ，Ｍ．Ｔｙｒｅｒ，Ｃ．Ｄ．Ｈｉｌｌｓ．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ｙｍｅｔａｌｉｎｃ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ｓｏｌ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Ｗａｓ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２９（１）．
［３２］ＢａｔｈｅＫＪａｎｄＣｉｍｅｎｔｏＡＰ．Ｓｏｍ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Ａｐｐｌ．Ｍｅｃｈ．ＡｎｄＥｎｇ，１９８０，２２（１）．
［３３］Ｉｔａｓｃａ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Ｉｎｃ．ＦＬＡＣ（Ｆａｓｔ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ＵｓｅｒＭａｎｕａｌｓ［Ｍ］．Ｖｅｒｓｉｏｎ５．０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２００５．
［３４］Ｉｔａｓｃａ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Ｉｎｃ．ＦＬＡＣ３Ｄ（Ｆａｓｔ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ｉｎ３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ＵｓｅｒＭａｎｕａｌｓ

［Ｍ］．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１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１９９７．
［３５］ＣｕｎｄａｌｌＰＡ．ＳｈｅａｒＢａｎ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Ｊ］．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ｉｎ１９９０ｓ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１，５．
［３６］ＣｕｎｄａｌｌＰＡ．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Ｊｏｉｎｔｅｄ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Ｊｏｉｎｔｅｄ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ｅｄＲｏｃｋ［Ｍ］．Ｒｏｔ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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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ｍ：Ａ．Ａ．Ｂａｌｋｅｍａ，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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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Ｃａｎ．Ｇｅｏｔｅｃｈ．Ｊ．１９９９，３６（２）．
［４１］ＣｈｅｎＷＦ．Ｌｉｍｉ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Ｓｏｉｌ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Ｍ］．Ｙｏｒｋ：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１９７５．
［４２］Ｐ．Ｈ．ＷＫｕｌａｔｉｌａｋｅａｎｄＴ．Ｗ．Ｗｕ．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ａｎ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ＲｏｃｋＥｎｇ，１９８１，１８（３）．
［４３］ＯｄａＭ．Ａｎ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ｃｏｕｐｌｅｄ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ｆｌｏｗ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ｊｏｉｎｔｅｄｒｏｃｋｍａｓｓｅｓ［Ｊ］．Ｗａｔｅｒ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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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工程领域（０８５２２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范围

交通运输工程是我国基础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工程领域，涵盖交通运

输工程一级学科。研究方向包括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交通信息工程与控制、道

路与铁道工程、港口航道工程、交通港站与枢纽工程、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交通安

全工程、水运工程、运输经济、海事管理、客货运输组织、物流规划、工程与管理、交

通环境、交通能源、交通法规等。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交通运输工程领域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应

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交通运输工程领域的专业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管理手段。

在本领域的某一研究方向具有独立进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管理与决策等

方面的能力。能够胜任工程建设规划、设计、施工运行技术、专项论证与研究以及

工程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写作

能力。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注重实际应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完成实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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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

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参加实践环节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取得

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实践环节的主要考核点主要为：

１．工程认知：考核研究生对基地单位的管理和从事的工程项目概况是否准确

的描述；

２．实践专题研究：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所承担工程项目，及研究实践工作

完成情况；

３．工程案例比较：考核研究生对所在基地单位主要管理或从事的工程项目与

国内外相关工程项目的对比、分析、研究情况；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的思想政治表现、实践工作

表现和参加各项活动表现等情况；

５．实践交流能力：考核研究生是否能够按照要求积极主动的与校内、外导师

进行交流，与基地单位的同事等进行卓有成效交流，按计划开展实践工作和学位

论文研究工作。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

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例：可采用调研报告、工程规

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

等形式）。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

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题报告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过

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

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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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工程领域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课程

８８Ｅ０００１ 实用数值分析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２ 矩阵论分析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３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４ 最优化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７７Ｅ０００１ 工程结构动力学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力材院

７７Ｅ０００２ 有限元ＡＮＳＹＳ软件的应用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力材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３Ｅ０１０２
港口航道工程新技术及其应用
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ｏｒｔ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港航院

０３Ｅ０１０４
水运工程经济及应用
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港航院

０４Ｅ０２０１ 交通规划模型与方法
Ｔｒａｆｆｉｃｐｌａｎ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Ｅ０２０２ 交通信息与控制
Ｔｒａｆｆ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Ｅ０２０３ 交通运输工程学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Ｅ０２０４ 路面结构设计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课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Ｅ０２０５ 路基设计方法
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ｕｂｇｒａｄｅＤｅｓｉｇ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课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Ｅ０２０６ 路用材料测试
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Ｒｏａ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实验 考试 土木院

选修
９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及
人文
素养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法学院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工程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５ 工程伦理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４Ｅ０２１５ 工程实践讲座专题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ｔｏｐｉｃ １６ １ 春 讲座／研讨 考查 基地单位

必修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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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职业
素养
课程

０３Ｅ０１０５
港航工程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ｏｒｔ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Ｅ０１０６
港航工程水动力泥沙软件应用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ｏｄｙ
ｎａｍｉｃ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ｉｎＰｏｒｔ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１０７
科技论文阅读与写作
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ａ
ｐｅｒ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４Ｅ０２０７ 道路交通设计
ＲｏａｄＴｒａｆｆｉｃ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Ｅ０２０８
运输工程经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Ｅ０２０９ 路基路面原位测试
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ｂｇｒａｄ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Ｅ０２１０
交通基础设施检测与养护技术
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Ｔｒａｎｓ
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土木院

选修
４学分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００Ｅ０００４

工程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工程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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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王炜等．交通工程学［Ｍ］．南京：东南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郑长江等．城市公共交通［Ｍ］．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
［３］邓学钧．交通运输工程学（第二版）［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邵春福．交通流理论［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５］吴兵等．交通管理与控制［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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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ＩＴＥ．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ｅｖｉｃｅ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１９９９．
［１８］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ｅＨｉｇｈｗａｙ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ＡＰｏｌｉｃｙｏｎｔｈ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Ｈｉｇｈ

ｗａｙａｎｄＳｔｒｅｅｔｓ，４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ＡＡＳＨＴＯ，２００１．
［１９］ＦｅｄｅｒａｌＨｉｇｈｗａ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ｕａｌ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ｅｖｉｃｅ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９．
［２０］ＭｃＫｉｎｌｅｙ，ＤａｖｉｄＷ．“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ｓ．”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ｅｖｉｃｅ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ＴＥ，２００１．
［２１］ＬａＰｌａｎｔｅ，Ｊｏｈ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Ｗａｌｋ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ｅｖｉｃｅ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Ｊｕｎｅ２００４．
［２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ｏａｒｄ．Ｈｉｇｈｗａｙ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Ｍａｎｕａｌ．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ＴＲＢ，２０１０．
［２３］Ｓｔａｐｌｉｎ，Ｌ．，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ｗａｙＤｅｓｉｇｎ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ｆｏｒＯｌｄｅｒＤｒｉｖｅｒｓａｎｄ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ｓ，ＲｅｐｏｒｔＮｏ．ＦＨＷＡ－ＲＤ－

０１－１０３．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１．
［２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ｆｅｔｙＩｓｓｕｅＢｒｉｅｆ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

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２００３．
［２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Ｔｒａｆｆ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

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１９９９．
［２６］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ｅＨｉｇｈｗａｙ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Ｇｕｉｄ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ＢｉｃｙｃｌｅＦａｃｉｌ

ｉｔｉｅ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ＡＡＳＨＴＯ，１９９９．
［２７］ＦｅｄｅｒａｌＨｉｇｈｗａ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ＲｏａｄｗａｙＤｅｓｉｇ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ｔｏ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Ｂｉｃｙｃｌ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Ｎｏ．

ＦＨＷＡ－ＲＤ－９２－０７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ＦＨＷＡ，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９９４．
［２８］ＵｎｉｆｏｒｍＶｅｈｉｃｌｅＣｏｄ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ＴｒａｆｆｉｃＬａｗｓａｎｄ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ｓ（ＮＣＵＴ

ＬＯ），２０００．
［２９］王殿海．交通流理论［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０］王建军，严宝杰．交通调查与分析［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１］陆键等．智能运输系统（ＩＴＳ）规划方法与应用［Ｍ］．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２］中国公路学报［Ｊ］．

０１１



［３３］土木工程学报［Ｊ］．
［３４］交通运输工程学报［Ｊ］．
［３５］城市规划［Ｊ］．
［３６］水运工程［Ｊ］．
［３７］水利与建筑工程学报［Ｊ］．
［３８］防灾减灾工程学报［Ｊ］．
［３９］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Ｊ］．
［４０］ＩＴ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Ｊ］．
［４１］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ｃｏｒｄ［Ｊ］．
［４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Ｆ［Ｊ］．

１１１



农业工程领域（０８５２２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范围

农业工程是研究现代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业生产资源和生产要素高效利

用，推动农业发展方式改变的重要工程领域。研究方向包括农业水土资源规划与

管理、灌溉与排水工程、泵站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农业生物环境工程、现代农业与

农村经济、农业灌排机械与工程、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农村新能源开发、灌区现

代化管理、设施农业工程、土地资源开发与整治、农村河沟渠生态治理、土壤利用

与改良等。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农业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

应用型专门人才。

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敬业精神，以及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掌握水利

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先进技术方法和管理手段；在本领域的某一研究

方向具有独立进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管理与决策等方面的能力，能够胜任

工程建设规划、勘测设计、施工运行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掌握一门外国语，

能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写作能力。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注重实际应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完成实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

长不超过４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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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

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参加实践环节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取得

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实践环节的主要考核点主要为：

１．工程认知：考核研究生对基地单位的管理和从事的工程项目概况是否准确

的描述；

２．实践专题研究：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所承担工程项目，及研究实践工作

完成情况；

３．工程案例比较：考核研究生对所在基地单位主要管理或从事的工程项目与

国内外相关工程项目的对比、分析、研究情况；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的思想政治表现、实践工作

表现和参加各项活动表现等情况；

５．实践交流能力：考核研究生是否能够按照要求积极主动的与校内、外导师

进行交流，与基地单位的同事等进行卓有成效交流，按计划开展实践工作和学位

论文研究工作。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

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样化，包括研究类学位论文，如应用研

究论文；规划、设计、施工及产品开发类论文，如工程规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

程施工、产品研发等。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

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课程学分、完成实

践环节、成绩合格，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

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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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程领域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课程

８８Ｅ０００２ 矩阵论分析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３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４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０２Ｅ０２０１
水土资源规划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Ｅ０２０２
农业水土环境工程学（双语）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Ｅ０２０３ 土壤水动力学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２Ｅ０２０４ 节水灌溉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ｎ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Ｅ０２０５
泵站节能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ａｖ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ｆｏｒ
ｐｕｍｐ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Ｅ０２０６
设施农业工程工艺学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Ｅ０２０７
灌区现代化管理
Ｍｏｄｅｒ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选修
９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及
人文
素养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法学院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工程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５ 工程伦理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２Ｅ０２０８ 工程实践讲座专题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ｔｏｐｉｃ １６ １ 春 讲座／研讨 考查 基地单位

必修

必修

职业
素养
课程

０２Ｅ０１０８ 项目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Ｅ０１０９ 科技论文及报告撰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Ｗｒｉｔ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Ｅ０１１０
水利工程建设法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ｓｆｏｒ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选修
４学分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工程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工程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单位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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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康绍忠等．农业水土工程概论［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陈亚新．非充分灌溉原理［Ｍ］．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９５．
［３］伊格尔森．生态水文学［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
［４］唐克丽等．中国水土保持［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康绍忠，蔡焕杰．农业水管理学［Ｍ］．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６
［６］ＪｏｎｅｓＨＧ．Ｐｌａｎｔｓ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ｌａｎｔ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Ｍ］．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７］ＳｈａｗＣＴ，ＳｈａｗＣＴ．Ｕｓｉｎｇ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ＨｅｍｅｌＨｅｍｐｓｔｅａｄ，Ｅｎｇｌａｎｄ：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９９２．

［８］期刊：中国农业科学
［９］期刊：节水灌溉
［１０］期刊：水利学报
［１１］期刊：农业工程学报
［１２］期刊：水科学进展
［１３］期刊：水土保持学报
［１４］期刊：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１５］期刊：中国科学
［１６］期刊：灌溉排水学报
［１７］期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１８］期刊：水科学与水工程
［１９］期刊：农业机械学报
［２０］期刊：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２１］期刊：土壤学报
［２２］期刊：应用生态学报
［２３］期刊：河海大学学报
［２４］期刊：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５］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６］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７］期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８］期刊：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９］期刊：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Ｓｏｉｌ
［３０］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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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领域（０８５２２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范围

我校环境工程是以水环境保护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特色的省级重点学科。

研究方向包括水资源保护理论及技术、环境与生态水力学及应用、流域水污染控

制和水环境质量改善、固体废弃物处置与资源化技术、污水处理及废水回用技术

等方面。

二、培养目标

旨在培养掌握环境工程领域扎实基础理论和系统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的应用型和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具体要求

为：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环境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在本领域

的某一方向具有独立进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管理与决策等方面的能力。

能够胜任环境工程规划、设计、施工、运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写作

能力。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注重实际应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完成实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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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

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开展集中实践环节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

取得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实践环节的主要考核点主要为：

１．工程认知：考核研究生对基地单位的管理和从事的工程项目概况是否准确

的描述；

２．实践专题研究：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所承担工程项目，及研究实践工作

完成情况；

３．工程案例比较：考核研究生对所在基地单位主要管理或从事的工程项目与

国内外相关工程项目的对比、分析、研究情况；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的思想政治表现、实践工作

表现和参加各项活动表现等情况；

５．实践交流能力：考核研究生是否能够按照要求积极主动的与校内、外导师

进行交流，与基地单位的同事等进行卓有成效交流，按计划开展实践工作和学位

论文研究工作。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

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例：可采用调研报告、工程规

划、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等形式）。

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

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题报告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过

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

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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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领域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课程

８８Ｅ０００１ 实用数值分析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２ 矩阵论分析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３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Ｅ０００４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７７Ｅ０００４ 应用流体力学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力材院

７７Ｅ０００５ 计算水力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力材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５Ｅ０１０１ 有机污染化学
Ｏｒｇａｎｉｃ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环境院

０５Ｅ０１０２
环境生物学原理及应用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环境院

０５Ｅ０１０３
水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环境院

０５Ｅ０１０４
环境系统规划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环境院

选修
９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及
人文
素养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辨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法学院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工程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５ 工程伦理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５Ｅ０１１８ 工程实践讲座专题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ｔｏｐｉｃ １６ １ 春 讲座／研讨 考查 基地单位

必修

必修

职业
素养
课程

０５Ｅ０１０５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与案例分析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ｏ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Ｅ０１０６
河湖系统水质改善理论与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Ｌａｋｅ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Ｅ０１０７
面源污染控制原理及技术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Ｎ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选修
４学分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工程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工程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单位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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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王超，陈卫．城市河湖水生态与水环境［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王超，王沛芳等．流域水资源保护和水质改善理论与技术［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文湘华，王建龙等译．环境生物技术－原理与应用［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张锡辉，刘勇等译．废水生物处理［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５］王浩．湖泊流域水环境污染治理的创新思路与关键对策研究［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６］胡洪营，张旭，黄霞，王伟．环境工程原理［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蒋展鹏．环境工程学［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
［８］蒋建国．固体废物处置与资源化［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９］梁瑞驹．环境水文学［Ｍ］．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０］王惠民．流体力学基础［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１］傅国伟，程声通等．水污染控制系统规划［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２］王超．污水处理理论及技术［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３］朱党生，王超，程晓冰．水资源保护规划理论及技术［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４］王超．环境影响评价［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５］张自杰．废水处理理论与设计－水质科学与工程理论丛书［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６］陈杰誽．环境工程技术手册［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７］周启星，宋玉芳等．污染土壤修复原理与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８］刘晓辉，魏强．环境工程实例丛书－环境影响评价典型实例［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９］雷乐成，汪大．水处理高级氧化技术［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０］刘斐文，王萍．现代水处理方法与材料［Ｍ］．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１］Ｄｅｇｒéｍｏｎｔ．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Ｍ］．ｄｅｇｒｅｍｏｎ，１９９２．
［２２］ＬｅｓｌｉｅＧｒａｄｙＣＰ，Ｊｒ，ＤａｉｇｇｅｒＧＴ，ＬｏｖｅＮＧ，ＦｉｌｉｐｅＣＤｍ．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ＩＷＡ，

２０１１．
［２３］ＲｉｔｔｍａｎｎＢＥ．，ＭｃＣＰ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２００１．
［２４］Ｍｅｔｃａｌｆ＆Ｅｄｄｙ，Ｉｎｃ．ＡｎＡＥＣＯＭＣｏｍｐａｎｙ，ＡｓａｎｏＴ，ＢｕｒｔｏｎＦ，ＬｅｖｅｒｅｎｚＨＬ，ＴｓｕｃｈｉｈａｓｈｉＲ，Ｔｃｈｏｂａｎｏ

ｇｌｏｕｓＧ．Ｗａｔｅｒｒｅｕｓｅ：Ｉｓｓｕｅ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２００７．
［２５］ＴｗｏｒｔＡＣ，ＲａｔｎａｙａｋａＤＤ，ＢｒａｎｄｔＭＪ．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００．
［２６］期刊：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
［２７］期刊：环境工程
［２８］期刊：水处理技术
［２９］期刊：膜科学与技术
［３０］期刊：环境污染与防治
［３１］期刊：中国水利
［３２］期刊：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
［３３］期刊：环境工程
［３４］期刊：水处理技术
［３５］期刊：膜科学与技术
［３６］期刊：环境污染与防治
［３７］期刊：工业水处理
［３８］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９］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０］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４１］期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２］期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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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期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４４］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４５］期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６］期刊：Ｗａｔｅｒ，ＡｉｒａｎｄＳｏｉ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４７］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８］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４９］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０］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５１］期刊：Ｄｅｓａ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５２］期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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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工程领域（０８５２３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范围

工业工程（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Ｅ）是一门工程技术与管理技术相结合的综

合性工程领域，它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生产率为导向，采用系统化、专业化和

科学化的方法，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对人员，物料、设备、能源和信息所组成

的集成系统进行规划、设计、评价、创新和决策等工作，使之成为更有效、更合理的

综合优化系统。

现代工业工程是以大规模工业生产及社会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在制造工程

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工程学等学科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很强

的交叉工程领域。但又不同于一般工程领域，它还应用社会科学及经济管理知

识、以工程技术的手段和方法来主要解决系统的管理问题。因此，工业工程也具

有明显的管理特征。

工业工程领域的特点是强调“系统观念”和“工程意识”，重视研究对象的“统

筹规划、整体优化和综合原理”。因此，工业工程领域涉及的主要学科有系统科

学、现代管理科学、计算机科学、运筹学、人因工程等。

研究方向包括人因工程与人力资源方向、服务工程方向、质量工程与可靠性

方向、现代生产工程方向等。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工业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

应用型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１．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较好地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

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积极为

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２．具有较强的外语能力，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外语阅读本领域的专业文献

资料；

３．具有运用计算机等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科学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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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掌握工业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扎实的专业知识，掌握解决工程实际

问题的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具有对复杂生产系统、服务系统进行分析、

规划、设计、管理和运作的能力，具有创新意识和独立担负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工

作的能力。

５．具有良好的工程技术素质。具有将管理科学的基础理论与工程技术相结

合，解决工业工程与管理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加强案例库建设和案例教学，聘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讲课或开设讲座。注重实际

应用，重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２．加强实践环节，建立实践培养基地，与政府机关、产业部门等企事业单位联

合培养。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指导和校外导师合作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具体学习时间安排如下：

（１）第一学期安排：在校完成全部学位课程和部分非学位课程学习。

（２）第二学期和第三学期安排：从第一学期寒假开始不迟于基地单位春节假

期截止日期，赴基地单位报到，基地实践时间为１学年，在基地单位完成开题报

告、中期考核和预答辩。

（３）第四学期安排：不迟于学校第四学期开学报到注册时间返校，在校进行少

部分非学位课程学习和修改完善论文，同时完成论文的抽检、评阅和答辩工作。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

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参加实践环节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取得

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实践环节的主要考核点主要为：

（１）工程认知：考核研究生对基地单位的管理和从事的工程项目概况是否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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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描述；

（２）实践专题研究：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所承担工程项目，及研究实践工作

完成情况；

（３）工程案例比较：考核研究生对所在基地单位主要管理或从事的工程项目

与国内外相关工程项目的对比、分析、研究情况；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的思想政治表现、实践工作

表现和参加各项活动表现等情况；

（５）实践交流能力：考核研究生是否能够按照要求积极主动的与校内、外导师

进行交流，与基地单位的同事等进行卓有成效交流，按计划开展实践工作和学位

论文研究工作。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

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例：可采用调研报告、工程规

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

等形式）。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

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题报告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过

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

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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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工程领域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课程

１３Ｅ８８０１ 高级管理学
Ｓｅｎｉ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８８０２ 高级运筹学
Ｓｅｎｉ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８８０３ 系统工程
Ｓｙｓｔｅｍ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３Ｅ３６０４ 现代工业工程
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３６０５ 质量管理
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３６０６ 服务管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３６０７
工作研究与人因工程
Ｗｏｒｋ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Ｆａｃｔｏｒ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４０１０ 项目管理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４１１２
数据分析与系统仿真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ａｔａ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９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及
人文
素养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工程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５ 工程伦理导论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商学院

１３Ｅ３６１０ 工业工程实践讲座专题 １６ １ 春、秋 讲座／研讨 考查 基地单位

必修

必修

职业
素养
课程

１３Ｅ４０１１ 工程经济学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８８０４ 管理信息系统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８８０５ 商事法律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ａｗ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工程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工程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单位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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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Ａｖｅｒｉｌｌ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２０００
［２］ＡｖｒａｈａｍＳｈｔｕｂ．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３］ＪａｃｋＣａｍｐａｎｅｌｌ．质量成本原理：原理、实施和应用［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ＰａｕｌＫｅｎｎｅｔｈ．２１世纪制造 ［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ＳｔｅｐｈｅｎＤ．Ｒｏｂｂｉ．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６］Ｅｕｇｅｎｅ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７］ＫｅｖｉｎＮ．Ｏｔｔｏ，Ｋｒｉｓｔｉｍｌ．ｗｏｏｄ著，齐春萍，宫晓东等译．产品设计［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８］ＴｉｍＫｏｌｌｅｒ，ＭａｒｃＧｏｅｄｈａｒｔ，ＤａｖｉｄＷｅｓｓｅｌｓ．价值评估［Ｍ］．高建，魏平，朱晓龙 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
社，２００７

［９］ＴｈｏｍａｓＰｙｚｄｅｋ．六西格玛手册［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１０］汪应洛．工业工程手册［Ｍ］．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１］德鲁克著．管理实践 ［Ｍ］．北京：工人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１２］丹尼尔ｏ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１３］哈罗德ｏ孔茨．管理学（ＨａｒｏｌｄＫｏｏｎｔｚ）［Ｍ］．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４］杨占林．国际物流海运操作实务［Ｍ］．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５］迈克尔ｏ波特．竞争优势［Ｍ］．北京：华夏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１６］泰勒（ＴａｙｌｏｒＦ．Ｗ．）．科学管理原理［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７］利恩德斯（ＭｉｃｈｉｅｌＲ．Ｌｅｅｎｄｅｒｓ）．采购与供应管理 ［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８］戴明（ＤｅｒｍｉｎｇＷ．Ｅｄｗａｒｄｓ）．戴明论质量管理［Ｍ］．海南：海口：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９］克里斯托弗．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创造增值网络［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２０］韩之俊．质量工程学：线外、线内质量管理［Ｍ］．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２１］蔡斯．生产运作管理：制造与服务［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２］陈汗青．设计与法规［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３］边守仁．产品创新设计［Ｍ］．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４］设计管理协会．设计管理欧美经典案例［Ｍ］．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５］张根保．自动化制造系统（第二版）［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６］杨文玉．数字制造基础［Ｍ］．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７］张伯鹏．制造信息学［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８］刘助柏，梁辰，知识创新学［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９］谢存禧，张铁．机器人技术及其应用［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３０］《运筹学》教材编写组．运筹学［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３１］彼德·圣吉．第五项修炼［Ｍ］．北京：东方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３２］期刊：《工业工程与管理》
［３３］期刊：《管理学报》
［３４］期刊：《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３５］期刊：《工业工程》
［３６］期刊：《管理世界》
［３７］期刊：《工程机械》
［３８］期刊：《科技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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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工程领域（０８５２３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范围

工业设计工程是机械工程发展出来的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以产品设计为核

心，研究和实施工业产品的外观造型设计、功能性设计、结构性设计、可靠性设计、

生产系统集成设计等的工程技术领域，被称作是企业创新与发展的灵魂。主要培

养从事工业设计工程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主要培养掌握工业设计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

识，能够将设计开发与工程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工业设计工程领域的人才培养，强调设计艺术与工程实践双方面

能力的综合提高和协调配合，尤其关注研究生工程意识、工程实现技术实践经验

的掌握积累。攻读工业设计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写作能

力，在行（企）业中能够胜任产品创新、工程设计和设计管理等不同方面的实际工

作。

三、培养方式

１．采取课程学习、工程实践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方式，强调知识和能力的同

时，尤其注重工程实际能力的培养；从课程内容、实践性质、实施模式、毕业选题、

论文侧重点和评价标准等全流程突出培养的实践宗旨。

２．实行双导师制。由校内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导师指导和具有有实践经验

和专业理论背景，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相关行（企）业人

员作为导师联合指导。导师组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在研究生

入学后，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每个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和专业实践计划。

３．加强实践环节，建立实践培养基地，与政府机关、产业部门等企事业单位联

合培养。研究生在学期间，有不少于１２个月的工程实践（专业实践），并要求有相

应的实践性输出成果（专利、获奖、企业认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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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加强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道德品质和文化素质的教育，研究生应认真

参加政治理论课和文化素质课的学习，积极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

超过４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活动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２个月。

应结合科研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建立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践

基地、联合培养基地。学校 、各学院成立实践教学工作管理小组，制订实践教学的

具体要求和实施细则。研究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开展实践教学，

并撰写实践报告，导师依据实践报告与实践所在单位评语评定成绩。取得实践环

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

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例：可采用调研报告、工程规

划、工程设计、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等形式）。学位论文

须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

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题报告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过

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

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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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工程领域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课程

７７Ｅ０００１ 工程结构动力学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力材院

０９Ｅ０５０２ 设计美学
Ｄｅｓｉｇｎ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机电院

８８Ｅ０００４ 最优化方法
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９Ｅ０５０４ 设计认知
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４８ ３ 春 讲课 考试 机电院

０９Ｅ０５０３ 产品设计工程学
ＰｒｏｄｕｃｔＤｅｓｉｇ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春 讲课 考试 机电院

０９Ｅ０５０６ 人机系统设计学
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ｉｇｎ ４８ ３ 春 讲课 考试 机电院

０９Ｅ０５０７
产品数字化设计与加工
Ｐｒｏｄｕｃ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

４８ ３ 春 讲课 考试 机电院

选修
９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及
人文
素养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常州校区
人文社科部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工程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５ 工程伦理导论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９Ｅ００１８ 工程实践讲座专题 １６ １ 春 讲座／研讨 考查 基地单位

必修

必修

职业
素养
课程

０９Ｅ０５０５ 设计学研究方法
Ｄｅｓｉｇ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Ｅ０５０８ 感性工学
Ｋａｎｓｅｉ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Ｅ０５０９ 产品符号学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ｙｍｂｏｌ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工程认知：机电开发及应用概论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机电产品开发流程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工程案例比较：机电产品应用案例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职业素养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交流能力：协同实践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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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美］盖尔．格里特．汉娜．设计元素．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美］金伯利·伊拉姆．设计几何学：关于比例与构成的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英］索斯马兹．视觉形态设计－－英国设计基础系列－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２
［４］ＫｅｖｉｎＮ．Ｏｔｔｏ，ＫｒｉｓｔｉｎＬ．Ｗｏｏ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Ｄｅｓｉｇｎ［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５］［美］唐纳德·诺曼．设计心理学，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３
［６］［美］唐纳德·诺曼．情感化设计，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美］唐纳德·诺曼．未来产品设计，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
［８］［日］长町三生，感性工学，海文堂出版社，１９８９．
［９］Ｎｉｅｌｓｅｎ，Ｊ．，Ｍａｃｋ，Ｒ．Ｌ．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４．
［１０］Ｗｏｏｄｓ，Ｄ．Ｄ．，Ｒｏｔｈ，Ｅ．Ｍ．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Ｈｅｌａｎｄｅｒ，Ｍ．（Ｅｄ．），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Ｈｕｍａ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８．
［１１］ＲｅａｓｏｎＪ．ＨｕｍａｎＥｒｒｏｒ［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１２］ＣＤＷＩＣＨＥＮＳ，ＪＧＪＵＳＴＩＮ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１３］（美）ＡｌａｎＣｏｏｐｅｒ．交互设计之路－－让高科技产品回归人性．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４］（美）ＳｔｅｖｅｎＨｅｉｍ．和谐界面－－交互设计基础．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５］［日］原研哉．设计中的设计．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６］［德］布尔德克．产品设计：历史、理论与实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７］［英］安布罗斯，哈里斯．创意设计元素．中国纺织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８］李乐山．工业设计思想基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９］李乐山．人机界面设计，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０］李乐山．设计调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１］何灿群．产品设计人机工程学，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２］吴晓莉，周丰等，设计认知－－设计心理与用户认知．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３］赵得程．产品造型设计－－从形态的概念设计到实现．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４］张琪．视觉形态学与艺术设计．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５］胡海权．工业设计形态基础．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６］陈原川．中国元素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７］郑建启．设计材料工艺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８］郑建启．艺术设计方法学，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９］胡飞．工业设计符号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０］李秀珍．机械设计基础［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１］诸葛凯．设计艺术学十讲，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２］柳冠中．事理学论纲，中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３］黄厚石．设计原理，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４］李砚祖．设计之维，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５］李立新．中国设计艺术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６］Ｖｏｇｅｌ．创造突破性产品，机械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７］马永建．后现代主义艺术２０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８］胡飞．聚焦用户：ＵＣＤ观念与实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９］前田约翰．简单法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４０］唐林涛．工业设计方法，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４１］鲁晓波，詹炳．数字图形界面艺术设计，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２］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３］阿恩海姆．视觉思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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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柳沙．设计心理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５］李四达．交互设计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６］参考期刊：Ｄｅｓｉｇ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４７］国际期刊：Ｈｕｍａ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４８］国际期刊：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４９］国际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５０］国际期刊：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Ｄｅｓｉｇｎ，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５１］国际期刊：Ｈｕｍａ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５２］国际期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５３］国际期刊：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５４］国际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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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领域（０８５２３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一、领域范围

项目是完成某一规定目标的、有组织的独特性、一次性努力，作为实现组织战

略目标的手段，项目管理就是在完成项目的各活动中，应用各种知识、技能、工具

和技术有效地整合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科学技术和市场等资源以实现项目利

益相关者对项目的要求。项目无处不在，项目管理理念和方法的掌握愈来愈成为

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设的主要内容。项目管理知识领域主要包括：项目整合（集成）

管理、项目范围管理、项目时间管理、项目成本管理、项目质量管理、项目人力资源

管理、项目沟通管理、项目风险管理、项目采购管理和项目干系人管理。

项目管理作为一种通用的管理技术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建设工程、信息工程、

软件工程、制造工程、金融工程、农业工程、国防工程等工程行业，获得了瞩目的效

率和效益。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竞争的加剧和企业利润的走薄，需要以项目为

单元进行精细的计划与控制，即所谓基于项目的企业管理，所以项目管理已经引

起了一场企业管理的革命：在竞争激烈、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战略管理和项目管理

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二、培养目标

本领域旨在培养掌握项目管理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了解

项目管理在国内外的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

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具有较好外语水平的应用型高级人才。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加强案例库建设和案例教学，聘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讲课或开设讲座。注重实际

应用，重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２．加强实践环节，采用多种形式进行实践活动。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指导和校外导师合作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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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

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参加实践环节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取得

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实践环节的主要考核点主要为：

１．工程认知：考核研究生对基地单位的管理和从事的工程项目概况是否准确

的描述；

２．实践专题研究：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所承担工程项目，及研究实践工作

完成情况；

３．工程案例比较：考核研究生对所在基地单位主要管理或从事的工程项目与

国内外相关工程项目的对比、分析、研究情况；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的思想政治表现、实践工作

表现和参加各项活动表现等情况；

５．实践交流能力：考核研究生是否能够按照要求积极主动的与校内、外导师

进行交流，与基地单位的同事等进行卓有成效交流，按计划开展实践工作和学位

论文研究工作。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

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应具备

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等环节，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

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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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领域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课程

１３Ｅ８８０１ 高级管理学
Ｓｅｎｉ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８８０２ 高级运筹学
Ｓｅｎｉ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８８０３ 系统工程
Ｓｙｓｔｅｍ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３Ｅ４０１０ 项目管理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４０１２ 项目规划与策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４０１３
项目采购与合同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４０１５ 项目计划与控制
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４０１６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４０１７ 项目决策与评估
Ｐｒｏｊｅｃ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９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及
人文
素养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法学院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工程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５ 工程伦理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３Ｅ４０２０ 工程实践讲座专题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ｔｏｐｉｃ １６ １ 春 讲座／研讨 考查 基地单位

必修

必修

职业
素养
课程

１３Ｅ４０１１ 工程经济学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８８０４ 管理信息系统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８８０５ 商事法律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ａｗ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工程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工程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单位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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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ＪｏｈｎＭＮｉｃｈｏａｌｓ
!

面向商务和技术的项目管理［Ｍ］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ＫｉｍＨｅｌｄｍａｎ

!

ＭＰ：项目管理专家认证练习与解答［Ｍ］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ｗａｒｄ

!

项目分析经济学实践指南［Ｍ］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４］ＴｏｍＫｅｎｄｒｉｃｋ

!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ｉｓｈ，ＡＭＡｃｏｍ，２００３
［５］ＤａｖｉｄＬ．Ｃｌｅｌａｎｄ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２００９
［６］ＲｏｇｅｒＭｉｌｌｅｒ

!

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ｒ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Ｍｉｌｌａｎｄｌｅｓｓａｄ，２００８
［７］Ｆｒａｎｃｅ．ｊ．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

ＴｈｅＮｅｗ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ｓｓａｙ－ｒａｓｓ，２００６
［８］Ｇｕｅｎｌｏｗｅｒｙ

!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ｗｉｔｈ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２０００，ＪＯＬＴＮＳＷＩＬＥＹ＆ＳＯＩＶＳ，ＩＮＣ，２００１
［９］布鲁斯·巴利克

!

客户驱动的项目管理［Ｍ］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０］邹欣

!

中外投资项目评价［Ｍ］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１］林晓彦

!

建设项目经济社会评价［Ｍ］
!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２］克里斯·查普曼

!

项目风险管理［Ｍ］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３］克利福德·格雷

!

项目管理教程［Ｍ］
!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４］田金信

!

建设项目管理［Ｍ］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５］克劳迪王·巴卡

!

ＰＭＰ：项目管理专家认证练习与解答［Ｍ］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６］马克思·怀德曼

!

怀德曼项目管理词汇手册［Ｍ］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７］詹姆斯·刘易斯（ＪａｍｅｓＰ．Ｌｅｗｉｓ）

!

项目计划、进度与控制，２０１２
［１８］罗伯特·巴特里克

!

项目过程测评与管理［Ｍ］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９］刘明

!

最新ＰＭＰ认证考试指南与练习［Ｍ］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０］冯之楹

!

项目采购管理［Ｍ］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１］马土华

!

工程项目管理实务［Ｍ］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２］杰克·菲利普斯（Ｊａｃｋ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

咨询绩效评估－－跟踪咨询项目的结果与府线［Ｍ］
!

上海：上海远东

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３］尹贻林

!

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模式研究［Ｍ］
!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４］尉斌

!

项目融资与风险管理［Ｍ］
!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５］加里·德斯勒（ＧａｒｙＤｅｓｓｌｅｒ）

!

人力资源管理［Ｍ］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６］李明．管理信息系统（第二版）［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７］丰景春，李明等．ＩＴ项目管理理论与方法（第二版）［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８］王卓甫、杨高升、谈飞、简迎辉等．工程项目管理系列丛书［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９］期刊：《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ｓｔｒ》
［３０］期刊：《管理工程学报》
［３１］期刊：《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３２］期刊：《中国工程科学》
［３３］期刊：《科技进步与对策》
［３４］期刊：《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３５］期刊：《现代经济》
［３６］期刊：《项目管理技术》
［３７］Ｉｎｆｏｒｍ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８］Ｉｎｆｏｒｍ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０］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１］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２］Ｗｉｌｅ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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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工程领域（０８５２４０）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范围

物流工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是以物流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物流系统的

资源配置、物流运作过程的控制、经营和管理的工程领域。

经济一体化和计算机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物流业的发展，使物

流业迅速成为在全球具有巨大潜力和发展空间的新兴服务产业，并成为衡量一个

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环境、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现代物流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在发达国家已有较早、较全面的

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和方法，在指导其物流产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我国现代物流业尚处在起步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除了市

场环境、体制与机制等方面的原因之外，包括物流工程硕士在内的中高级物流人

才紧缺是影响物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急待培养满足企业与社会各个方面

所需的物流工程专业中高级人才。

物流工程是管理工程与技术工程完美的结合，它与交通运输工程、管理科学

与工程、系统工程、计算机技术、环境工程、机械工程、工业工程、建筑与土木工程

等领域密切相关。

二、培养目标

本领域旨在培养掌握物流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了解

物流工程在国内外的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

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具有较好外语水平的应用型高级人才。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注重实际应用；重视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２．强化实践环节，进入研究生实践基地完成实践环节教学；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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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具体学习时间安排如下：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

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参加实践环节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取得

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实践环节的主要考核点主要为：

１．工程认知：考核研究生对基地单位的管理和从事的工程项目概况是否准确

的描述；

２．实践专题研究：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所承担工程项目，及研究实践工作

完成情况；

３．工程案例比较：考核研究生对所在基地单位主要管理或从事的工程项目与

国内外相关工程项目的对比、分析、研究情况；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的思想政治表现、实践工作

表现和参加各项活动表现等情况；

５．实践交流能力：考核研究生是否能够按照要求积极主动的与校内、外导师

进行交流，与基地单位的同事等进行卓有成效交流，按计划开展实践工作和学位

论文研究工作。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

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例：可采用调研报告、工程规

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

等形式）。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

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开题报告可在基地公开进行，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过

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

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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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工程领域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课程

１３Ｅ８８０１ 高级管理学
Ｓｅｎｉ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８８０２ 高级运筹学
Ｓｅｎｉ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８８０３ 系统工程
Ｓｙｓｔｅｍ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３Ｅ４１０８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４１０９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Ｓｙｓｔｅｍ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
ｓｉｇ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４１１１
采购与合同管理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４１１３
仓储与配送管理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４０１０ 项目管理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４１１２
数据分析与系统仿真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ａｔａ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９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及
人文
素养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法学院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工程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５ 工程伦理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３Ｅ４１１５ 工程实践讲座专题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ｔｏｐｉｃ １６ １ 春 讲座／研讨 考查 基地单位

必修

必修

职业
素养
课程

１３Ｅ４０１１ 工程经济学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８８０４ 管理信息系统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８８０５ 商事法律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ａｗ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工程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工程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单位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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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徐贤浩，马士华．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导论［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魏修建，姚峰．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第２版）［Ｍ］．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冯耕中，刘伟华．物流与供应链管理［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候云先，吕建军．物流与供应链管理［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５］赵泉午，卜祥智．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Ｍ］．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６］李葵．供应链与物流管理［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７］（英）马丁ｏ克里斯托弗著何明珂，崔连广，郑媛等 译 丛 书 名：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系列：物流与供应链管
理（第３版）［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８］董千里．供应链管理［Ｍ］．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９］崔介何．物流学概论４版［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０］中国现代物流发展报告［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１］李明．管理信息系统（第二版）［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２］丰景春，李明等．ＩＴ项目管理理论与方法（第二版）［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３］期刊：《物流工程与管理》
［１４］期刊：《物流技术》
［１５］期刊：《价值工程》
［１６］期刊：《中国制造业信息化》
［１７］期刊：《企业经济》
［１８］期刊：《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１９］期刊：《电子商务》
［２０］期刊：《商品储运与养护》
［２１］期刊：《中国工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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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１２５１００）

（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一、领域范围

工商管理硕士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质量的职业工商管理人才，使他们掌握生

产、财务、金融、营销、经济法规、国际商务等多学科知识和管理技能，并具有战略

洞察力和执行力。培养过程强调面对实战的“管理”，要求毕业生具备企业责任和

个人素养并重的职业修养的基础上，形成职业化的预测能力、应变能力、执行能力

和领导能力，能够引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成长。

二、培养目标

秉承河海大学商学院“求天下学问、做工商精英”的办学理念、“河海特色、世

界知名”的战略定位和“国际化、高层次、入主流、有特色”的战略路径，ＭＢＡ（工商

管理硕士）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把握企业实情和市场脉搏、拥有战略前瞻和国际视

角、能够运筹决策和实战操作、体现卓越素质和超群能力、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团

队精神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

三、培养方式

ＭＢＡ教学可以采取课堂教学、前沿讲座、案例讨论、实战咨询、经营模拟和课

外资料阅读等方式，学生可组成各类学习小组，进行案例讨论、文献阅读和交流。

１．课程学习

在导师指导下，鼓励学员结合自身的职业发展需要自主设计方向，并可在商

学院和学校为研究生开设的众多课程中进行选择。

通过学习，ＭＢＡ研究生应具有扎实的工商管理理论基础，能了解所选研究方

向的前沿动态，正确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２．实践式学习

ＭＢＡ教育强调实践性，在课程教学活动中结合多种实践方式如管理实战模

拟、短期实习与社会考察活动，专题研习，企业调查等形式，进行理论学习和实践。

同时，教学活动中倡导学生把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带到课堂中来讨论。

３．讲座

定期组织各项学术讲座、企业家论坛等系列活动，培养学生对管理前沿、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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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及市场环境的认知和理解，促使学生准确把握企业发展态势。

４．学位论文。

ＭＢＡ在校期间必须提交一篇具有硕士学位水平的学位论文，学位论文应具有

现实意义，能体现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ＭＢＡ要求学分不低于７０学分，其中完成学位所要求的课程学习４０学分、工

商管理实践１８学分、毕业论文１２学分。课程分为公共必修课程、核心必修课程、

方向选修课程三类，其中公共必修课程６学分、核心必修课程２２学分、方向选修

课程１２学分。方向选修课程既可以选修为ＭＢＡ设置的特定选修课，也可以结合

学员自身职业发展需要在商学院 ＭＢＡ之外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中选择组合，还鼓

励跨学科选修，以进一步拓宽知识面和完善知识结构。公共必修课程、核心必修

课程学习一般在入学后一年半内完成，方向选修课程学习一般在第三、四学期完

成。

１．公共必修课程

公共必修课程是国家和学校规定的基础课程。

２．核心必修课程

核心必修课程具备以下两点基本要求：内容大体涵盖 ＭＢＡ学生需要掌握的

管理学和经济学基础知识和技能；每一课程的内容都比较全面，以保证ＭＢＡ学生

在不选修该领域其它专业课程的情况下，对该领域的基础知识仍有相对全面的了

解。

３．方向选修课程

方向选修课程是为了让学生在全面掌握管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前提下，

结合自身发展方向的特殊知识和技能进行更深入的学习。

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核心课程实践环节结合相应核心课程开展实践环节的学习，可采用案例讨

论、管理咨询、企业调查等多种方式进行，由任课教师提出实践环节学习方案并负

责组织实施。综合实践环节由ＭＢＡ中心提出方案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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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ＢＡ学员另需参加入学导向、拓展训练、国际交流（国内）、论坛讲座、管理竞

赛、企业参访、文化沙龙、商务技能等活动。

七、学位论文

ＭＢＡ在校期间必须提交一篇具有硕士学位水平的学位论文，学位论文可以是

学术论文、案例分析、市场调查、行业研究、实证分析、管理咨询报告等。学位论文

应具有现实意义，能体现综合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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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课程编号
Ｃｏｄｅ

课　程　名　称
ＣｏｕｒｓｅＮａｍｅ

学分
Ｃｒｅｄｉｔｓ

学时
Ｈｏｕｒｓ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备 注

公共必修
课程
（６学分）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ｒｓｅｓ

６６Ｅ４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ｍ

２ ３６ １－２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０２ 商务英语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 ３６ １－２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０３
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伦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

２ ３６ １－２ 讲课 考试

必修
６学分

核心必修
课程

（２２学分）
Ｃｏｒ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１３Ｅ０００４ 管理学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 ５４ １－３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０５ 经济学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 ５４ １－３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０６ 会计学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０７ 运营管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０８ 市场营销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０９ 人力资源管理
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１０ 公司理财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１１ 组织行为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１２ 管理沟通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１３ 战略管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考试

必修
２２学分

选修模块
课程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ｔｉｅｓ
（１２学分）

战略与
决策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１３Ｅ００１４
数据、模型与决策
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
ｉｎｇ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１５ 商事法律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ａｗ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１６
竞争战略与竞争情报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创新与
创业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
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１３Ｅ００１７ 创业管理
Ｖｅｎｔｕ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１８
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１９ 创业投资 Ｖｅｎｔｕ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运营与
信息化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１３Ｅ００２０ 管理信息系统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２１ 电子商务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２２ 服务管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组织与
人力资源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１３Ｅ００２３ 绩效与薪酬管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ａｌａｒ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２４ 组织发展与变革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２５
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ｏｎ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选修课
至少
１２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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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课程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课程编号
Ｃｏｄｅ

课　程　名　称
ＣｏｕｒｓｅＮａｍｅ

学分
Ｃｒｅｄｉｔｓ

学时
Ｈｏｕｒｓ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备 注

选修模块
课程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ｔｉｅｓ
（１２学分）

市场营销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１３Ｅ００２６ 消费行为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２７ 国际商务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２８ 品牌管理
Ｂｒ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财务分析
与控制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１３Ｅ００２９
公司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３０
公司税收筹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ａｘＲｅｖｅｎｕｅ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３１ 公司财务分析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金融领域
选修课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ｓ

１３Ｅ００３２ 商业银行管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ａｎ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３３ 投资实务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３４ 金融行业专题
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工程领域
选修课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ｓ

１３Ｅ００３５
项目采购与合同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３６ 项目管理概论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ｔｙ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３７ 水利电力行业专题
ＴｏｐｉｃｏｎＷａ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游艇领域
选修课
ＹａｃｈｔＦｉｅｌｄ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ｓ

１３Ｅ００３８ 游艇俱乐部管理
ＴｈｅＹａｃｈｔＣｌｕｂ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３９
游艇商事活动策划与管理
ＴｈｅＹａｃｈｔ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ｖｅｎｔＰｌａｎ
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４０ 游艇行业专题
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Ｙａｃ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跨学科
选修课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
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ｓ

商学院其它类型的研究生课程
Ｏｔｈｅｒ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Ｃｏｕｒ
ｓｅｓｉ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选修课
至少
１２学分

实践课程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１８学分

核心课程
实践环节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Ｃｏｒ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１３Ｅ００４１ 运营管理实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 １８ １－３ 实训 报告

１３Ｅ００４２ 营销管理实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 １８ １－３ 实训 报告

１３Ｅ００４３ 人力资源管理实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 １８ １－３ 实训 报告

１３Ｅ００４４ 公司理财实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 １８ １－３ 实训 报告

１３Ｅ００４５ 会计实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１ １８ １－３ 实训 报告

１３Ｅ００４６
组织与沟通实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 １８ １－３ 实训 报告

１３Ｅ００４７ 战略管理实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 １８ １－３ 实训 报告

１３Ｅ００４８ 领导力开发实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 １８ １－３ 实训 报告

必修课
８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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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课程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课程编号
Ｃｏｄｅ

课　程　名　称
ＣｏｕｒｓｅＮａｍｅ

学分
Ｃｒｅｄｉｔｓ

学时
Ｈｏｕｒｓ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备 注

综合实践
环节

Ｃｏｍｐｒｅ－
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１３Ｅ００４９ 经营模拟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 ３６ １－４ 实训 记录

１３Ｅ００５０ 管理讲座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ｅｃｔｕｒｅ ２ ３６ １－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００５１ 案例研讨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 ３６ １－４ 实训 记录

１３Ｅ００５２ 管理咨询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２ ３６ １－４ 实训 记录

１３Ｅ００５３
创业创新训练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
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２ ３６ １－４ 实训 记录

必修
１０学分

学位论文
ＤｅｇｒｅｅＴｈｅｓｉｓ
（１２学分）

１２ ２１６ ３－５ 论文
必修
１２学分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７０学分） ７０ １２６０

选修课程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ｔｉｅｓ

１３Ｅ００５４ 领导学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１３Ｅ００５５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１３Ｅ００５６ 公司治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１３Ｅ００５７ 资本运营
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１３Ｅ００５８ 企业跨国经营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１３Ｅ００５９ 风险管理
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１３Ｅ００６０
东西方管理思想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ｏｕｇｈｔ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实践课程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
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１３Ｅ００６１
企业调查与研究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２ ３６ １－４ 实训

１３Ｅ００６２
行业市场拓展研讨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Ｍａｒｋｅｔ

２ ３６ １－４ 实训

１３Ｅ００６３
商业模式创新研讨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ｏｄｅｌ

２ ３６ １－４ 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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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Ｒｏｓｓ，Ｓ．Ａ（美）著，吴世农等译．《公司理财（原书第９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１
［２］康青．《管理沟通（ＭＢＡ精品系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美）威廉．史蒂文森（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张群、张杰合著．《运营管理》（原书第９版）．北京．机械
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４］钱旭潮王龙．《市场营销管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
［５］德斯勒．《人力资源管理（亚洲版·第２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
［６］斯蒂芬·Ｐ·罗宾斯．《组织行为学（第１２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７］张阳、周海炜、李明芳．《战略管理》．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８］罗宾斯．《管理学》第十一版．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９］格伦．哈伯德，安东．尼奥布莱恩．《经济学》（上下册）．第三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０］亨格瑞等著，王立彦等译．《成本与管理会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１］伍德．《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概论（第５版）》．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２］（美）博迪、凯恩、马库斯著，陈收、杨艳译．《投资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３］毛二万．《证券投资分析原理与实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４］赫尔曼．阿吉斯．《绩效管理》（２０１２，３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５］（美）达夫特著，杨斌译．《领导学：原理与实践（第３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６］周林彬．《商法与企业经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７］凯文．凯勒《战略品牌管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８］熊银解．《销售管理（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９］（英）科顿，（英）法尔维，（英）肯特编．《体验商务英语视听说》，体验商务英语改编组改编《体验商务英语

综合教程２》．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０］乔治·Ｔ·米尔科维奇等．《薪酬管理（第九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１］戴维·安德森，丹尼斯·斯维尼，托马．《数据、模型与决策：管理科学篇》（原书第１３版）．北京．机械工业

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２］切斯特巴纳德著，王永贵译．《经理人员的职能》．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３］伦西斯．利克特．《管理的新模式》．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１
［２４〗尤建新、杜学美、张建同．《质量管理学（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５〗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６］薛书华，娄梅．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７〗陈玲娣，花爱梅．高级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８］罗斯·Ｌ．瓦茨，杰罗尔德·Ｌ．齐默尔曼著，陈少华，黄世忠译．实证会计理论［Ｍ］．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０．
［２９］《法商研究》．北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３０］《国际经济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３１〗《经济问题探索》．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３２］《南开管理评论》，南开大学商学院
［３３］《管理评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３４］《经济体制改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３５］《世界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３６〗《金融经济学研究》．广东金融学院
［３７］《经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３８］《管理世界》．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３９］《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４０］《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四川社会科学学术基金会
［４１］《中国物流与采购》．中国物流与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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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商业经济与管理．杭州商学院
［４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
［４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Ｌｔｄ
［４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４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
［４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４６］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ａ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４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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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１２５２００）

（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一、专业简介

２０１０年，我校获得全国第五批公共管理硕士（ＭＰＡ）专业学位培养授权，２０１１

年开始正式招生。近年来，我校ＭＰＡ专业学位教育获得快速发展，分别在行政管

理与公共事务管理、水利行政管理、征地拆迁与移民管理、资源与环境管理、政府

项目管理等研究方向上形成了河海大学 ＭＰＡ专业学位教育的特色品牌，并在相

关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我校ＭＰＡ专职导师２４人，其中教授１２人，副教授１１人；博士生导师９人，具有

博士学位的教师１９人；兼职导师１０人，主要聘请水利、移民、环境、土地、社会保障

等领域的政府部门领导和专家担任。ＭＰＡ专职导师先后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厅局

级各类科研项目３００多项，出版专著５０多部，发表论文１０００多篇。结构合理的师资

配备，将为培养ＭＰＡ人才提供保障，确保满足ＭＰＡ学员进一步深造的需求。

二、培养目标

公共管理硕士（ＭＰ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为适应不断发展的公共管理现

代化、科学化、专业化的迫切需求，完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公共管理人

才培养模式，提高公共管理人才培养质量而设立的。其目标是培养具备良好的政

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掌握系统的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和方法，具备从事公

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分析的能力，能够综合运用管理、政治、经济、法律、现代科技等

方面知识和科学研究方法解决公共管理实际问题的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应用型、

复合型公共管理专门人才。

培养基本要求：

１．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内涵，坚

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高尚的职业道德；了解教育

部和学校的有关政策规定，遵守校纪校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２．基本掌握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有较宽的视野和知识

面，能够综合运用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知识以及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

３．具备从事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分析的能力，能够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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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下的新需求。

４．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自主阅读本专业相关领域的外文文献资料。

三、培养对象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对象主要为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

并有三年以上实际工作经历者。不招收应届本科毕业生。重点培养与水利、移

民、民政、环保等行业相关的行政机关、公共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鼓励有

不同学科背景的在职人员报考。

四、教学形式

１．教学方式以课程教学为重要载体，注重理论教学与实际问题的分析相结

合，采用课堂讲授、研讨、模拟训练、案例分析及社会调查等多种形式，突出培养学

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内容强调基于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分析，重

视和加强案例教学，既要把握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前沿，又要密切联系中国社会

公共管理实践新的发展趋势。

２．采取多样化教学形式，以讲座式、研讨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将课堂理论讲授、

专题研讨、案例分析、模拟训练和社会调查多种形式有机结合，加大学生实践能力

的培养力度。在课堂教学之外，要求每个学生至少参加５次以上公共管理与公共

政策的专题讲座，了解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及学科发展前沿。

３．参加社会实践，进行公共管理与政策研究的社会调查或实习。

４．建立校内外导师合作培养机制，注重加强与政府部门和其他公共机构的联

系、交流与合作，吸收有丰富经验的政府部门和其他公共机构人员参加各个培养

环节的工作。

５．实行学分制。凡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者才能进入学位论文写作阶段。

６．在强调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培养的同时，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

业道德的培养。

五、学习方式与年限

学习方式主要采取半脱产和在职攻读相结合，基本学制为学分制。

根据实际需要，课程学习既可以安排在周末业余时间进行，也可以每学期集

中一段时间进行。学习年限实行弹性学制，标准学制３年，如遇特殊情况，由研究

生本人提出申请，经河海大学ＭＰＡ教育中心审核、研究生院审批同意可以延长学

习年限，但学习年限最长不得超过５年。

六、主要研究方向

１．行政管理与公共事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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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水利行政管理

３．征地拆迁与移民管理

４．资源与环境管理

５．政府项目管理

七、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１．研究生培养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３６学分。本培养方案课程结构分

为核心课程和方向课程，另设专业社会实践。

２．核心课程９门，合计２０学分，均为必修课程。

３．专业方向课程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必修课程根据学员所选的方向

确定，每个学员在规定的方向内修满全部８学分；选修课程设置８门、合计１６学

分，学员选修不少于９学分。

４．社会实践（２学分）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的学生必须参加社会实践环节，进行公共管理与政策

研究的社会调查或实习。社会实践时间为三个月，须在论文开题前完成。社会实

践结束后，学生需提交调研报告，考核合格者才能获准论文开题。

５．系列讲座

要求每个学生至少参加５次以上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专题讲座，了解重

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及学科前沿。

八、实践环节

实践活动采用与工作单位本职工作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３个月，并

撰写实践报告，导师依据实践报告与实践所在单位评语评定成绩。取得实践环节

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九、学位论文

公共管理硕士（ＭＰＡ）专业学位的学生必须撰写学位论文。论文选题应贯彻

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要求与专业方向领域的管理实践与改革内容紧密联系。论

文形式不限，可以是专题研究、咨询报告、调查报告、政策评估、项目策划、案例分

析、重大公共管理问题对策研究等，但字数不应少于３万字。论文应体现学生运

用公共管理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方法分析与解决公共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论文工作量至少为半年。

论文答辩通过后，按规定的程序授予公共管理硕士（ＭＰＡ）专业学位，并同时

获得研究生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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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核心课程：

课程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核心课程
（必修２０学分）

１５Ｅ０２０１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 ２ ３２ １

１５Ｅ０２０２ 外国语 ２ ３２ １

１５Ｅ０２０３ 公共管理 ３ ４８ １

１５Ｅ０２０４ 公共政策分析 ２ ３２ １

１５Ｅ０２０５ 公共经济学 ３ ４８ １

１５Ｅ０２０６ 政治学 ２ ３２ １

１５Ｅ０２０７ 宪法与行政法 ２ ３２ １

１５Ｅ０２０８ 非营利组织管理 ２ ３２ ２

１５Ｅ０２０９ 社会研究方法 ２ ３２ ２

方向必修课程：

课程编号 ０１行政管理与公共事务管理

方向必修
课程
（８学分）

１５Ｅ０２１０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２ ３２ ２

１５Ｅ０２１１ 公共组织理论 ２ ３２ ２

１５Ｅ０２１２ 现代领导理论与实践 ２ ３２ ２

１５Ｅ０２１３ 公共事业管理 ２ ３２ ２

课程编号 ０２水利行政管理

方向必修
课程
（８学分）

１５Ｅ０２１４ 水资源与环境管理 ２ ３２ ２

１５Ｅ０２１５ 水权、水价与水市场 ２ ３２ ２

１５Ｅ０２１６ 水利水电项目管理 ２ ３２ ２

１５Ｅ０２１７ 水利经济 ２ ３２ ２

课程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０３征地拆迁与移民管理

方向必修
课程
（８学分）

１５Ｅ０２１８ 土地政策与经济 ２ ３２ ２

１５Ｅ０２１９ 项目分析与评价 ２ ３２ ２

１５Ｅ０２２０ 移民管理学 ２ ３２ ２

１５Ｅ０２２１ 征地拆迁估价理论与实践 ２ ３２ ２

０４资源与环境管理

方向必修
课程
（８学分）

１５Ｅ０２２２ 资源开发与管理 ２ ３２ ２

１５Ｅ０２２３ 区域可持续发展 ２ ３２ ２

１５Ｅ０２２４ 环境政策与管理 ２ ３２ ２

１５Ｅ０２２５ 资源环境定价理论与实践 ２ ３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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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０５政府项目管理

方向必修
课程
（８学分）

１５Ｅ０２２６ 项目管理学 ２ ３２ ２

１５Ｅ０２２７ 项目投融资管理 ２ ３２ ２

１５Ｅ０２２８ 项目分析与评价 ２ ３２ ２

１５Ｅ０２２９ 项目采购与合同管理 ２ ３２ ２

方向选修课程：

课程分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方向选修课程
（选修不少于
９学分）

１５Ｅ０２３０ 公共管理理论前沿 ２ ３２ ３

１５Ｅ０２３１ 公共管理定量方法 ２ ３２ ３

１５Ｅ０２３２ 现代领导科学 ２ ３２ ３

１５Ｅ０２３３ 管理心理学 ２ ３２ ３

１５Ｅ０２３４ 行政文化与公共伦理 ２ ３２ ３

１５Ｅ０２３５ 地方政府与区域公共管理 ２ ３２ ３

１５Ｅ０２３６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２ ３２ ３

１５Ｅ０２３７ 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 ２ ３２ ３

１５Ｅ０２３８ 社会保障专题 ２ ３２ ３

１５Ｅ０２３９ 移民与土地资源管理专题 ２ ３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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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董克用．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陈振明．社会管理：理论、实践与案例［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３］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４］毛寿龙．西方公共行政学名著提要［Ｍ］，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５］敬硋嘉．公共管理的未来十年［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６］张建民．公共管理研究方法［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７］刘兆东．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Ｍ］，重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８］姜晓平．地方政府流程再造［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９］陈晓春．非营利组织经营管理［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０］李瑞昌．政府间网络治理：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研究［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１］林德尔·Ｇ·霍尔库姆．公共经济学：政府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２］《贝弗里奇报告》［Ｍ］，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３］庇古．福利经济学（上、下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
［１４］杨燕绥．社会保障［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５］郑功成．社会保障学［Ｍ］，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６］林义．社会保险基金管理［Ｍ］，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７］张红．房地产经济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８］野口悠纪雄．土地经济学［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１９］王万茂．土地利用规划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０］陆红生．土地管理学总论［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１］黄小虎．土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２］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中译本）［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
［２３］费斯勒，凯特尔．行政过程的政治［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４］戴维·Ｈ·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５］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６］Ｖ·奥斯特罗姆．美国地方政府（中译本）［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７］Ｒ·Ｄ·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中译本）［Ｍ］，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８］詹姆士·Ｎ·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中译本）［Ｍ］，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９］约瑟夫·Ｓ·奈，约翰·唐纳胡．全球化世界的治理（中译本）［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０］纳特、巴可夫．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１］Ｅ·奥斯特罗姆．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中译本）［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
［３２］孙柏瑛．当代地方治理［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３］Ｓ·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３．
［３４］参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
［３５］参考期刊：公共管理学报
［３６］参考期刊：新华文摘
［３７］参考期刊：开放时代
［３８］参考期刊：中国行政管理
［３９］参考期刊：社会科学
［４０］参考期刊：学术月刊
［４１］参考期刊：社会科学研究
［４２］参考期刊：政治学研究
［４３］参考期刊：东南学术
［４４］参考期刊：社会科学战线
［４５］参考期刊：人文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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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参考期刊：公共行政评论
［４７］参考期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４８］参考期刊：江海学刊
［４９］参考期刊：江苏社会科学
［５０］参考期刊：浙江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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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１２５３００）

（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一、领域范围

会计硕士（ＭＰＡｃｃ）在遵循会计职业教育规律的前提下，注重学术性与职业性

的紧密结合，目的是培养应用型、高层次、高素质会计专门人才。主要方向包括财

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等。

二、培养目标

本领域旨在培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系统掌握现代会

计学、财务管理、审计以及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了解会计实务，具有较强解决

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高素质、应用型的会计专门人才。

三、培养方式

１．本专业硕士有两种培养方式。一种为脱产培养，主要进行专业会计技能教

育；另一种为在职培养，主要与专业会计职业资质及能力培养衔接。两种方式在

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上各有侧重和特色。

２．将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采用课堂讲授、研讨、模拟训练、

案例分析、行动学习、社会调查和工作实习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加强案

例教学，注重实际应用，聘请有实际会计工作经验的专家讲课或开设专题讲座，重

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３．加强实践环节，建立实践培养基地，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联合培养。脱

产培养的学生须进入基地实践，在职培养的学生在原单位进行实践，两者均须提

交合乎要求的实践报告。

４．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指导和校外导师合作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具

体培养方式由校内导师规划并由学院审核后执行。培养基地或学员所在工作单

位的高级财务管理人员（总会计师、具有高级职称的财务管理人员、财务或审计部

门的经理、注册会计师）可作为校外导师。学员须在校内外导师的指导下进行实

践并提交实践报告。校内导师可向学院申请由有合作关系单位的具备高级职称

的财务人员担任校外导师。

５．实行学分制。学生必须通过学校组织的规定课程的考试，成绩合格后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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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该门课程的学分；修满至少３０学分的课程方能撰写学位论文。

６．采取考试（闭卷、开卷）、作业、案例分析、课堂讨论、撰写专题报告等形式综

合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第一学年主要为课程学习，第二学年开始基地实

习，并进行毕业论文写作。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管理讲座１学分，实践环节６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１．实践活动时间不少于０．５年（寒暑期基地实习时间可计算在内）。进入会

计事务所实践基地实习的学生，可按所参与项目分时段进行实习，总实习时间不

得少于０．５年。

２．脱产学习的实践环节以进入研究生培养基地为主，校内导师引导实习为

辅。脱产学生应进入实践基地进行实习，或进入由校内导师指定、学院批准的企

业进行会计专业实习。

３．在职学习的学生在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的指导下在本单位实习。学生应

按其中一种形式开展实践学习，并撰写实践报告，校内导师依据实践报告与实践

所在单位校外导师评语评定实践成绩。

４．学生取得实践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七、学位论文

１．论文撰写与答辩条件。学生课程学习结束，取得规定学分，经校内导师考

核后，方能进入硕士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２．论文指导实行双导师制，一位为具有硕士指导资格的校内导师，负责主导

学员论文的指导工作；另一位为具有硕士指导资格的基地导师，在论文选题、写作

和资源提供等方面协助校内导师指导工作。学生应在导师指导下撰写学位论文，

确定选题后须进行论文开题，开题报告应在论文答辩前一年完成，开题报告通过

后方可进行学位论文工作。

３．论文选题与形式要求。论文选题要体现专业学位特点，主要来源于实践基

地的实践需求，突出学以致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学位论文应体现学生运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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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科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方法分析和解决会计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创新

和实用价值。论文形式上可以是研究报告、调研报告或案例分析报告等。

４．论文评阅与答辩。论文必须经指导教师书面推荐同意，经由二名本专业具

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其中至少一名是校外实务部门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业

人员）评阅同意后，提交论文答辩小组进行答辩。学位论文答辩的条件、要求及程

序规则等按河海大学的有关规定进行。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必须有一名是实

际工作部门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方可按程序申

请授予会计硕士学位。

５．学生修满规定学分，达到相关要求，且其学位论文通过论文答辩和学位委

员会的评审，由河海大学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并授予会计硕士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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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Ｅ４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２ ２ １ 讲课
考试／
考查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００２ 商务英语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２ 讲课

考试／
考查

商学院

必修
４学分

基础
理论
课程

１３Ｅ０００３
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伦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ｔｈｉｃｓ

３２ ２ ２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０６４ 统计与数量分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２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０６５ 管理经济学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２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必修
课程

１３Ｅ００８０※
高级财务会计理论和实务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４８ ３ １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０６６※
高级财务管理理论和实务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８ ３ １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０６７※
高级管理会计理论和实务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４８ ３ １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０６８※
高级审计理论和实务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４８ ３ １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１２学分

非学
位课
程１０
学分

专业
选修
模块

商务
选修
模块

１３Ｅ００７１※
中国税制与企业税收筹划
Ｃｈｉｎａ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ａｘ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２ ２ ２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０３１ 公司财务分析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２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０７２
金融中介与资本市场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ｐ
ｉｔ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

３２ ２ ２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０７４
国际会计准则专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３２ ２ ２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０７５
国际审计准则专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３２ ２ ２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０７７※
政府与非盈利性组织会计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３２ ２ ２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０７３ 企业并购
Ｍｅｒｇｅｒａｎｄ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３２ ２ ２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０２３
绩效与薪酬管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２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０１３※ 战略管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２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０２０ 管理信息系统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２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０６９※ 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及职业操守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Ｒｉｓｋ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 ３２ ２ ２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０７０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２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８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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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工程
选修
模块

任选
课

１３Ｅ００７６ 商事法律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ａｗ ３２ ２ ２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０３６ 项目管理概论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ｔｙ ３２ ２ ２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０７９ 工程概预算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２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００３５
项目采购与合同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２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全校为硕士生开设的课程（含专
业选修课中未选修过的课程）

３２ ２ ２ 讲课
考试／
考查

商学院
选修
２学分

综合实践
环节
１学分

管理讲座

实践环节
６学分 基地实践半年

必修

　　注：※表示这门课程为在职培养学生的职业资质考试嵌入课程，可以根据对应的职业资质考试要求设置培养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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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郭道扬．会计史研究：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罗斯·Ｌ．瓦茨，杰罗尔德·Ｌ．齐默尔曼著，陈少华，黄世忠译．实证会计理论［Ｍ］．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０．

［３］刘明辉．新世纪研究生教学用书·会计系列：高级审计研究［Ｍ］．第二版．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４］陈玲娣，花爱梅．高级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５］罗伯特·Ｓ．卡普兰著，吕长江译．高级管理会计［Ｍ］．第三版．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６］刘淑莲．新世纪研究生教学用书·会计系列：高级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Ｍ］．第二版．大连：东北财经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２．

［７］薛书华，娄梅．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８］ＳｔｅｐｈｅｎＡ．Ｒｏｓｓ，ＲａｎｄｏｌｐｈＷ．Ｗｅｓｔｅｒｆｉｅｌｄ，ＪｅｆｆｒｅｙＦ．Ｊａｆｆｅ著．吴世农，王志强译．公司理财［Ｍ］．第九版．北
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９］会计研究，中国会计学会
［１０］审计研究，中国审计学会
［１１］中国会计评论，《中国会计评论》理事会
［１２］管理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１３］南开管理评论，南开大学商学院
［１４］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１５］世界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１６］金融研究，中国金融学会
［１７］审计与经济研究，南京审计学院
［１８］金融经济学研究，广东金融学院
［１９］经济经纬，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２０］经济问题探索，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２１］经济纵横，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２２］中国软科学，中国软科学研究会
［２３］管理评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２４］经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２５］经济体制改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２６］财务与会计，中国财政杂志社
［２７］Ｔｈ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ＡＭＥＲ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ＳＳＯＣ
［２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２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Ｖ
［３０］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３１］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ＥＲＧＡＭＯＮ－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ＴＤ
［３２］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ＡＭＥＲ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ＳＳＯＣ
［３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ＬＴＤ
［３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Ｖ
［３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３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
［３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Ｖ
［３８］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ＬＴＤ
［３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
［４０］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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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１２５６００）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一、专业范围

工程管理是针对工程实践而进行的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具有

系统性、综合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工程管理包括：工程建设项目实施中的管理；重

要复杂的新产品、设备、装备在开发、制造、生产过程中的管理；技术创新、技术改

造、转型、转轨、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产业、工程和科技的重大布局与发展战略的研

究与管理等，其精髓就是“系统整合”。

工程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实现特定目的，运用科学和技术，有组织地利用

资源进行的造物或改变事物性状的集成性活动。由于工程具有技术集成性和产

业相关性等特征，任何工程的成功均离不开科学的工程管理。

二、培养目标

本领域旨在培养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了解本领域的前

沿，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应用型高

级专门人才。

三、培养方式

１．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

加强案例库建设和案例教学，聘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讲课或开设讲座。注重实际

应用，重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２．加强实践环节，采用多种形式进行实践活动。

３．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指导和校外导师合作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

实践环节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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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应不少于１年。研究

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参加实践教学，并撰写实践报告。取得实践

环节的学分后，方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实践环节的主要考核点主要为：

１．工程认知：考核研究生对基地单位的管理和从事的工程项目概况是否准确

的描述；

２．实践专题研究：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所承担工程项目，及研究实践工作

完成情况；

３．工程案例比较：考核研究生对所在基地单位主要管理或从事的工程项目与

国内外相关工程项目的对比、分析、研究情况；

４．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考核研究生在基地单位的思想政治表现、实践工作

表现和参加各项活动表现等情况；

５．实践交流能力：考核研究生是否能够按照要求积极主动的与校内、外导师

进行交流，与基地单位的同事等进行卓有成效交流，按计划开展实践工作和学位

论文研究工作。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

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例：可采用调研报告、工程规

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

等形式）。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

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修满规定课程学

分并完成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预答辩、论文评

阅、论文答辩等环节，答辩工作应在学校进行。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

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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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院系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０Ｅ０００１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７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课程

１３Ｅ８８０１ 高级管理学
Ｓｅｎｉ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８８０２ 高级运筹学
Ｓｅｎｉ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８８０３ 系统工程
Ｓｙｓｔｅｍ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３Ｅ４０１０ 项目管理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４０１１ 工程经济学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５６０９ 项目决策与评估
Ｐｒｏｊｅｃ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５６１３
项目采购与合同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５６１４ 项目计划与控制
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５６１５
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案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ａｓ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９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及
人文
素养
课程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座 考查 研究生院

００Ｅ０００２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０Ｅ０００３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法学院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工程
素养
课程

００Ｅ０００５ 工程伦理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ｔｈ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３Ｅ５６１７ 工程实践讲座专题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ｔｏｐｉｃ １６ １ 春 讲座／研讨 考查 基地单位

必修

必修

职业
素养
课程

１３Ｅ５６１６ 管理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８８０４ 管理信息系统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Ｅ８８０５ 商事法律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ａｗ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实践环节
１０学分

工程认知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实践专题研究 ２４０ ５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工程案例比较 １４４ ２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职业素质和发展潜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单位

实践交流能力 ４８ １ 春、秋 实践 考查 基地导师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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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ＪｏｈｎＭＮｉｃｈｏａｌｓ
!

面向商务和技术的项目管理［Ｍ］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ＫｉｍＨｅｌｄｍａｎ

!

ＭＰ：项目管理专家认证练习与解答［Ｍ］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ｗａｒｄ

!

项目分析经济学实践指南［Ｍ］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４］ＴｏｍＫｅｎｄｒｉｃｋ

!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ｉｓｈ，ＡＭＡｃｏｍ，２００３
［５］ＤａｖｉｄＬ．Ｃｌｅｌａｎｄ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２００９
［６］ＲｏｇｅｒＭｉｌｌｅｒ

!

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ｒ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Ｍｉｌｌａｎｄｌｅｓｓａｄ，２００８
［７］Ｆｒａｎｃｅ．ｊ．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

ＴｈｅＮｅｗ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ｓｓａｙ－ｒａｓｓ，２００６
［８］Ｇｕｅｎｌｏｗｅｒｙ

!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ｗｉｔｈ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２０００，ＪＯＬＴＮＳＷＩＬＥＹ＆ＳＯＩＶＳ，ＩＮＣ，２００１
［９］布鲁斯·巴利克

!

客户驱动的项目管理［Ｍ］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０］邹欣

!

中外投资项目评价［Ｍ］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１］林晓彦

!

建设项目经济社会评价［Ｍ］
!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２］克里斯·查普曼

!

项目风险管理［Ｍ］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３］克利福德·格雷

!

项目管理教程［Ｍ］
!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４］田金信

!

建设项目管理［Ｍ］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５］克劳迪王·巴卡

!

ＰＭＰ：项目管理专家认证练习与解答［Ｍ］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６］马克思·怀德曼

!

怀德曼项目管理词汇手册［Ｍ］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７］詹姆斯·刘易斯（ＪａｍｅｓＰ．Ｌｅｗｉｓ）

!

项目计划、进度与控制，２０１２
［１８］罗伯特·巴特里克

!

项目过程测评与管理［Ｍ］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９］刘明

!

最新ＰＭＰ认证考试指南与练习［Ｍ］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０］冯之楹

!

项目采购管理［Ｍ］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１］马土华

!

工程项目管理实务［Ｍ］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２］杰克·菲利普斯（Ｊａｃｋ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

咨询绩效评估－－跟踪咨询项目的结果与府线［Ｍ］
!

上海：上海远东

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３］尹贻林

!

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模式研究［Ｍ］
!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４］尉斌

!

项目融资与风险管理［Ｍ］
!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５］加里·德斯勒（ＧａｒｙＤｅｓｓｌｅｒ）

!

人力资源管理［Ｍ］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６］李明．管理信息系统（第二版）［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７］丰景春，李明等．ＩＴ项目管理理论与方法（第二版）［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８］王卓甫、杨高升、谈飞、简迎辉等．工程项目管理系列丛书［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９］期刊：《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ｓｔｒ》
［３０］期刊：《管理工程学报》
［３１］期刊：《建筑管理现代化》
［３２］期刊：《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３３］期刊：《中国工程科学》
［３４］期刊：《科技进步与对策》
［３５］期刊：《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３６］期刊：《现代经济》
［３７］期刊：《项目管理技术》
［３８］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ｆｅｔｙ
［３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４０］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１］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２］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３］Ｗｉｌｅ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４］ＡＳ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６１



［４５］ＡＳ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６］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４７］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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